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安全管理研究回顾、脉络梳理及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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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安全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本文按照管理学的四个基本范式：功
能范式、诠释范式、激进人本范式和激进结构范式对现有的信息安全管理研究进行了回顾，然后按照
范式-时间以及范式-内容两种方法对主要研究进行了脉络梳理，最后总结了目前研究所存在的不足并
给出了深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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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棱镜门”等事件的发生，信息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是，无论在研究领域还
是实践中，一直存在着“重技术，轻管理”的错误认识，据《2010/2011 计算机犯罪与安全
调查》（Computer Crime and Security Survey）报告：被试组织中杀毒软件和防火墙的使用
率分别达到了97%和94.9%，但是49%的被试组织没有安全意识教育或没有相应的有效性测
量机制，结果有41.1%的受访组织经历了信息安全事件。事实上，单纯通过技术手段获得的
安全是有限的，缺乏相应的策略或流程的技术部署甚至是无效的[1-3]，所以，获得信息安全
不但需要技术手段（通过IT解决IT安全），还需关注策略和规程等管理手段（通过管理解决
IT安全），甚至改变组织架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安全形式。
基于管理学视角的信息安全研究一直比较匮乏。虽然Dhillon和Backhouse[4]在2001年就
对之前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得出结论：信息安全的研究方向必然转向社会科学视角，
Siponen[5]则沿着信息安全的发展脉络将其分为五个阶段，并且也认为第五阶段的信息安全
方法将着眼于基于社会科学和可适应性的方法。这两篇综述文献为后续的研究指明了清晰的
方向，但都存在如下不足：（1）将“信息安全（Information Security, IS）”理解成更狭义
的“信息系统安全（Information System Security, ISS）”，导致对文献的述评都是从信息系
统的研究领域开始，遗漏了一些重要的相关研究，尤其是起源于管理创新（Management
Innovation）类的文献；（2）没有严格区分“信息安全技术（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IST）”和“信息安全管理（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ISM）”，导致所讨论的信息
系统安全包括了一部分技术，但是又不全面，例如没有涉及密码学（Cryptography）等更主
流的技术研究方向。
基于此，本文中：（1）只对信息安全管理领域的研究进行述评，不包括密码学、防火
墙、防病毒和入侵检测系统（IDS）等信息安全技术；（2）对脉络的梳理，不局限于从信
息系统研究到信息安全研究的常见路线，也包含了制度、社会、文化等如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等管理创新到信息安全管理的研究脉络分析。文中首先提出一
个基于研究范式的概念框架用来将已有研究进行分类追踪，然后，第三部分到第六部分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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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概念框架对已有文献分别进行了述评，最后一部分按研究范式和时间前后两个维度进行了
梳理，并给出了目前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2 概念及框架
2.1 相关概念
针对已有综述文献的不足之处，本文中首先区分“信息系统安全”和“信息安全”的概
念，并限定“信息安全技术”与“信息安全管理”的范畴。
1）ISO/IEC27002:2005将信息安全定义为：保证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另外
也可包括例如真实性、可核查性、不可否认性和可靠性等。在ISO/IEC27000：2009中特别强
调“信息”是广义的概念，可能存在于各种介质，例如纸，计算机和人的大脑等。显然，
“信
息系统安全”只是“信息安全”的一部分。
2）在实际应用中，
“信息安全管理”和“信息安全技术”很难分开部署，例如：加解
密算法是技术，而密钥管理则是安全策略。从研究起源而言却是可以区分的，例如：非对称
密码算法主要以数学中的单向函数为基础，而防火墙和防病毒等与其他信息技术的研发也并
无本质不同，追根溯源是技术与工程问题。但是信息安全制度的设计、员工安全策略遵守和
用户参与对信息安全的影响等相关研究则起源于心理学、社会学和犯罪学等社会科学领域。
在本文中所讨论的“信息安全管理”专指这些起源于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换句话说就是更
关注与“广义的信息”安全相关的人类行为。

2.2 框架安排
由于本文的目的不仅仅是回顾文献，更在于梳理其研究脉络，从而得到未来的研究方向，
因此设计一个概念的框架是有必要的，Brrrell&和 Morgan[6]认为理清楚理论概念非常重要，
这可以使研究者抛开研究的表面细节，而抓住隐藏于背后理论基础。他坚信所有的组织理论
都建立在科学哲学与社会理论基础之上，这也是其主要的两条轴线，关于科学本质的假设是
从主观还是客观，关于社会（及组织等）本质假设则是有秩序的还是激变的。社会科学的客
观维度往往被描述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是将自然科学中的模型和方法应用到关于
人的研究中。秩序强调社会（及组织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激变则强调社会冲突与统治。
根据这两条轴线，抽象为四种范式，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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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由两个维度划分出的四种范式

