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项目概况 

对 2019 年青岛市生态环境大数据工程项目实施软件验收测试、信息安全风

险评估、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2019 年青岛市生态环境大数据工程建设内容

包括：一平台（青岛市生态环境云平台）、一中心（生态环境数据资源中心扩展）、

五应用（五大场景化核心应用系统）、一张图（生态环境一张图）、一门户（青岛

市生态环境综合办公门户及移动端）、安全运维体系等。 

★其中风险评估、软件测评最高限价为 30 万元；等保测评最高限价为 28

万元。 

注：本项目为预采购项目，可能存在因意外情况终止或变更的风险，特此

提示。 

2.2 项目内容 

2.2.1 软件验收测试 

1.服务目标 

软件验收测评：依据软件测评方案及国家有关软件质量检测标准，开展软件

验收测评服务工作，依据项目招投标书、建设方案、商务合同及项目开发过程资

料，设计完善项目各个系统的软件测评方案，并对项目所属系统实现的功能、性

能、安全性等进行符合性验证，及时准确报告测评期间发现的问题，并进行问题

确认及修复验证，实现对软件质量的提升。 

2.服务依据 

GB/T 25000.51-2016《软件工程 软件产品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商业现货

（COTS）软件产品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GB/T 15532-2008《计算机软件测试规范》 

GBT 25000.10-2016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

10部分：系统与软件质量模型. 

GB/T 16260.2-2006《软件工程 产品质量 第 2 部分：外部度量》 

GB/T 18905.1-2002《软件工程 产品评价 第 1 部分：概述》 

GB/T 18905.1-2002《软件工程 产品评价 第 1部分：策划和管理》 

GB/T 18905.5-2002《软件工程 产品评价 第 5 部分：评价者用的过程》 

GB/T 8567-2006 《计算机软件文档编制规范》 



GB/T 11457-2006 《信息技术 软件工程术语》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GB/T20271-2006）； 

《信息安全技术 服务器技术要求》（GB/T 21028-2007）；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GB/T20269-2006）；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工程管理要求》（GB/T20282-2006）；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技术安全性评估准则 第 2 部分：安全功能要求》

（GB/T18336.2-2008）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技术安全性评估准则 第 3 部分 安全保证要求》

（GB/T18336.3-2008） 

GB/T 18336-2001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技术 安全性评估准则。 

3.工作内容 

（1）软件检测 

软件检测是通过投标人作为检测机构发现系统的缺陷，特别是尽可能地发现

各种严重的缺陷，以利于降低或消除软件质量风险，同时，软件检测还要确定所

交付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合同或用户所规定需求，以有效保障采购人的投资效果。 

投标人软件检测应根据《GB/T 25000.51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

和评价(SQuaRE) 第 51 部分：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等国家标准，以及用户需求和合同要求，采用人工分析、自动化工具等多种手段，

主要从功能性、可靠性、易用性、性能效率、兼容性、信息安全性、维护性、可

移植性及用户文档等多个质量特性方面对软件产品进行验收测试，以判定软件产

品是否符合用户需求和合同要求。 

①功能测试 

测试各业务系统是否提供了预期的功能，是否满足建设内容需求和实际的业务运

行需要。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技术需求和软件开发过程中的变更，梳理测试需求，形成

测试用例。投标人应采用等价类划分、边界值分析、随机数法、错误推测、场景

法、因果图、功能图法、状态迁移法、综合用例设计方法、探索性测试等黑盒测

试技术，设计覆盖主要业务流程的测试用例，从功能实现的正确性、完整性、界

面错误、输入和输出错误、性能指标符合性、数据计算的准确性和计算精度的符



合性等方面对系统功能性进行功能测试，并将功能性检测结果与项目需求中的功

能要求比较，评价该软件产品功能是否满足项目需求和文档要求。 

②性能测试 

测试各业务系统的性能是否符合预期的性能指标要求，从而保证各系统快速

稳定的运行。通过仿真模拟大量用户在一段时间内集中进行业务操作，以检验业

务系统运营服务能力和运行支撑平台的资源利用情况，及时发现系统是否存在性

能瓶颈，并采取相应解决措施，对系统整体的服务能力进行预测和评估。 

性能测试必须包括单点性能、负载、压力测试、稳定性测试。通过单点性能

了解单用户的性能响应时间；通过负载测试，了解正常工作状态下，系统的工作

情况和数据的交互过程；通过压力测试，了解系统在较大的负荷下的工作状态，

为将来系统的工作情况做出预测，并找出系统中的性能瓶颈或性能弱点，软件维

持规定的性能级别的能力；通过稳定性测试，确认系统能长时间稳定可靠运行。

并发用户数和响应时间等的性能指标满足招标人对于系统承包商的招标要求。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投标人还需要按照被测系统的招标文件、合同以及需求规格

