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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运营工程师 (CA) 课程 1.0 版 
课程大纲 

上次更新日期：2021 年 05 月 18 日 

简介 

快速检测网络安全漏洞并有效应对安全事件是当今组织面临着的严峻挑战。安全运营中心 (SOC) 团队不仅要时刻关注

安全系统，还要持续检测并及时应对网络安全漏洞和威胁，保护组织安全。网络运营工程师课程讲授在安全运营中心担

任工程师级网络安全分析师所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目标受众 

网络运营工程师课程专为希望学习入门级安全分析师职业技能的思科网络技术学院® 学生而设计，对象包括在高等教

育机构就读技术学位课程的学生，以及希望从事安全运营中心 (SOC) 工作的 IT 专业人员。在本课程中，学生将学习使

用常见开源工具检测、分析和上报基本网络安全威胁所需的基础知识。 

前提条件 

参加网络运营工程师课程的学生应掌握下列技能和知识： 

• PC 和互联网操作技能 

• Windows 和 Linux 系统的基本概念 

• 对计算机网络具有基本的了解（“CCNA 网络简介”级别） 

• 了解二进制和十六进制 

• 熟悉 Cisco Packet Tracer 

对应的认证 

本课程与思科认证网络运营工程师级 (CBROPS) 认证直接挂钩。考生需要通过 200-201 CBROPS 考试才能获得思科

认证网络运营工程师级认证。CBROPS 考试将考察考生在安全概念、安全监控、基于主机的分析、网络入侵分析以及

安全策略和程序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课程说明 

本课程独具特色，可帮助学生理解以下概念： 

• 本课程由二十八 (28) 个模块组成。每个模块包含多个主题。  

• 课程模块注重培养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协作能力和技能的实际运用。 

• 每个模块都会通过某种形式提供练习和测验机会，例如实验或 Packet Tracer 练习。这些模块级练习可提供反

馈，指出学生对课程要求掌握技能的掌握程度。学生可以利用这些测验，确保自己在参加评分测验或评分考试

之前充分掌握了所学知识。  

• 在一些主题下，可能会通过“检查您的理解情况”交互式测验或其他方式（例如实验或 Packet Tracer）评估学

生的学习情况。这些主题级别的测验旨在帮助学生了解他们是否很好地掌握了相关主题的内容，或者是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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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回顾已学内容再继续学习。学生可以利用这些测验，确保自己在参加评分测验或评分考试之前充分掌握了所

学知识。“检查您的理解情况”测验不会影响学生的整体成绩。 

• 互动练习、视频和测验等丰富的多媒体内容支持各种不同的学习方式并帮助激励学习兴趣和巩固知识。 

• 通过虚拟环境模拟真实的网络安全威胁场景，让学生有机会实际监控、分析和解决安全问题。 

• 动手实验可帮助学生培养批判性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 

• 创新的考试提供即时反馈，有助于评估知识和技能掌握程度。 

• 技术概念采用适合所有层次学生的语言进行解释，嵌入的互动练习避免了书面内容堆砌，有助于加强理解。 

• 本课程鼓励学生参加其他 IT 教育课程，同时也强调应用技能和动手经验。 

• Cisco Packet Tracer 练习可在 Packet Tracer 7.3.0 或更高版本中使用。  

课程目标 

网络运营工程师 1.0 版课程涵盖在安全运营中心 (SOC) 工作的工程师级网络安全分析师成功处理任务、工作和职责所

需的知识和技能。 

 

完成网络运营工程师 1.0 版课程后，学生将能够执行以下任务： 

● 安装虚拟机，以创建一个安全的环境，用于实施和分析网络安全威胁事件。 

● 解释网络安全运营分析师在企业中的职责。  

● 阐述支持网络安全分析所需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功能和特性。 

● 阐述 Linux 操作系统的功能和特性。 

● 分析网络协议和服务的运行。 

● 阐述网络基础设施的运行。 

● 对各种类型的网络攻击进行分类。 

● 使用网络监控工具来识别针对网络协议和服务的攻击。 

● 阐述如何预防计算机网络、主机和数据被恶意访问。 

● 阐述加密对网络安全监控的影响。 

● 阐述如何调查终端漏洞和攻击。 

● 评估网络安全警报。 

● 分析网络入侵数据，发现遭受攻击的主机。 

● 运用事件响应模型管理网络安全事件。 

实验设备要求 

除学生的实验 PC 之外，本课程不需要使用任何物理设备。课程使用多个虚拟机 (VM) 提供实验机会。 

基础设备捆绑包： 

• PC - 最低系统要求 

o CPU：Intel Pentium 4，2.53 GHz 或同等配置，支持虚拟化  

o 操作系统（例如 Microsoft Windows、Linux 和 Mac 操作系统）  

o 64 位处理器 

o 内存：8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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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存储：40 GB 可用磁盘空间 