功能范式认为社会是秩序的，科学的本质是客观的，作为研究者应该站在客观的角度去
发现并试图支配规律，致力于解决实践中出现的信息安全问题，功能范式一度是早期信息安
全领域研究的主流。虽然诠释范式也承认社会是秩序的，但从主观分析的角度去理解可以归
结到社会环境而导致的个人或组织安全行为。激进人本范式认为社会是激变的，认为人的意
识是由他所接触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所控制，由此导致的“疏离感”或“错误意识”抑制了
个人自我实现，并最终实现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激进人本范式对研究个体安全
2 / 13

行为有很大的贡献[7]，激进结构范式和功能范式一样，也试图建立一种规范的理论体系和概
念架构，但是认为组织及其管理充满着利益矛盾与斗争，因此常关注因制度原因而产生的管
理问题。
这四种范式相互排斥，无论是其理论范式还是其方法论范式，都可以纳入Brrrell&和
Morgan[6]的范式分类，且只能属于其中某一种[7]。目前在诸多研究领域，如运营管理、知识
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和系统动态学等，当然也包括文献[4]，都据此进行了分类和梳理，信
息安全管理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不是计算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简单结合，或各种社会科
学理论的简单情境应用，而是产生于迥然不同的各种思想和研究方法相互之间复杂的缠绕。
在信息安全管理研究领域，运用这四个范式理解信息安全方法的发展过程是重要也是相对合
理的，可以使后续研究者从方法论或范式的角度理解现有的文献，从而使研究者忽略细枝末
节，理清其理论起源并认清其哲学假设或前提[4]。

2.3文献筛选与统计
在EBSCO和ScienceDirect数据库中限定“MIS Quarterly”
、
“Information Syetem
Research”、和“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信息系统类影响因子排名前三
位的最重要期刊，查阅标题中含“Information Security”
“Information System Security”或标
题中含“Risk Management/Assessment/Analysis”或“Weakness/Vulnerability/Threat”或
“Computer Abuse”且摘要中含有“Information Security”，上述期刊中，共查阅到论文49篇。
然后，将期刊限定为：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以及“ “Management Science”几个管理类重要期刊，没
有与信息安全相关的文献。将上述文献逐篇筛选，选择标准为有理论基础的实证研究，确定
论文19篇。最后将期刊范围扩大至“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unication of the ACM”
、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Decision Sciences”和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信息系统类比较重要的期刊，将相关论文按照上述标准加论文
引用次数筛选，确定论文6篇。
在CKNI中查询研究主题为“信息安全管理”或“信息系统安全管理”
，且期刊级别限定
为CSSCI，共77篇，但满足“有理论基础的实证研究”条件的只有1篇。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筛选论文的统计结果
期刊名称（筛选出的论文数）

备注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0）

这些期刊中关于信息安全甚至关于信息系统的论文都非常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0）

少，但关于管理创新的研究比较丰富。有些信息安全管理研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0）

究关注ISMS†和SOX‡等管理创新接受，例如：文献[13]。

Management Science（0）

Management Science有2篇关于信息安全产业的和1篇补丁管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0）

理的，但不符合筛选条件。

MIS Quarterly（13）

MIS Quarterly 2010. 34（3）为信息安全专刊，因此论文较多。

Information System Research（5）

该期刊自1990年至今一直关注计算机滥用（Computer abuse）

Journal of

等信息安全问题，例如：文献[8]以及文献[30]都是关于该选题，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1）

Detmar W. Straub目前为MIS Quarterly的主编,也是文献[30]的

†

ISMS，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SMS 一般专门指 ISO/IEC27000 标
准族，该标准族囊括了 ISO/IEC27000- ISO/IEC27059 的 60 个标准，其中也包括比较常用的 GB/T22080-2008
/ ISO/IEC27001:2005。由于其广泛的应用，目前以 ISMS 作为背景研究信息安全的论文比较多，例如：文献
[1]和文献[11-12]。
‡
SOX，Sarbanes-Oxley Act，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全称为《2002 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
（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Reform andInvestor protection Act of 2002）
，是美国政府根据安然（Enron）和
世通（Worldcom）等财务欺诈事件破产暴露出来的公司和证券监管问题所立的监管法规，其中与信息安全
相关的是涉及企业内部控制的条款 404。目前以 SOX 为背景研究信息安全的论文也很多，例如：文献[16]
以及文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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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高级编辑（accepting senior editor）。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除了这几个期刊，关注信息安全比较多的还有 European

Information Systems（2）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 和 Information System Journal 等，

Communication of the ACM（1）

而专注于信息安全的期刊，如 Computer&Security 等多集中在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1）

功能范式，缺乏实证研究。

Decision Sciences（1）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1）
管理科学（1）