说明书中规定的技术指标和规定进行性能测试。 

③易用性测试 

测试各系统各功能操作是否易于理解、易于操作。 

易理解性：功能名称易理解，输入、操作方式便捷、易用、易学；系统及功

能执行过程中的用户界面、图形、文字、信息和标识友好，没有出现中英文混杂

的界面；实现不复杂，操作单一化；软件中的提示信息是否清楚、易理解，不能

把程序中出现的技术错误提示信息直接呈现在用户界面中；当一个任务要较长时

间执行时，要有进度条呈现完成的进度；没有影响用户理解的书写错误。 

易浏览性：界面简洁，布局合理，软件使用者能容易地看到他们要使用的功

能；界面上所有图片、声音、图标、视频都正确显示；当屏幕的分辨率改变时，

软件界面上的所有元素仍然清晰呈现，布局合理。 

易操作性：菜单不能有太深的层次；从一个状态能容易往前后两个方向迁移；

同一软件或不同软件之间的同一操作（快捷键、菜单、操作命名）方法应该一致；

相同按钮的放置位置应该一致。 

遵循标准：软件和相关标准、行业要求、有关 UI设计规范等方面一致。 



可靠性测试：测试各系统在各种条件下使用时，系统各功能操作应具有一定

的可靠性，包括成熟性和容错性。确保系统持续运行中数据不丢失；检查软件对

用户的操作错误和软件错误，是否有准确、清晰的提示；检查软件对重要数据的

删除是否有警告和确认提示；检查软件是否能判断数据的有效性，屏蔽用户的错

误输入，识别非法值，并有相应的错误提示。 

对于项目中的每一类导致恢复或重置的情况逐一进行测试，以证实克服硬件

故障后，系统仍能正常地继续进行工作，且数据和功能没有遭到破坏。 

④可维护性测试 

验证各系统可被修改的能力，修改可能包括纠正、改进或软件对环境、需求

和功能规格说明变化的适应； 

验证应用系统是否遵循可维护性原则，具备监控运行状态和故障诊断的能力，

能够通过维护向导或监控指标快速判断故障发生点，系统故障易分析性、易定位、

易修复性和可测评性，并能够出具证实可验证的依据； 

应验证软件提供的缺陷与失效原因诊断、修改、错误排除等方面的能力以及

可扩展能力。 

⑤信息安全性测试 

对各系统进行应用程序级安全测试、数据安全测试和业务流安全审查。 

应用程序级安全测试：验证系统的用户安全机制是否有效、权限管理是否严

密，包括对数据或业务功能的访问等。  

数据安全测试：针对数据的完整性、数据保密性和备份与恢复进行数据安全

和备份恢复安全检查。 

系统安全漏洞测试：定位应用系统应用安全、代码安全、业务安全等方面安

全漏洞，提出系统加固解决意见。 

⑥文档测试 

对各系统各开发方提供的所有文档进行审查,具体文档包括需求文档、设计

文档、用户使用手册等依据招标人要求需提交的软件文档集。验证软件文档集的

完备、正确、一致、易理解、可操作，尤其是软件文档与程序之间的一致性验证。 

⑦兼容性测试 

对各系统在多平台下的兼容性进行测试。PC 端包括 Chrome、IE、Firefox



等主流浏览器，以及 windows等 PC端操作系统；移动端包括 ios、Android 的主

流版本、分辨率、屏幕尺寸、网络运营商、机型品牌等；在以上测试环境中进行

测试，并给出通过兼容性测试的配置列表。 

⑧回归测试 

针对开发反馈的被修复的缺陷，启动回归测试，在回归测试中需要验证缺陷

是否被修复，同时与缺陷所在模块有关的功能要重复执行对应的测试用例。保证

有关测试过程文档的同步更新。 

回归测试完成后，出具回归测试报告。 

4.工作要求 

软件检测要求在现场进行，对检测中发现的问题，在出具正式软件检测报告

前，可提供一次修改后重新检测机会。 

5.工作交付 

（1）测试方案 

中标单位应按照建设单位要求和相关软件质量检测标准，提供切实可行的测

试方案，测试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被测对象整体业务、关键业务、技

术架构分析、功能、性能、安全、可靠性、易用性、维护性、文档测试内容及测

试方法，测试环境说明，项目风险分析、测试工作流程，测试计划，测试工具。 

（2）测试报告 

中标单位应依据项目整体建设目标及国家相关软件质量检测标准，认真执行

测试方案，形成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软件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功能测试：对系统的功能进行业务、结构和技术等方面的分析，设计完善的

