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案例

大连银行利用 Informatica 数据脱敏方案
保护敏感信息
Informatica Data Masking 是一款成型
产品，为众多打包的业务应用程序提供
预打包数据脱敏规则，能够方便我们的
集成商结合大连银行实际需求进行定制
化开发。产品应用性强，图形化的界面
让 IT 管理人员更容易操作，数据脱敏
流程更清晰。此外，产品能够很好地实
现增量数据的抽取与处理，面对大数据
库时，可以仅针对新增数据而不是全部
数据进行脱敏，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大连银行信息科技部软件工程师杨增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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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项目简介

全量的数据脱敏费时费力，原有工具
无法实现增量数据处理

产品与方案：
Informatica Data Masking

业务需求
对开发和测试环境中使用的真实数据
予以保护，避免数据泄露的风险

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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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讲包括：

如何保证生产数据安全已经成为大连
银行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实现了个人名称、地址、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卡号、企业名称、机构

银监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十二五信
息科技发展规则监管指导意见》文件
中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明确提出加强数
据、文档的安全管理，逐步建立信息
资产分类分级保护机制。完善敏感信
息存储和传输等高风险环节的控制措
施，对数据、文档的访问应建立严格

代码等个人信息数据与组织机构信息
的脱敏处理。例如用相似的字符替代
一些字段，用屏蔽字符替代字符，用
虚拟的姓氏替代真正的姓氏，以及在
数据库数列中对数据进行重组，等等，
使显示出来的数据是“逼真”的；

的审批机制，对用于测试的生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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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银行很早就对开发和测试中使用
的真实数据予以保护，他们在系统测
试环节一直使用长期不更新的客户数
据（已做脱敏处理），但随着业务发展，
更多新应用已经完全不适合利用这些
老旧数据进行测试，同步生产环境中
的核心数据迫在眉睫。大连银行希望
在将最新的生产数据导入开发测试环
境前，能够对敏感信息进行符合安全
原则的变形及脱敏。他们拟引入适合
银行现状及未来发展的数据脱敏产品，
在保存数据原始特征的同时改变它的
数值，使数据依旧可以被用并与业务
相关联，在开发、测试和其它非生产
环境以及外包环境中安全地使用脱敏
后的真实数据集，从而避免数据泄露
的风险。

时进行自动更改；
形成了企业内部完善统一的脱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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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工具进行数据脱敏处理，完成后

解决之道：
采用成熟数据脱敏工具
配以完善安全管理流程

在 采 用 Informatica Data Masking 之
前，大连银行曾利用自己开发的工具
进行数据脱敏，但是这个通过手工编
码来工作的工具在遇到新数据加入时，

将转换好的数据分发给提出项目需求
的部门或人员。这一数据的闭环管理
模式，规范了大连银行数据的应用，
并且为数据的使用安全提供了方便的
监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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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数据脱敏产品，解决了手工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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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原始数据可直接在内存中计算，

大连银行安排了专人负责数据脱敏工
作。当然，仅有有效的工具和权限人

不侵入应用程序或数据库，大大减轻
了数据外泄风险。

员还不能完全确保数据安全性，大连

对于产品的使用效果，杨增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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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ca Data Masking 是一款成型

兼管全行部分信息安全工作，他认为：

产品，为众多打包的业务应用程序提

在数据脱敏过程中还需根据不同的业

供预打包数据脱敏规则，能够方便项

银行在探索新的金融业务时必须谨慎核
查新系统的性能及安全性，而原始真实
的业务数据、客户信息则是确保系统测
试顺利进行的最基本保障，大连银行正
在努力加强对敏感数据的安全管理，推
进数据脱敏工具化、流程化，进而健全
银行的整个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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