国内研究信息安全管理的实证论文非常匮乏。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3 基于功能范式的研究
早期的信息安全管理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功能范式，例如：应用最广泛的风险管理和最
佳实践。信息安全风险管理最早开始于检查表，这在机器集中时代是可行的方法，由专家设
计通用的检查表，系统管理员逐项核查，这种方法主要效仿自航空安全等传统领域的实践。
但是计算机进入分布式计算时代，用户逐步从专业人员转向普通用户，检查表就不能应对这
种情况了，第二代风险管理主要起源于经典六因素法，即：R=f(A,T,V,C,L,I)风险是资产、威
胁、脆弱性、控制措施、可能性和影响的函数，这个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可靠性，相关风
险和流程设计等内容。而信息安全最佳实践是以一系列的规范作为代表的，例如，ISMS 和
COBIT§等。
除文献[8]外的基于功能范式的早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专注于解决现实中面临的问题，
而不关注理论建构和实证，以信息安全意识培训为例，就有过程方法，社会工程方法和心理
学方法等各种借鉴而来的功能范式的研究[9]，因此，Puhakainen 和 Siponen[10]认为：几乎没
有研究能够解释员工为什么会遵守安全策略，并提供相应的实证数据，因此信息安全意识培
训亟需有理论基础的实证研究出现。该文献应用了详尽可能性模型（ELM,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与通用建构指导模型（UCIT，Universal Constructive Instructional Theory）
，
并通过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进行了实证研究，这种介入性的研究方法表明了文献中
所设计的培训规程对员工安全策略遵守（Policy Compliance）的正向影响作用。与之不同的
是，Karjalainen 和 Siponen[9]不但进行了实证研究，而且用元理论（Meta-Theory）试图找出
信息安全培训的本质、这些理论如何影响培训效果以及安全培训与其他培训的本质不同之
处。
正如Dhillon和Backhouse[4]所断言，随着数据的积累以及研究的深入，近几年基于功能
范式的研究在顶级期刊上已经越来越少，而且有理论基础的实证研究多集中在以人员为研究
核心的信息安全培训领域。基于功能范式的主要研究一览如表2所示。
表2：基于功能范式的主要研究
文献（发表时间）
Karjalainen和Siponen

[9]

应用理论

主要研究结论/贡献

元理论

建构了信息安全培训元理论，并给出了四个示范性的设计和

（2011）

评价培训规程的要求。

Puhakainen和Siponen

[10]

ELM与UCIT

（2010）

遵守安全策略的程度。
[8]

Straub和 Nance
（1990）

利用ELM与UCIT所设计的信息安全培训课程可以提高员工

威慑理论

在实证数据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应如何发现计算机滥用事
件（discovery of abuse incidents）以及处罚相应的作恶者
（discipline of perpetrators）的模型。

§

COBIT，Control Objectives for Information and related Technology，即信息及相关技术的控制目标，COBIT
是 ISACA（信息系统审计和控制联合会）制订的面向过程的信息系统审计和评价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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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4 基于诠释范式的研究
诠释范式并不是要解决是什么（What it is）的问题，而是从主观个体的角度去解释什么
样（As it is）的问题。例如，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研究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系统应用的
社会意义。
诠释范式是近几年仅次于激进人本范式的研究活跃领域。文献[11]和文献[12]都是以
ISMS 作为背景进行的研究，
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权利和政治在“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
[11]
过程中的作用。Backhouse 等 应用权力回路（Circuits of Power）理论，以 ISO/IEC17799
为案例，从公司、行业、国家以及国际四个层次解释了权力和政治在信息安全管理国际标准
产生、发展和扩散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Smith 等[12]在文献[11]的基础上运用典型行动研究
（A Canonical Action Research）分析了权力、政治、以及文化等因素影响 ISO/IEC17799 在
一个组织内部的部署过程。
被用于诠释范式的研究还有制度理论，制度压力（Institutional Pressures）最早用来解释
企业同形（Isomorphism）
，之后被广泛的应用到各个研究领域，例如：在个人隐私研究领域
用于 HIPAA（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美国医疗电子交换法案）的
接受（Adoption）
，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用来解释信息系统的接受、内化（Assimilation）和
扩散（Diffusion）等。Hsu 等[13]利用韩国 140 家企业作为样本研究了制度压力对信息安全创
新的接受和内化的影响路径上环境稳定性、竞争优势、资源获取能力、高管支持、IT 能力
和文化适应性的调节作用。
此外，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在公司治理领域一直是研究热点，但是由于信息安全一般不
在强制披露的内容之列，因此研究比较少见，目前只有文献[14]和文献[15]。Gordon 等[14]
利用美国 2000-2004 年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对年报做文本搜索，对信息安全披露与股价
做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信息安全披露与股价之间存在正相关，这为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提供
了很好的指导，该文献同时探讨了影响信息安全披露的内生变量的作用，解释了上市公司为
什么会主动披露一些信息安全事件等负面信息。Wang 等[15]也研究了公司年报中安全风险披
露所导致的市场反应，还试图通过已有的信息安全披露建立决策树模型（Decision Ttree
Model）来预测未来的安全风险。文献[16]的数据来源虽然不是上市公司的年报，但和文献
[14-15]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该研究以 SOX 404 为背景，探讨了企业内部控制报告中的主
要 IT 控制漏洞和管理收益预测准确性之间的关系，将主要关注点放在更好的信息安全控制
措施是否会产生更高质量的信息这个问题上。上述三个研究都试图解释信息安全对组织的作
用及其作用机理。
脆弱性（Vulnerability，有时也译为漏洞）管理是信息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
将脆弱性的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
（1）黑客或安全从业人员发现脆弱性；
（2）供应商开发
对应的控制措施；
（3）用户应用控制措施；
（4）黑客利用该脆弱性。那么 Ransbotham 等[17]
的研究定位在（4）
，即：脆弱性及其控制措施公布之后的黑客攻击。文献[17]探讨了基于市
场的脆弱性披露机制的有效性，并与 CERT**行业或公众脆弱性披露的优缺点进行了对比。
基于诠释范式的主要研究一览如表 3 所示。
表3：基于诠释范式的主要研究
文献
Wang等