测试用例，并完成测试用例的执行及执行结果的监控，报告测试发现的问题，提

供功能测试报告。 

性能测试：通过调查分析系统使用情况，建立性能测试模型，开发测试脚本，

模拟系统使用场景，通过负载测试、压力测试等多种策略全面评估系统性能状况，

并提交相关报告。 

非功能测试：对系统的非功能性（可靠性、易用性、可维护性和安全性）进

行业务、结构、技术分析，设计完善的测试用例，并完成测试用例的执行及执行



结果的监控，报告测试发现的问题，提供相关非功能特性的测试报告。 

文档测试： 中标单位应对测试期间提交的相关用户文档进行内容审查， 并

及时报告所发现的问题，编制并提交详细的文档测试报告。 

（3）缺陷报告 

中标单位应对测试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问题进行详细记录，并通过规范的缺陷

管理工具管理测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最终形成完整的项目缺陷报告。 

（4）修改建议 

针对软件存在的缺陷，提出具体的修改建议，包括功能改进建议、性能优化

建议、安全加固建议等。 

 

2.2.2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 

1.服务目标 

风险评估目的是分析信息系统的安全状况，全面了解和掌握该系统面临的信

息安全威胁和风险，明确采取何种有效措施，降低威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或者其

所造成的影响，减少信息系统的脆弱性，从而将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可以

定期了解信息系统的安全防护水平并为以后安全规划建设的提出提供依据和参

考，综合平衡考虑安全风险与成本代价，为网络与信息系统风险管理奠定基石，

帮助客户在降低风险、承受风险、转移风险等方面做出正确的选择。 

风险评估阶段作为安全咨询服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为后续信息安全测评

标准差距分析、整改提供数据支撑。 

2.服务要求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按照《GB/T 20984-2007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风险评

估规范》、《GB/T 22081-2008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管理实用规则》等要

求，主要工作包括资产识别评估、威胁识别评估、脆弱性识别评估、风险分析评

估等过程，覆盖信息安全技术、信息安全管理等各方面，形成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就是从风险管理角度，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系统地分析信

息系统所面临的威胁及其存在的脆弱性，评估威胁利用脆弱性导致安全事件发生

的可能性，并结合安全事件所涉及的资产价值来判断安全事件一旦发生所造成的

影响及危害程度，提出有针对性的抵御威胁的防护对策和整改措施，为防范和化



解信息安全风险，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从而为最大限度地保障信息安全

提供科学依据。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覆盖系统软件、硬件相关全部内容。 

3.服务依据： 

GB/T 20984-2007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规范等管理规范和技术标

准》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规范》（GB/T 20984-2007）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GB 17859-1999） 

《计算机场地安全要求》（GB/T 9361-2000）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技术 安全性评估准则 第 3 部分安全保证要求》

（GB/T 18336-2001） 

《信息技术 信息安全管理实用规则》（GB/T 19716-2005）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风险管理指南》（GB/Z 24364-2009）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GB/T20271-2006）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GB/T 20270-2006） 

《信息安全技术 操作系统安全技术要求》（GB/T 20272-2006）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库管理系统安全技术要求》（GB/T20273-2006） 

《信息安全技术 服务器技术要求》（GB/T 21028-2007） 

《信息安全技术 终端计算机系统安全等级技术要求》（GA/T 671-2006）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GB/T20269-2006）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工程管理要求》（GB/T20282-2006） 

4.服务内容 

本次项目风险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信息系统识别、资产识别、脆弱性识

别、漏洞扫描、威胁识别、风险分析管理体系评估等，并撰写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①系统识别描述 