o 显示器分辨率：1024 x 768  

o 支持 Unicode 编码的语言字体（如果界面语言不是英语） 

o 最新显卡驱动程序和操作系统更新版本 

• 实验 PC 和学生 PC 需要连接互联网 

学生 PC 软件： 

• Oracle VM VirtualBox Manager（6.1 或更高版本） 

• 网络运营工作站虚拟机  

o 可在课程中下载 

o 需要 1 GB RAM 和 20 GB 磁盘空间 

• Security Onion 虚拟机  

o 可在课程中下载 

o 需要 4 GB RAM（最低）或 8GB RAM（强烈建议）和 20 GB 磁盘空间 

 

网络运营工程师课程大纲 

下面列出了本课程当前涵盖的一系列模块及相关能力。每个模块都是一个综合学习单元，由内容、练习和作业考试组

成，目标是让学生掌握一组特定的能力。模块的大小取决于掌握相应能力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的深度。某些模块属于基础

模块，模块中的内容有助于学习 CBROPS 认证考试中涵盖的概念，但不在考试范围内。  

表 1。 网络运营工程师课程 1.0 版课程大纲 

模块/主题 目的/目标 

模块 1. 网络面临的危险 阐述网络和数据受到攻击的原因。  

1.0 简介 课程和第一个模块的简介。 

1.1 实战案例 概述网络安全事件的特征。 

1.2 威胁发起者 阐述特定安全事件背后威胁发起者的动机。 

1.3 威胁的影响 阐述网络安全攻击的潜在影响。 

1.4 网络面临的危险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2. 打击网络犯罪的斗士 阐述如何为从事网络安全运营工作做准备。  

2.0 简介 模块简介。 

2.1 现代安全运营中心 阐述安全运营中心的使命。 

2.2 成为守护者 阐述可用于为从事网络安全运营工作做准备的资源。 

2.3 打击网络犯罪的斗士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3. Windows 操作系统 阐述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安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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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主题 目的/目标 

3.0 简介 模块简介。 

3.1 Windows 发展简史 阐述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历史。 

3.2 Windows 架构和操作 阐述 Windows 的架构及其操作。 

3.3 Windows 配置和监控 阐述如何配置和监控 Windows。 

3.4 Windows 安全 阐述如何保持 Windows 的安全。 

3.5 Windows 操作系统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4. Linux 概述 实施 Linux 基本安全功能。 

4.0 简介 模块简介。 

4.1 Linux 基础知识 阐述为什么 Linux 技能对于网络安全监控和调查至关重要。 

4.2 使用 Linux Shell 使用 Linux Shell 处理文本文件。 

4.3 Linux 服务器和客户端 阐述客户端-服务器网络的工作方式。 

4.4 基本服务器管理 阐述 Linux 管理员如何查找和处理安全日志文件。 

4.5 Linux 文件系统 管理 Linux 文件系统和权限。 

4.6 使用 Linux GUI 介绍 Linux GUI 的基本组件。 

4.7 使用 Linux 主机 使用工具检测 Linux 主机上的恶意软件。 

4.8 Linux 基础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5. 网络协议 阐述协议如何实现网络操作。 

5.0 简介 模块简介。 

5.1 网络通信过程 阐述数据网络通信的基本工作原理。 

5.2 通信协议 阐述协议如何实现网络操作。 

5.3 数据封装 说明数据封装如何实现跨网络数据传输。 

5.4 网络协议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6. 以太网和互联网协议 (IP) 阐述以太网和 IP 协议如何支持网络通信。 

6.0 简介 模块简介。 

6.1 以太网 阐述以太网如何支持网络通信。 

6.2 IPv4 阐述 IPv4 协议如何支持网络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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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主题 目的/目标 