**

[15]

（2013）

应用理论

主要研究结论/贡献

信息传递理论

信息安全披露中的风险减缓框架（risk-mitigation

CERT，Computer Emergency Readiness Team，美国计算机应急响应中心，该机构会持续的发布脆弱性信

息，中国的对应组织为 CNCERT（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http://www.cert.org.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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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树模型

themes）与未来安全漏洞公告（future breach
announcements）联系比较低。

[13]

（2012）

Hsu等

制度理论

环境稳定性、竞争优势、资源获取能力、高管支持、IT
能力和文化适应性对制度压力影响信息安全创新的接受
和内化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16]

Li等

（2012）

信息传递理论

SOX404内部控制更有效，无重大IT控制漏洞和实施了数
据处理完整性（Data Processing Integrity）的企业，管理
收益预测更准确。

[17]

Ransbotham等

创新扩散理论

（2012）

如果脆弱性通过市场机制被披露，攻击将会大大减少，
安全环境随之提升。

[14]

（2010）

Gordon等

信息传递理论；

上市公司主动披露信息条目中包括信息安全内容与企业

市场价值相关模型

的市场价值正相关。

（Market-Value
Relevance Model）
[12]

Smith等

（2010）

权力回路理论

分析了权力、政治、规范、以及文化等因素影响
AS/NES17799:2001††在New South Wales(NSE) State
Government, Austrilia的部署过程。

[11]

Backhouse等

权力回路理论

（2006）；

以AS/NES17799:2001为例，解释了国际标准的产生、发
展和扩散过程。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5 基于激进人本范式的研究
激进人本范式的研究开始的比较早，Straub[18]从 1990 年就已经开始关注用户行为中的
“计算机滥用”
，但之后在这一领域并没有太多的实证研究，直到近几年信息安全管理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
无论是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还是信息安全研究领域，激进人本范式都更注重对人的行为
的研究，而不仅仅是设计技术架构或管理体系。例如，文献[19]和文献[1]都直接借用了信息
系统研究中的“用户参与（User Participation）
”的概念。用户参与与信息系统成功之间的关
系是信息系统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Spears 和 Barki[19]选择以 SOX 为背景，用定性和定
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用户参与对信息安全意识、业务流程结合和安全控制开发等正向
影响作用，谢宗晓等[1]则选择以 ISMS 作为背景，建立了用户参与通过信息安全意识和业务
流程结合，最后影响信息安全管理有效性的多重中介模型。这两篇文献都驳斥了目前信息安
全业界普遍持有的“人是信息安全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的观点。
源于犯罪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个体行为理论是近几年在研究安全策略遵守时应用的热
点。文献[20-23]和文献[2-3]都应用了威慑理论（Deterrence Theory）
。Herath 和 Rao [3]的研究
结论与犯罪学保持了一致，即惩戒的确定性（Certainty of Sanction）降低犯罪率，但惩戒的
严厉性（Severity of Sanction）对降低犯罪率没有显著影响。D’Aray 等[23]采用实验方法探讨
了三种安全控制措施：安全策略的用户意识（User Awareness of Security Policies）、安全意识
培训与教育程序（Security Education Training and Awareness Programs）和计算机监控
（Computer Monitoring）对惩戒的确定性以及惩戒的严厉性的影响，同时也验证了惩戒的确
††

