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SA STAR:

云安全保障

CSA STAR 云安全保障

云安全联盟安全、信任、保障和风险 (Cloud Security Alliance Security, Trust, Assurance and Risk - CSA STAR) 认证
计划是针对云服务提供商 (CSP) 安全的严格独立的审核。

概述

CSA STAR 认 证 是 一 项 严 格 的 第 三
方审核，用于评估云服务提供商的
安全级别，以衡量云服务的功能等
级。 CSA STAR 认证于 2013 年推出，
采用 ISO 27001 管理体系标准下的
安全管理要求，并通过云控制矩阵
(CCM) 评估体系的成熟度。

CSA 云控制矩阵 (CCM v3.0.1) 是一
套针对云服务的特定安全控制框架，
与业内擎领性标准、最优实践操作
和 法 规（ 如 ISO 27001、COBIT、
PCI、HIPAA、FISMA、FedRAMP）
相匹配。 因其为组织定制了与云计
算相关的信息安全结构、细节和明
确要求，而在现阶段被视作云安全
保证和合规的业界标准。

要获得 STAR 认证，云服务提供商
(CSP) 必须已获得 ISO 27001 认证，
或 在 认 证 ISO 27001 的 同 时 进 行
STAR 认证审核。

该审核将考察 CSP 在 16 个控制领
域的成熟度。每个领域都会依据五
项管理原则获得评分，该标准包括：

1. 沟通以及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度

2. 政策、计划和程序，以及系统性
解决方案

3. 技能和专长

4. 所有权、领导作用和管理水平

5. 监控和测量



选择 CSA STAR 带来的益处

覆盖范围广，防御更稳健

CSA STAR 为云管理和安全控制提供了一
个全面的框架。 它是对 ISO 27001 等其
他标准的补充，为云安全风险和补救策
略提供了有效的、基于风险的审核。

通过 CSA STAR 认证是云服务提供商能
够提供强大信息安全防御措施的体现，
并且是证明其已解决对云安全至关重要

的具体问题的依据。

战略调整和优化

CSA STAR 的审核着重检验您的组织目标

是否与云服务的优化方向一致。

能力证明

对于云服务的购买者而言，本认证是对
云服务提供商有能力交付安全服务的有
力背书。 您将被列入 CSA 公开登记名录，
其中详列了您的企业概况以及获得 CSA 
STAR 认证的详细信息。

其他益处

•   可向组织高层展示其云安全的管理
程度，以便他们能够评估过程、控
制措施和广义上管理体系的有效性；

•   通过知名的审核机构提供受认可的
第三方认证，为评估进度和绩效水
平提供切实的证据；

•   协助您对比本组织与竞争对手的绩
效，为您提供竞争优势，并且帮助
您识别需要改进的方面。

我们如何帮到您？

差距分析

该分析的重点在于关键、高危或薄弱的
系统领域，以打造适于认证的体系。 差
距分析同时关注现有的管理体系和流程，
以及如何在您选择的标准中适配这些体
系和流程。

审核和认证

CSA STAR 开放式认证框架有三个不同的
级别。

STAR 1 级： 自我评估
STAR 2 级： 第三方审核
STAR 3 级： 持续审核

LRQA 是经 CSA STAR 官方注册的认证机
构，可提供 CSA STAR 2 级的认证服务。
作为审核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将为您组
织安排符合您业务需求的合格专业的审
核员，确保您能充分利用认证，获得最

大帮助。

监督审核

如需维持 CSA STAR 认证的有效性，则
必须接受年度监督审核，其通常与 ISO 
27001 监督合并进行。

整合审核

获 得 ISO 27001 认 证 是 取 得 CSA STAR

认证的先决条件。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审

核将与 ISO 27001 同时进行的原因。 这

有助于优化您的体系整合和体验，减少

重复审核，使您能够节省成本、时间和

提高管理效率。 

 

为什么选择 LRQA ？

通过与组织密切合作，优化管理，降低
风险，LRQA 持续助力组织应对瞬息万
变的世界。无论是合规业务，还是大数
据驱动的供应链转型，LRQA 将助您引
领未来的潮流。我们可以为您带来：

战略远见

LRQA 掌握尖端技术，深谙行业创新动态，
善用前瞻性方法，助力组织轻松应对当
今挑战，迎来更安全、更可靠、更可持
续的明天。

技术专长

LRQA 的行业专家团队十分了解组织面
临的挑战、标准和要求，充分利用完善
的认证体系、定制化保障服务、食品安全、
信息安全、检验和培训，助力组织满足
各种合规要求。

全球运营

LRQA 业务遍及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已获全球 30 多家认可机构认可，涵盖几
乎所有行业，助力组织降低风险，优化
运营，赢得全球利益相关方的信任。

优质伙伴

每个组织都是独一无二的。LRQA 的专家
会与组织深度合作，充分了解组织的需求
和目标，找出能真正帮到您的解决方案。 

全新视角

LRQA 一直引领着行业的发展。未来，
我们会继续精进，珍惜每次机会，以全
新的视角、卓越的服务和创新的解决方
案，与客户精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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