系统识别是风险评估实施的基础性工作，是进行相应加固的依据系统识别的

工作，主要包括： 

识别信息系统的物理环境、网络拓扑结构和硬件设备的部署情况，在此基础

上明确信息系统的边界，即确定对象及其范围； 



识别信息系统处理的信息资产的类型，划分信息资产在保密性、完整性、可

用性和保存周期等方面的等级； 

对收集的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形成对信息系统的总体描述文件。内容包括：

系统概述、系统边界描述、网络拓扑、设备部署、支撑的业务应用种类和特性、

处理的信息资产、用户范围和用户类型、信息系统的技术框架等。 

②信息系统划分 

依据系统识别描述的结果，按照信息系统的业务应用及组织管理、业务类型、

物理区域等要素，将信息系统进行合理分解，划分出相对独立的应用系统，并在

信息系统总体描述文件中增加信息系统划分的相关内容。 

③脆弱性识别描述 

从安全技术和安全策略两个方面进行脆弱性评估，找到资产或资产组中可能

被威胁和利用的弱点，包括物理环境、组织机构、人员、硬件、软件及通讯设施

等各个方面，降低或者规避可能被各种安全威胁利用来侵害一个组织机构内的有

关资产及这些资产所支持的信息系统。 

④漏洞扫描描述 

使用成熟的安全检测产品、软件、硬件设备完成指定内容的扫描并出具相应

报告，内容如下： 

查找网络结构、服务器主机、数据和用户账号/口令等安全对象存在的安全风险、

漏洞和威胁； 

查找操作系统本身的不安全因素，主要包括身份认证、访问控制、系统漏洞、

端口、操作系统的安全配置等存在的问题； 

检测网络信息的安全性，包括网络层身份认证，网络资源的访问控制，数据

传输的保密与完整性、远程接入、路由系统的安全等； 

评估应用系统（含软、硬件）、接口和数据信息的安全性，包括：数据库软件、

Web 服务等。 

⑤威胁识别描述 

对系统主机采用可控制的、非破坏性质的攻击性测试，发现最严重的安全漏

洞； 

调查了解信息泄漏问题，包括主机网络、端口、操作系统类型、应用服务、



账号、配置信息等； 

查找系统远程漏洞，分析目标系统中的漏洞分布及形成原因。 

⑥风险分析描述 

结合现有部署的网络以及安全产品分析和评估信息系统的安全策略、资产管

理、物理和环境安全、访问控制、通讯与运维管理、系统开发和维护、业务连续

性计划、安全控制、安全执行等内容； 

分析和评估整个网络在安全控制、安全使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⑦管理体系评估描述 

通过管理体系审核、管理问卷调查、安全顾问访谈、安全策略分析、安全审

计等方式开展安全管理体系评估分析，包括信息安全组织、安全策略、人力资源

管理、系统开发和维护、资产管理、物理和环境安全、访问控制、通讯与运维管

理、业务连续性计划、安全事件管理、应急预案等多个方面。 

管理体系审核是通过对现有的安全管理体系进行审核，了解现有管理体系文

档与安全管理体系等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的符合情况。安全管理体系的文档包括

现有的安全管理策略文档、制度文档、流程文档、方案文档、规范文档、应急计

划、业务连续性计划等。 

5.工作交付 

（1）《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测评报告》 

（2）《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测评过程文档》 

 

2.2.3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 

1.服务目标 

依据《GB/T 22239-2008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根据国家实施起始日

期确定）等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开展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检测信息系统安

全等级保护状况是否达到相应等级基本要求，通过等级测评进行现状分析，确定

系统的安全保护现状和存在的安全问题。包括安全技术测评和安全管理测评，其

中安全技术测评包括物理安全、网络安全、主机系统安全、应用安全和数据安全

等五个方面的安全测评；安全管理测评包括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管理制度、人员



安全管理、系统建设管理和系统运维管理等五个方面的安全测评。 

2.服务依据 

公安部、国家保密局、国际密码管理局、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联合转发

的《关于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公通字[2004]66 号） 

公安部、国家保密局、国家密码管理局、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制定的《信息

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公通字 [2007]43 号）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南》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求》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过程指南》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GB 17859-1999）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GB/T20271-2006）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GB/T 20270-2006） 

《信息安全技术操作系统安全技术要求》（GB/T 20272-2006） 

《信息安全技术数据库管理系统安全技术要求》（GB/T20273-2006） 

《信息安全技术服务器技术要求》（GB/T 21028-2007） 

《信息安全技术终端计算机系统安全等级技术要求》（GA/T 671-2006）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GB/T20269-2006）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工程管理要求》（GB/T20282-2006）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技术 安全性评估准则》（GB/T 18336-2001 ） 

3.服务内容 

按照《GB/T 22239-2008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根据项目实施完成日

期与国家规定的标准实施起始日期确定采纳的标准条款执行。满足等保测评备案

管理要求。 

4.交付成果 

（1）《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方案》 

（2）《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 



（3）《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差距分析报告及整改建议》 

（4）《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