AS/NES17799:2001 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国家标准，等同采用 ISO/IEC17799:2001，该标准的最新版本为
ISO/IEC27002:2005，在中国，被等同采用为 GB/T22081-2008。ISO/IEC27002:2005 和 ISO/IEC27001:2005
是 ISO/IEC27000 标准族最重要的两个标准，前者为实用规则，多用于部署过程，后者为要求，多用于认证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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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和惩戒的严厉性对信息系统误用意向（IS Misuse Intention）的影响，结果表明感知的惩
戒严厉性与信息系统误用意向呈显著负相关。Siponen 和 Vance [22]用情景模拟法（Scenario
Method）发现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惩戒措施都不会降低员工违反安全策略的可能性。
Hu 等[2]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惩戒的确定性、惩戒的严厉性和惩戒的敏捷性（Celerity of
Sanction）对员工的安全策略遵守意向都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Chen 等[20]则是采用了一个新
的视角应用威慑理论，即比较了奖励（Reward）、惩罚（Penalty）和控制措施确定性（Certainty
of Control）对安全策略遵守的影响以及其交互作用。Guo 和 Yuan[21]验证了组织惩戒、工作
组（Workgroup）惩戒和个体惩戒探对安全策略遵守意向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可见，虽然
威慑理论在信息安全情境中有丰富的研究，但是惩戒的确定性和惩戒的严厉性对安全策略遵
守意向的影响并没有确切的结论。
文献[24]应用了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
。Bulgurcu 等[24]认为信息安全意
识会影响结果的信念（Beliefs about outcomes），进而影响整体的后果评估信念（Beliefs about
overall assessment of consequences）
，最终影响个体态度直至遵守意向，该研究中将整体的后
果评估信念用遵守的利益（Benefit of compliance）、不遵守的代价（Cost of noncompliance）
和遵守的代价（Cost of compliance）三个维度表征，并得出结论：遵守的利益和不遵守的代
价对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遵守的代价对态度有显著负向影响。
文献[22]还应用了中和理论（Neutralization Theory）
。Siponen 和 Vance [22]选用了 6 个中
和技巧：否认责任（Denial of Responsibility）、否认伤害（Denial of Injury）、否认必要性（Defense
of Necessity）
、谴责那些谴责他们的人（Condemnation of the Condemners）、高度效忠（Appeal
to Higher Loyalties）和分类账隐喻‡‡（The Metaphor of the Ledger），并得出所有这些中和技
巧对安全策略违反意向（Intention to violate IS security policy）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文献[25]以及文献[26]应用了保护动机理论（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其中，
Johnston 和 Warkentin [25]验证了感知的威胁严重性（Perceived threat severity）对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和响应效能（Response efficacy）都有显著负向影响，自我效能和响应效能
对用户行为意向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感知的威胁易感性（Perceived threat susceptibility）
对自我效能和响应效能影响均不显著。这个结论在 Anderson 和 Agarwal[26]中的研究中也得
到了相似的结论。
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个体特征探讨安全策略遵守意向。Hu 等[2]验证了个体倾向
（Individual Propensity）
，个体道德信念（Individual Moral Beliefs）与理性选择计算（Rational
Choice Calculus）
，以及安全策略遵守意向之间的关系。Bulgurcu 等[24]验证了规范信念
（Normative Belief）对遵守意向的正向影响。
此外，信息安全策略违反或信息安全事件发生率的数据很难获取，导致对员工遵守信息
安全策略的行为测量就比较困难，所以目前的相关研究一般会采用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用测量员工遵守信息安全策略的意向来代替策略遵守行为。例如：文献
[3]、文献[24]以及文献[27-28]。
基于激进人本范式的主要研究一览如表 4 所示。
表4：基于激进人本范式的主要研究
文献
[1]

谢宗晓等 （2013）

应用理论

主要研究结论/贡献

用户参与理论

信息安全意识和业务流程结合在用户参与对信息安全管理有
效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20]

Chen 等

（2012）

威慑理论

不但验证了奖励、惩戒以及安全控制确定性对策略遵守意向

服从理论

的作用，还验证了三个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

‡‡

分类账隐喻（The Metaphor of the Ledger）的基本含义是指个体相信自己所做的坏事能够被自己曾经所做
的好事来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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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u 等 （2011）

理性选择理论

验证了个体倾向、个体道德信念、感知的威慑对理性选择计

个人控制理论

算及行为意向的影响。

威慑理论
[21]

Guo 和 Yuan （2012） 威慑理论

组织惩戒会影响工作组惩戒和个体惩戒，但是不会直接影响
遵守意向，工作组惩戒会影响个体惩戒，并显著负向影响遵
守意向。

[27]

Hu 等

（2012）
；

计划行为理论

将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加入高层管理（Top Management）与组
织文化（Organization Culture），建立个体行为模型，研究高
层管理如何影响员工的安全遵守行为。

Johnston 和
Warkentin

保护动机理论

[25]

Agarwal

的行为意向，其中恐惧诉求模型由保护动机理论而来。

（2010）

Anderson 和

保护动机理论

[26]

