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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将介绍 EKS 相关的各类信息、系

统与资产的保护建议，以及风险评估与
攻击缓解策略，为客户提供业务价值。
本指南为 AWS 发布的最佳实践指南系列

文章的一部分，旨在帮助客户根据最佳
实践实施 EKS。关于性能、卓越运营、

成本优化以及可靠性等议题的指南，将
在未来几个月内陆续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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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本份指南

本指南面向负责实施并监控 EKS 集群，并管理工作负载以实现安全控制的从业人员。本份指南划分为多个不
同主题区域，以便您轻松使用。各个主题均以简要概述切入，逐步介绍关于 EKS 集群保护的建议与最佳实践。
各主题间相对独立，您可以随意安排阅读顺序。

理解责任共担模型

在使用 EKS 等托管服务时，安全性与合规性属于您和 AWS 的共同责任。一般而言，AWS 负责管理云本身的安全，
而您（客户）则负责管理云上安全性。以 EKS 为例，AWS 负责管理 EKS 托管的 Kubernetes 控制平面。作为

EKS 用户，您应负责实施本指南中提出的各项主题，例如 IAM、Pod 安全性、运行时安全性、网络安全性等等。
关于基础设施安全，您作为用户应负责保护自托管工作节点、管理节点组以及 Fargate 等，而 AWS 则承担起
其他责任。以 Fargate 为例，AWS 将负责保护用于运行各 Pod 的底层实例 / 运行时。

在使用 Managed Node Groups（MNG）托管节点组时，AWS 还将负责保护并维护底层实例。但与 Fargate 不同，

MNG 不会自动扩展您的基础设施 / 集群。如果需要，您可以使用 cluster-autoscaler、AWS 原生 Auto Scaling
功能、SpotInst Ocean 或者 Atlassian Escalator 等技术方案实现这一功能。

在设计系统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用户职责与服务供应商（AWS）职责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关于责任分摊
模型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https://aws.amazon.com/compliance/shared-responsibility-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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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使用托管 Kubernetes 服务（例如 EKS）时，安全最佳实践具体被划分为以下几个领域：

运行时安全
身份与
访问管理

基础设施全

数据加密与
秘密管理

网络安全
Pod 安全

监管合规

多租户

检测控制

镜像安全
事件响应
与取证

在进行系统设计时，您需要考虑到其中的安全隐患，以及可能对安全态势造成影响的各类实践。例如，
您需要控制谁有权对一组资源执行操作。此外，您还需要建立起快速识别安全事件、保护系统与
服务免受未授权访问影响，以及通过数据保护维持数据机密性与完整性的能力。此外，建

立起一套定义明确且经过预先演练的安全事件应对流程，同样能够极大改善您的安
全状况。这些工具与技术非常重要，对预防财务损失及合规遵从等关键目标
有很好的帮助。

AWS 提供丰富的安全服务选项，帮助各类组织实现其安全性

与合规性目标。这些服务来自于拥有完善安全意识的客
户的经验，具备广泛的适用范围。由此建立起的

高安全性基础，将保证客户在安全保护中
各类“毫无区别的繁重任务”中耗
费更少时间，转而将更多精
力投入到实现核心业务
目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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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

本指南已经在 GitHub 上发布，旨在收集更广泛的 EKS/Kubernetes 社区的直接反馈与建议。如果您认为我们

的指南中缺少某些重要的最佳实践，请提出问题或在 GitHub repo 中提交 PR。我们的目标，是在向服务中不
断添加新功能、推动新的最佳实践不断发展的同时，定期更新指南内容。

扩展阅读

Kubernetes 安全性白皮书由安全审计工作小组协助编撰，全面阐述了 Kubernetes 攻击面与安全架构领域的各
个关键层面，旨在帮助安全从业者据此做出合理的设计与实施决策。

身份与访问管理

身份与访问管理（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简称 IAM) 是一项 AWS 服务，用于实现两项基本功能：

身份验证与授权。身份验证的实质在于考查对方宣称的身份是否属实，而授权则用于控制可对 AWS 资源执行

的具体操作。在 AWS 当中，资源可以是另一项 AWS 服务（例如 EC2），也可以是某种 AWS 实体（例如 IAM

用户或角色）。这些用于管理获准资源执行操作的规则，即为 IAM 策略。

控制对 EKS 集群的访问

Kubernetes 项目能够支持多种不同策略，用于验证对 kube-apiserver 服务的请求，例如 Bearer Tokens、X.509
证书、OIDC 等。EKS 目前已经能够原生支持 webhook 令牌身份验证以及服务账户令牌。

Webhook 身份验证策略通过调用 webhook 的方式验证 bearer token。在 EKS 上，当您运行 kubectl 命令时，
bearer token 将由 AWS CLI 或 aws-iam-authenticator 客户端生成。在执行命令时，令牌将被传递至 kube-

apiserver，该服务器进一步将令牌转发至身份验证 webhook。如果请求格式正确，则 webhook 会调用嵌入

至令牌主体内的预签名 URL。该 URL 将验证当前请求的签名，并将关于用户的信息（例如用户的账户 ARN 与
UserId）返回至 kube-apiserver。

