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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虚拟化技术在云计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云计算通过虚拟化技术提供灵活高效的应用服务． 在分析云计算中

虚拟化技术体系结构的基础上，本文分别从虚拟机硬件设备、虚拟机监控软件和虚拟化操作系统三个方面，阐述了

虚拟化技术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安全防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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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云计算以其低成本、灵活性、可伸缩性、可靠性、
自适应性、多租户等特点已被广泛接受和应用． 云计

算通过软件、平台和基础设施三个层次服务等级，提

供一个服务集合． 软件即服务 SaaS ( Software as a
Service) 是以互联网为载体，把各种软件和应用程序

部署在云端，用户随时可用的一种软件服务模式． 平

台即服务 P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 依托基础设施

即服务 IaaS(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平台，面向互

联网应用开发者，把软件开发、测试、部署和运行环

境提供给用户． IaaS 包括各种硬件和基础软件资源，

以服务的形式为用户提供网络、处理、存储和基础计

算资源． 在云计算中，各种数据、服务和应用都存储

在云中，云就好像是用户的“超级计算机”． 因此，云

计算要求这个“超级计算机”能够统一管理所有的

资源． 但是，各种硬件设备之间的差异导致它们之间

很难兼容，这为统一的资源管理提出了挑战［1］．
虚拟化技术可将物理资源等底层架构进行抽

象，使硬件设备之间的差异和兼容性对上层应用透

明，从而实现云对底层各类资源的统一管理． 虚拟化

技术是一种调配计算资源的方法［2］，它能将应用系

统的不同层次( 硬件、软件、数据、网络、存储等) 进

行隔离，从而打破数据中心、网络、服务器、数据、应

用和存储中的物理设备之间的划分，实现统一管理

和动态使用物理资源和虚拟资源，提高了系统结构

的灵活性和弹性．
目前，关于云计算中虚拟化技术的安全问题已

有很多的研究，如: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3］、
支付行业数据安全标准［4］和云安全联盟［5］等都对

其进行了相应研究，并提出了安全的云虚拟化环境．
本文在分析云计算中虚拟化技术体系架构的基础

上，分别从虚拟机硬件设备、虚拟机监控软件和虚拟

化操作系统三个方面阐述了虚拟化技术面临的威

胁，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安全防护对策．

1 云计算中虚拟化技术面临的安全威胁

建立的云计算中虚拟化技术体系结构如图 1 所

示，其 中 虚 拟 机 监 控 软 件 VMM ( Virtual Machine
Monitor) 允许多个操作系统和应用共享硬件设备，

是一种运行在底层虚拟机硬件设备和操作系统之间

的中间软件层．
1. 1 虚拟机硬件设备面临的安全威胁

云计算是将信息资源和数据计算交换分布在大

量联网计算机上，用户通过按需访问存储系统和联

网的计算机，从而获得信息交换和海量数据运算的

功能． 云计算的这种模式将原来局限在内部网络中

的资源和数据暴露在公共网络中［6］． 如果攻击者物

理接入云的硬件设备，通过执行恶意程序代码，修改

虚拟机的源程序并改变其功能，达到攻击虚拟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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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云计算中虚拟化技术体系结构

目的． 在网络层面上，云计算将面临域名服务 DNS
( Domain Name Service) 攻击、拒绝服务 DoS ( Denial
of Service) 攻击、网络可达性攻击等多种安全威胁．
1. 2 虚拟机监控软件面临的安全威胁