Spears 和 Barki

家庭计算机用户完成安全相关行为受认知、社会和心理等因
素影响。

（2010）
[19]

恐惧诉求（Fear Appeals）会影响信息系统用户遵守安全策略

用户参与理论

（2010）

用户参与通过提高用户的安全意识、信息安全风险管理与业
务环境的结合、控制措施开发促进安全控制绩效。

[24]

（2010） 计划行为理论

Bulgurcu 等

员工遵守安全策略的意向显著的受态度、规范信念和自我效

理性选择理论

能的影响。

Siponen 和 Vance

中和理论

中和技巧对安全策略违反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是开发信息

（2010）

威慑理论

安全策略和应用实践中的重要考虑因素。

威慑理论

三类安全实践可以有效威慑IT滥用行为：安全策略的用户意

[22]

D’Aray等

[23]

（2009）

识、安全意识培训与教育程序和计算机监控对感知的惩戒确
定性和感知的惩戒严厉性都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惩戒严厉性
对
[3]

Herath和Rao （2009） 威慑理论

个人安全行为会受到内部或外部因素的影响，个人规范与同

计划行为理论

伴（Peer）行为以及个人感知的有效性等对遵守安全策略的意

代理理论

向都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惩罚的确定性对遵守安全策略
的意向有正向影响，但惩罚的严厉性影响不明显。

Denev和Hu

[28]

（2007） 计划行为理论

感知的控制措施易用性（Percieved Ease of Use）对行为意向
和态度影响作用都不显著，感知的控制措施有用性（Percieved
Usefulness）对行为意向作用不显著，但是对态度有显著正向
影响。

Straub

[18]

（1990）

威慑理论

威慑管理规程（deterrent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和安全预
防软件（preventive security software）都能够显著的降低计算
机滥用。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6 基于激进结构范式的研究
和功能范式一样，激进结构范式也是基于客观视角的，但是认为结构是突变的，因此伴
随着冲突和中断，基于激进结构范式的研究多致力与开发自圆其说的一整套体系，TQM、
ISMS和COBIT等框架都可以认为是激进结构范式的代表，为用户提供了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正如ISO/IEC27001:2005引文中所指出：本标准为实施OECD§§指南中规定的风险评估、安全
§§

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

在1990 年，OECD 公布了《信息系统安全指南》
（Guidelines for the security of information systems）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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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实施、安全管理和再评估的原则提供了一个强健的模型。
基于激进结构范式的研究一直比较匮乏。Ransbotham 和 Mitra[29]在综合了犯罪学的理性
选择理论，差别接触理论（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ning
Theory）
，亚文化理论（Subculture Theory），社会控制理论（Socail Control Theory），受害者
理论（Victim Theory）和组织犯罪理论（Organization Crime Theory）等基础上提出了信息安
全策略妥协过程（Information Security Compromising Process，ISCP）的概念模型，Willison
和 Warkentin[30]则在遏制-预防-检测-改进（Deterrence-Prevention-Detection-Remedies）基础上
扩展设计了一个针对计算机滥用的安全行动模型。基于激进结构范式的主要研究一览如表 5
所示。
表5：基于激进结构范式的主要研究
文献
Willison和
[30]

Warkentin

应用理论

主要研究结论/贡献

现有的在信息安全情境中

以计算机滥用为关键点，按照时间序列给出了安全行

应用过的诸多理论综合

动模型，其中包括7个步骤：组织与员工交互、组织不

（2013）

公及中和技巧、威慑、产生行动意向、预防
（Prevention）、检测（Detection）和纠正（Remedy）
未被检测到的滥用，并探讨了可能的5个研究领域。，

Ransbotham 和

诸多犯罪学理论综合

设计了一个ISCP的概念模型。

[29]

Mitra

（2009）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7 脉络梳理与研究展望
7.1所有研究的脉络梳理
将文献分别按照时间-范式以及研究问题-范式来划分，统计数据如表 6-7 所示。
表6：所有研究的脉络梳理一
功能范式（3）

诠释范式（7）

激进人本范式（15）

[15]

Wang 等

2013（3）

激进结构范式（2）

[1]

（2013）
； 谢宗晓等 （2013）
；

Willison 和
Warkentin

[30]

（2013）
；
2011-2012（8） Karjalainen 和
Siponen

[9]

（2011）
；

2010（8）

Puhakainen 和
Siponen

[10]

[13]

Hsu 等

（2012）
；
[17]

Ransbotham 等

[16]

[20]

Chen 等

（2012）
；Hu

[2]

等 （2011）
；Guo 和
[21]

[27]

（2012）
；Li 等

Yuan （2012）
；
Hu 等

（2012）

（2012）
；
[14]

Gordon 等 （2010）
； Johnston 和 Warkentin

[25]

[12]