6.3 IP 寻址基础知识 阐述 IP 地址如何实现网络通信。 

6.4 IPv4 地址的类型 阐述用于实现网络通信的 IPv4 地址类型。 

6.5 默认网关 阐述默认网关如何实现网络通信。 

6.6 IPv6 前缀长度 阐述 IPv6 协议如何支持网络通信。 

6.7 以太网和 IP 协议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7. 网络安全原理 验证连接。 

7.0 简介 模块简介。 

7.1 ICMP 说明如何使用 ICMP 测试网络连接。 

7.2 Ping 和 Traceroute 实用程序 使用 Windows 工具、ping 和 traceroute 验证网络连接。 

7.3 验证连接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8. 地址解析协议 分析网络中的地址解析协议 PDU。 

8.0 简介 模块简介。 

8.1 MAC 和 IP 比较 MAC 地址和 IP 地址的不同作用。 

8.2 ARP 通过检查以太网帧来分析 ARP。 

8.3 ARP 问题 阐述 ARP 请求如何影响网络和主机性能。 

8.4 地址解析协议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9. 传输层 阐述传输层协议如何支持网络功能。 

9.0 简介 模块简介。 

9.1 传输层特性 阐述传输层协议如何支持网络通信。 

9.2 建立传输层会话  阐述传输层如何建立通信会话。 

9.3 传输层可靠性 阐述传输层如何建立可靠的通信。 

9.4 传输层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10. 网络服务 阐述网络服务如何支持网络功能。 

10.0 简介 模块简介。 

10.1 DHCP 阐述 DHCP 服务如何支持网络功能。 

10.2 DNS 阐述 DNS 服务如何支持网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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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主题 目的/目标 

10.3 NAT 阐述 NAT 服务如何支持网络功能。 

10.4 文件传输和共享服务 阐述文件传输服务如何支持网络功能。 

10.5 邮件 阐述邮件服务如何支持网络功能。 

10.6 HTTP 阐述 HTTP 服务如何支持网络功能。 

10.7 网络服务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11. 网络通信设备 阐述网络设备如何支持有线和无线网络通信。 

11.0 简介 模块简介。 

11.1 网络设备 阐述网络设备如何支持网络通信。 

11.2 无线通信 阐述无线设备如何支持网络通信。 

11.3 网络通信设备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12. 网络安全基础设施 阐述如何使用网络设备和服务增强网络安全。 

12.0 简介 模块简介。 

12.1 网络拓扑 阐述网络设计如何影响通过网络的流量。 

12.2 安全设备 阐述如何使用特殊设备增强网络安全。 

12.3 安全服务 阐述网络服务如何增强网络安全。 

12.4 网络安全基础设施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 

模块 13. 攻击者及攻击工具 阐述网络如何受到攻击。 

13.0 简介 模块简介。 

13.1 谁在攻击我们的网络？ 阐述网络威胁的变化形势。 

13.2 威胁发起者工具 介绍威胁发起者使用的各种攻击工具。 

13.3 攻击者及攻击工具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14. 常见威胁和攻击 阐述各种类型的威胁和攻击。 

14.0 简介 模块简介。 

14.1 恶意软件 描述各类恶意软件。 

14.2 常见网络攻击 - 侦查、访问和社交工程 阐述侦查、访问和社交工程攻击。 

14.3 网络攻击 - 拒绝服务、缓冲区溢出和规避 阐述拒绝服务、缓冲区溢出和规避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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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主题 目的/目标 

14.4 常见威胁和攻击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15. 观察网络操作 阐述网络流量监控。 

15.0 简介 模块简介。 

15.1 网络监控简介 阐述网络监控的重要性。 

15.2 网络监控工具简介 阐述如何执行网络监控。 

15.3 网络监控和网络监控工具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16. 底层攻击 阐述 TCP/IP 漏洞如何导致网络攻击。 

16.0 简介 模块简介。 

16.1 IP PDU 详细信息 阐述 IPv4 和 IPv6 报头结构。 

16.2 IP 漏洞 阐述 IP 漏洞如何导致网络攻击。 

16.3 TCP 和 UDP 漏洞 阐述 TCP 和 UDP 漏洞如何导致网络攻击。 

16.4 底层攻击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17. 上层攻击  阐述常见网络应用和服务易受攻击的原因。 

17.0 简介 模块简介。 

17.1 IP 服务 阐述 IP 服务漏洞。 

17.2 企业服务 阐述网络应用漏洞如何导致网络攻击。 

17.3 上层攻击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18. 了解防御 阐述网络安全防御方法。 