虚 拟 机 监 控 软 件 VMM ( Virtual Machine
Monitor) ，或称为 Hypervisor． 它可以访问服务器上

的所有硬件设备． 当服务器启动并调用 Hypervisor
时，它会加载所有虚拟机客户端上的操作系统，同时

给每个虚拟机分配适量的网络、CPU、磁盘和内存等

物理资源． Hypervisor 负责协调这些硬件资源的访

问，同时也在每个虚拟机之间施加安全防护．
在云计算服务中，资源是以虚拟、租用的模式提

供给用户，这些虚拟资源根据实际需要与物理资源

绑定． 在云计算中多个用户共享资源，多个虚拟资源

很可能被绑定到相同的物理资源上． 如果云服务平

台中的虚拟机监控软件存在安全漏洞，那么用户的

数据就可能被其他用户访问．
在云虚拟环境中，大量的操作系统可以同时运

行在同一个使用 Hypervisor 的主机服务器上，随着

在同一个 Hypervisor 上运行的用户操作系统的数量

不断增加，Hypervisor 所面临的威胁也就越大． 一旦

攻击者控制了 Hypervisor，就能轻易地改变用户的操

作系统，并且控制整个 Hypervisor 监控的资源．
1. 3 虚拟化操作系统面临的安全威胁

虚拟化操作系统是在虚拟机监控软件层上采

用虚拟化技术生成的操作系统． 除了和传统操作

系统一 样，受 到 病 毒 感 染、系 统 漏 洞 等 安 全 威 胁

外，虚拟机若从一个物理主机迁移至另一个主机

后，原来主机的硬盘上仍保留有虚拟化操作系统

的痕迹，即使将其从硬盘上删除或格式化，攻击者

依然能通过恢复技术从该主机硬盘上获取有用的

数据和信息．

2 云计算中虚拟化技术安全防护对策

基于虚拟化技术的云计算可能会带来多种安全

威胁，通常采用以下几种安全防护对策来构建多层

次的防范体系．
2. 1 虚拟化硬件设备的安全防护对策

在硬件设备方面，应选用可信赖的安全模块

TPM( Trusted Platform Module) 的物理服务器，该模

块在虚拟服务器启动时进行用户身份验证，若用户

未通过身份验证，则不允许启动该虚拟服务器． 为保

证服务器 CPU 之间的物理隔离，选择的 CPU 应支

持硬件虚拟化技术，这样可减少许多安全隐患． 此

外，在虚拟服务器的安装过程中，为每台虚拟服务器

各划分一个独立的硬盘分区，实现从逻辑上隔离各

虚拟服务器．
对物理主机的安全防护可采用传统的防护措

施，如: 杀毒软件、防火墙、主机防御系统等． 为了避

免被攻击后的某台虚拟服务器影响到物理主机，可

以在物理主机上只运行虚拟服务软件，严格控制其

运行的数量，同时禁止其它网络服务在该物理主机

上运行． 通过虚拟专用网络 VPN［7］(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可以实现物理主机与虚拟服务器的连接

或资源共享，并且可以采用加密的网络文件系统方

式进行资源共享．
2. 2 虚拟机监控软件的安全防护对策

虚拟机监控软件位于底层硬件设备和虚拟化操

作系统之间，监控和管理虚拟化操作系统． 为确保该

层的安全，严格审核访问用户的权限，任何未经授权

的用户禁止访问虚拟化软件层，而对于有权限访问

的用户，必须完整保存其对虚拟化软件层的访问记

录，以便执行审计．
2. 3 数据的安全防护对策

采用加密技术对存储在云中的数据进行加密处

理，防止恶意的云“租户”和云服务提供商的滥用、
保护数据的安全性． 传输数据时，应采用加密的协

议，如: 安全复制协议 SCP( Secure Copy Protocol) 、安
全 超 文 本 传 输 协 议 HTTPS (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over Secure Socket Layer) 等，能够保护数据

的机密性和完整性．
2. 4 虚拟化操作系统的安全防护对策

一方面，当虚拟机迁移至另外的物理主机时，云

管理员必须确保先前的物理主机硬盘上的数据被彻

底擦除，或将硬盘物理销毁． 同时，为每个虚拟化操

71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5 年

作系统安装基于主机的杀毒软件、入侵检测和入侵

防御系统、防火墙等． 此外，在使用虚拟机过程中，要

对一些重要的虚拟机镜像文件进行加密处理，防止

文件被窃取．
另一方面，建立镜像文件库，用于保存一些重要

的虚拟机镜像文件和虚拟化操作系统的备份文件，

以防止虚拟化操作系统的崩溃或被攻击造成的瘫

痪． 对该镜像文件库进行访问控制，防止非法用户的

访问和窃取［8］． 同时，要定期对镜像文件库进行病

毒扫描和漏洞修复． 并建立镜像文件库信息记录表，

如下表 1 所示，精确记录每个镜像文件的名称、发布

人、访问人，访问内容和访问时间等信息，以便系统

的安全跟踪． 在此基础上，建立镜像文件库的发布和

访问机制，如下图 2 所示．

表 1 镜像文件库信息记录表

镜像文件名称 文件发布人 文件访问人 访问内容 访问时间

VM A B 云计算资料 2014. 2. 3( 10: 02 － 11: 20)

…… …… …… …… ……

图 2 镜像文件库发布和访问机制

在虚拟化操作系统中，当用户 A 发布镜像文件

或用户 B 访问镜像文件时，通过镜像文件敏感信息

过滤，删除掉涉及用户隐私等的敏感信息． 每当用户

发布和访问镜像文件时，操作系统将发布和访问的

信息保存至镜像文件库信息记录表中，以便今后系

统安全跟踪． 此外，要对镜像文件库进行定期的病毒

扫描和维护，防止被病毒感染．
2. 5 用户的安全防范对策

要提高云计算虚拟化技术的安全性，仅仅依靠

以上几种对策还不够，还需要用户提高防范意识，尽

量避免涉密或涉及个人隐私的资料存储在云端． 此

外，对登录云服务的用户进行身份认证，严格验证程

序，防止恶意人员的非法入侵．
随着云计算的快速发展，仅仅依靠云计算提供

商的自觉性已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云计算的安全问

题． 除此之外，还应从法律法规角度对云计算进行安

全防护，这就需要国家和政府或相关权威部门制定

云计算安全环境的运行机制，对云计算服务提供商

进行检查和监督，强制要求云计算提供商采取必要

的安全措施，保证云服务的安全性．

3 结束语

虚拟化技术打开了云计算的“大门”，从本质上

讲，云计算为我们提供的是虚拟化云服务． 虚拟化技

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推动了云计算的变革和发展，

可以说，虚拟化技术是云计算发展的关键因素． 而云

计算中虚拟化技术的安全问题也是制约云计算发展

的重要问题，只有研究和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不断

完善和发展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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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loud computing． Cloud computing provides flexible and

efficient application services based on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Basing on the analysis of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architecture in cloud computing，the security threat faced by the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is described，from three
aspects of virtual machine hardware equipment，virtual machine monitor and virtualized operating system． Finally，

corresponding safety protection measures are proposed．
Key words: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Cloud Computing，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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