（2010）
； （2010）; Anderson 和

Smith 等

（2010）;

Agarwal

[26]

（2010）
；

Spears 和 Barki

[19]
[24]

（2010）
；Bulgurcu 等
（2010）
；Siponen 和
[22]

Vance
2009 及之前
（7）

Straub 和
[8]

Nance

[11]

Backhouse

（2010）
；
[23]

等

D’Aray 等

（2009）
；
[3]

（2006）
；

Ransbotham 和

Herath 和 Rao （2009）
； Mitra

（1990）
；

Denev 和 Hu

[29]

（2009）
；

[28]

（2007）
；

改版为《信息系统与网络安全指南》
（Guidelines for thesecurity of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Networ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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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ub

[18]

（1990）
；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注：a）MIS Quarterly 2010. 34(3)为信息安全专刊；b）功能范式数量众多，但多不符合筛选条件；c）
表头括弧内为统计的文献数量。

表 7 给出了目前信息安全管理的研究问题与这四个范式的对应关系。
表7：所有研究的脉络梳理二
基本范式

研究问题（部分）

功能范式

信息安全风险分析/评估/管理；信息安全最佳实践（其中包括很多，例如如何防止计
算机滥用，
）
；信息安全测量；信息安全培训；

诠释范式

信息安全披露与股价的关系；制度压力对组织内部信息安全的影响；权力和文化等对
信息安全标准部署的作用；

激进人本范式

个体对信息安全策略的遵守行为；用户参与在信息安全管理中的作用；

激进结构范式

ISMS（框架部分，不包括所有的标准）
；COBIT；组织信息安全妥协过程；防止计算
机滥用的行动框架；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在表 6 的统计中，功能范式的研究比较少，这是由于基于技术视角的功能范式多没有实
证，不符合本文的筛选条件，事实上，通过表 7 可以看到，功能范式还是信息安全管理领域
的研究热点，近几年功能范式的研究也还很多，但是绝大部分没有发表在表 1 所列的期刊上。
激进人本范式的研究是最近几年的热点，这主要是由于基于个体行为的理论比较成熟，很容
易借鉴到信息安全情境中去。

7.2目前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4

综上所述，心理学、社会学和犯罪学理论的应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Dhillon和Backhouse[ ]
所提出的实证研究缺乏理论基础的问题，但是目前的研究还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有待深化。
第一、理论建构远远不够，绝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已有社会科学理论的简单应用，例如，
Spears和Barki[19]虽然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即用定性方法提出研究假设，用定量
方法进行了验证，但是基本沿用了信息系统研究领域的用户参与理论。更多的研究则是应用
了犯罪学理论中个体行为的相关理论，如威慑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等。对比其他研究领域，
信息安全有其特殊性，例如：便利性和安全性的矛盾，以IT解决IT安全所带来的额外风险；
而且信息安全违规的受害者往往是组织，一般对作恶者形成不了实际的伤害，这导致信息安
全策略更容易被违反等问题。在后续的研究中，应该更多应用行动研究、案例研究、民族志
学（Ethnography）和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等偏重建构理论的研究方法，关注信息
安全的根本问题及其特殊性，建构信息安全管理理论。
第二、分析层次多集中在个体，应该多样化。既然约束个体行为的信息安全策略推动者
是组织，隐含的含义是实现组织层次的信息安全更重要（上述研究中除了文献[26]，该文献
关注家庭用户），但是已有的研究多集中于个体对安全策略的遵守，绝大多数分析层次也都
是个体层次，也就是说并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这也导致了忽略类似组织声誉、客户流失
和财务状况等组织层次的影响因素[24]。此外，在已有的成熟研究中，普遍认为员工个体安
全行为只是保障组织安全的一部分。因此，转向组织层次的研究是必要的，同样，基于工作
组的分析层次也是有必要的。Guo和Yuan[21]构建了来自不同层次惩戒措施对安全策略遵守意
向的影响模型也表明不同层次的信息安全控制存在交互作用。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应该多
关注组织层次和工作组层次的信息安全管理，
第三、样本单一，且多基于自报告（Self-reported）模式测量个体意向。目前绝大部分
的研究都是采用美国公司员工或MBA作为研究样本，信息安全管理不可避免的受到文化、
政治、和法律等环境要素的影响，应该进行更多的跨文化研究，或者进行比较研究，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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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对信息安全策略
遵守的影响，或者在“关系（GuanXi）”文化中，惩戒的确定性和惩戒的严厉性对安全策
略遵守意向的影响与制度比较完善的西方国家是否保持一致。在后续的研究中应该采用多样
化的样本和数据来源，例如：可以考虑用组织积累的信息安全事件档案数据表征信息安全管
理有效性，或者用第三方组织的客观评价数据表征信息安全管理有效性。
第四、目前研究集中在有限的几个问题，尤其是信息安全意识。信息安全管理包括一系
列的控制点， ISO/IEC27001:2005的附录A就列出了11个安全域，39个控制目标，133个控制
点，其中包括了信息安全意识，还包括了高管支持、安全组织和安全方针等更多的控制措施，
例如：Ransbotham和Mitra[29]在概念模型中曾推测审计（Audit）不会直接影响ISCP，经过一
段时间会提高其他控制措施的有效性，但没有跟进的实证研究。在后续的研究中应该关注更
多的安全控制点，而不仅仅关注与个体行为联系紧密的信息安全意识。