18.0 简介 模块简介。 

18.1 纵深防御 阐述如何使用深度防御策略来保护网络。 

18.2 安全策略、法规和标准 阐述安全策略、法规和标准。 

18.3 了解防御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19. 访问控制 阐述访问控制方法如何保护网络。 

19.0 简介 模块简介。 

19.1 访问控制概念 阐述访问控制机制如何保护网络数据。 

19.2 AAA 的使用与操作 阐述如何使用 AAA 控制网络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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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主题 目的/目标 

19.3 访问控制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20. 威胁情报 使用各种来源的情报识别最新安全威胁。 

20.0 简介 模块简介。 

20.1 信息来源 介绍用于传达新型网络安全威胁的各种信息来源。 

20.2 威胁情报服务 介绍各种威胁情报服务。 

20.3 威胁情报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21. 加密 阐述公钥基础设施如何支持实现网络安全。 

21.0 简介 模块简介。 

21.1 完整性和真实性 阐述加密在确保数据完整性和真实性方面的作用。 

21.2 保密性 介绍加密方法如何提高数据保密性。 

21.3 公钥加密 介绍公钥加密。 

21.4 机构和 PKI 信任系统 介绍公钥基础设施的工作原理。 

21.5 加密的应用和影响 介绍对加密的使用如何影响网络安全运营。 

21.6 加密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 

模块 22. 终端保护 介绍恶意软件分析网站如何生成恶意软件分析报告。 

22.0 简介 模块简介。 

22.1 恶意软件防护 介绍用于缓解恶意软件的方法。 

22.2 基于主机的入侵防御 介绍基于主机的 IPS/IDS 日志条目。 

22.3 应用程序安全 介绍如何使用沙盒分析恶意软件。 

22.4 终端保护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23. 终端漏洞评估 介绍如何评估和管理终端漏洞。 

23.0 简介 模块简介。 

23.1 网络和服务器分析 介绍网络和服务器分析功能的价值。 

23.2 通用安全漏洞评分系统 (CVSS) 介绍如何使用 CVSS 报告来描述安全漏洞。 

23.3 安全设备管理 介绍如何使用安全设备管理技术来保护数据和资产。 

23.4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介绍如何使用信息安全管理系统来保护资产。 



网络运营工程师 (CA) 课程 1.0 版课程大纲 

© 2021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思科机密 第 9 页，共 页10 www.netacad.com 

模块/主题 目的/目标 

23.5 终端漏洞评估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24. 技术和协议 介绍安全技术如何影响安全监控。 

24.0 简介 模块简介。 

24.1 监控常用协议 介绍常见网络协议在安全监控环境中的行为。 

24.2 安全技术 介绍安全技术如何影响监控常见网络协议的能力。 

24.3 技术和协议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25. 网络安全数据 介绍安全监控中使用的网络安全数据类型。 

25.0 简介 模块简介。 

25.1 安全数据的类型 介绍在安全监控中使用的数据类型。 

25.2 终端设备日志 介绍终端设备日志文件的元素。 

25.3 网络日志 介绍网络设备日志文件的元素。 

25.4 网络安全数据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26. 评估警报 介绍评估警报的过程。 

26.0 简介 模块简介。 

26.1 警报来源 认识警报的结构。 

26.2 警报评估概述 介绍如何进行警报分类。 

26.3 评估警报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27. 使用网络安全数据 分析数据以确定警报的来源。 

27.0 简介 模块简介。 

27.1 通用数据平台 介绍如何准备数据以用于网络安全监控 (NSM) 系统。 

27.2 调查网络数据 使用 Security Onion 工具来调查网络安全事件。 

27.3 加强网络安全分析师的工作 介绍用于改善工作流程管理的网络监控工具。 

27.4 使用网络安全数据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和章节测验。 

模块 28. 数字调查分析与事件分析和响应 介绍网络运营工程师如何应对网络安全事件。 

28.0 简介 模块简介。 

28.1 证据处理和攻击归因 介绍数字调查分析流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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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网络杀伤链 认识网络杀伤链中的各个环节。 

28.3 入侵分析钻石模型 使用钻石模型对入侵事件进行分类。 

28.4 事件响应 将 NIST 800-61r2 事件处理程序应用于特定事件场景。 

28.5 数字调查分析与事件分析和响应总结 模块的简要总结。 

28.6 备战认证考试，开启职业生涯！ 认证考试备考资料、折扣券和其他职业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