7.3几个深入研究的方向
根据现有研究的脉络梳理和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如下几个方面在后续的研究中应该
关注或深入。
第一、基于多层次分析，深入探讨信息安全外部监管制度影响组织内部的信息安全管理
的机制。信息安全往往面临着一系列的监管制度和强制标准，例如：公安部下发的信息系统
安全等级保护，银监会下发的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等***。外部的制度压力对组织的信息安
全管理有效性有多大的影响，通过什么机制影响到工作组，直至个体安全行为，这是需要深
入研究的方向之一，其中研究内容也包括了Ransbotham和Mitra[29]所提出的命题。
第二、平衡安全性和便利性的信息安全战略及其与信息系统战略以及组织战略的匹配
（fit）问题。信息安全一般只会降低组织的潜在损失，而不会增加组织的盈利，因此，信息
安全是成本效益分析下的安全，追求绝对的安全或过度的安全都是没有必要的。信息安全战
略的设计必须考虑组织需要和目标、安全要求、业务过程、组织的规模和结构和信息化水平
等因素，力求做到与信息系统战略和组织战略相匹配。现有的研究没有关注信息安全安全性
与便利性的矛盾，至于信息安全战略与信息系统战略以及组织战略的匹配问题的研究则更
少。
第三、黑客和内部计算机犯罪的非主流群体的行为。由于样本的不易获取，现有研究中
关于黑客的文献大多没有实证，这也导致MIS Quarterly在2010年编辑评论文章中就呼吁将研究
方向转移到黑客和内部计算机犯罪的非主流群体中，事实上，绝大部分的计算机犯罪都与这
个群体有关。但是到目前为止，仅有少量的文献以黑客社区网站为数据来源，通过社会网络
的视角研究黑客行为，由于数据源很不精确等原因，关于黑客和内部计算机犯罪的高质量研
究还是非常匮乏。
第四、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化过程。已有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策略的研究，都放在了如何
提高员工的遵守意向或改变员工态度等问题上，但是制度来自何处？制度是如何被建立的？
制度推动者是谁？在组织内部，由于大部分的业务部门认为信息安全是信息技术部门的问
题，而信息安全策略往往又降低了信息系统的便利性，因此对信息安全的管理制度往往抱有
抵触情绪，信息安全制度/策略的产生过程往往伴随着各个部门权力博弈的过程。如何利用

***

1994 年，国务院发布 147 号令，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其中明确了“公
安部主管全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国家安全部、国家保密局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
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做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的有关工作” 。之后公安部陆续出台一系列信息系统安全
等级保护的公文和相关技术标准。例如：公通字[2007]43 号：关于印发《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的
通知；GB17859-1999《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划分准则》
；GB/T22239-2008《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
本要求》GB/T22240-2008《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定级指南》等。银监发[2009]19 号：关于印发《商业银
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的通知。所有的规范性文件都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gov.cn/）或相关部委官方网站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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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Game Theory）观点研究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化的过程应该引起关注。
第五、信息安全披露与公司市值/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披露动机等需要继续深入。近几
年，随着公众的关注，许多公司网站上陆续开始公布信息安全事件及处置措施，在上市公司
年报中也开始进行信息安全方面的披露，现有的研究中只有文献[14-15]探讨了信息安全披露
与公司市值之间的关系，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公司的信息安全披露行为？网站披露和公司年
报披露对公司市值的影响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在后续的研究中都应该继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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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ct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IT degree rise, Information security has been received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existing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tud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nagement of
the four basic paradigms: Functionalist paradigm, Interpretive paradigm, Radical humanist paradigm and Radical
structuralist paradigm, and then followed the paradigm - Time and Paradigm - content on the main research
conducted a carding, and finally summarizes the current deficiencies and gives in-depth research.
Key Words

Information Security, Information System Security, Management Paradigm

作者简介
林润辉（1972-）
，男，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网络组织与治
理、IT 项目管理、复杂管理系统分析、信息系统管理等。E-mail: linrh@nankai.edu.cn。
谢宗晓（1979-）
，男，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信息安全管理。E-mail:
xiezongxiao@vip.163.com。
刘琦（1978-）
，女，河南警察学院信息安全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密码学、信息安全。
E-mail: 275645509@qq.com。
13 /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