要手动生成一个身份验证令牌，请在终端窗口内输入以下命令：
aws eks get-token --cluster <cluster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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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结果应如下所示：
{
"kind": "ExecCredential",
"apiVersion": "client.authentication.k8s.io/v1alpha1",
"spec": {},
"status": {
"expirationTimestamp": "2020-02-19T16:08:27Z",
"token": "k8s-aws-v1.aHR0cHM6Ly9zdHMuYW1hem9uYXdzLmNvbS8_QWN0aW9uPUdldENhbGxlcklkZ
W50aXR5JlZlcnNpb249MjAxMS0wNi0xNSZYLUFtei1BbGdvcml0aG09QVdTNC1ITUFDLVNIQTI1NiZYLUFte
i1DcmVkZW50aWFsPUFLSUFKTkdSSUxLTlNSQzJXNVFBJTJGMjAyMDAyMTklMkZ1cy1lYXN0LTElMkZzdHM
lMkZhd3M0X3JlcXVlc3QmWC1BbXotRGF0ZT0yMDIwMDIxOVQxNTU0MjdaJlgtQW16LUV4cGlyZXM9NjAm
WC1BbXotU2lnbmVkSGVhZGVycz1ob3N0JTNCeC1rOHMtYXdzLWlkJlgtQW16LVNpZ25hdHVyZT0yMjBmO
GYzNTg1ZTMyMGRkYjVlNjgzYTVjOWE0MDUzMDFhZDc2NTQ2ZjI0ZjI4MTExZmRhZDA5Y2Y2NDhhMzkz"
}
}
每个令牌都以 k8s-aws-v1 开头，而后是 base64 编码的字符串。字符串在解码后应类似于以下形式：
https://sts.amazonaws.com/?Action=GetCallerIdentity&Version=2011-06-15&X-AmzAlgorithm=AWS4-HMAC-SHA256&X-Amz-Credential=AKIAJPFRILKNSRC2W5QA%2F20200219%2F
us-east-1%2Fsts%2Faws4_request&X-Amz-Date=20200219T155427Z&X-Amz-Expires=60&X-AmzSignedHeaders=host%3Bx-k8s-aws-id&X-Amz-Signature=220f8f3285e320ddb5e683a5c9a405301
ad76546f24f28111fdad09cf648a393
此令牌由 Amazon 凭证与签名的预签名 URL 组成。关于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阅： https://docs.aws.amazon.com/STS/latest/APIReference/API_GetCallerIdentity.html
令牌的生存时间（TTL）为 15 分钟，之后需要生成新的令牌。当您使用 kubectl 等客户端时，令牌轮替将自动实现。
但如果您使用的是 Kubernetes 仪表板，则需要单独生成新的令牌，并在每次令牌过期时重新进行身份验证。

一旦通过 AWS IAM 服务对用户身份完成验证，kube-apiserver 就会读取 kube-system 命名空间中的 aws-auth

ConﬁgMap，借此确定与该用户相关联的 RBAC 组。Aws-auth ConﬁgMap 用于在 IAM 主体（即 IAM 用户及角色）

与 Kubernetes RBAC 组之间建立静态映射。大家可以在 Kubernetes RoleBindings 或者 ClusterRoleBindings

当中引用各 RBAC 组。这些组与 IAM 角色类似，同样定义了可以对 Kubernetes 资源（对象）集合执行的一组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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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建议

不要使用服务账户令牌进行身份验证

服务账户令牌属于长期存在的静态证书。一旦泄露、丢失或者被盗，攻击者很可能因此获得与该令牌相关的操

作权限，且持续至该服务账户被删除为止。有时，您可能需要为那些必须在集群之外使用 Kubernetes API 的
应用程序授予例外权限，例如 CI/CD 管道应用程序。如果此类应用程序运行在 AWS 基础设施之上（例如 EC2

实例），请考虑使用实例配置文件并将其映射至 aws-auth ConﬁgMap 中的 Kubernetes RBAC 角色。

保证以最低权限原则访问 AWS 资源

无需为各 IAM 用户分配 AWS 资源权限，我们可以引导其访问 Kubernetes API。如果需要授予单一 IAM 用户

访问 EKS 集群的权限，请在 aws-auth ConﬁgMap 中为该用户创建对应条目，借此映射至特定的 Kubernetes
RBAC 组。

当有多个用户需要获取对集群的访问权限时，建议使用 IAM 角色

当 多 个 用 户 需 要 对 特 定 集 群 使 用 相 同 的 访 问 权 限 时， 请 为 其 创 建 统 一 的 IAM 角 色， 而 非 为 aws-auth
ConﬁgMap 中的各个 IAM 用户分别创建权限条目。使用 IAM 角色能够显著降低维护难度，从容应对用户数量
的持续增长。

创建 RoleBindings 与 ClusterRoleBindings 时，使用最低访问权限原则

与之前探讨的 AWS 资源访问授权原则一样，RoleBindings 与 ClusterRoleBindings 也应仅包含执行特定功能
的一组必要权限。除非绝对必要，否则请避免在 Roles 与 ClusterRoles 当中使用 [“*”]。如果不确定该分配
怎样的权限，请考虑使用 audit2rbac 等工具，根据在 Kubernetes 审计日志中观察到的 API 调用活动，自动生
成对应的 Roles 与 binding。

将 EKS 集群端点设为私有

在默认情况下，当我们配置 EKS 集群时，API 集群端点将被设置为 public――即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虽
然面向互联网公开，但该端点仍然属于安全端点，这是因为它会保证所有 API 请求均由 IAM 进行身份验证，

而后再由 Kubernetes RBAC 进行授权。换句话说，如果您的企业安全策略要求限制来自互联网的 API 访问操作，

或者禁止将流量路由至集群 VPC 之外，则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将 EKS 集群端点配置为私有。详见修改集群端点访问机制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将集群端点公开，并指定哪些 CIDR 块能够与该集群端点进行通信。这些块在本质上属于一组公共 IP 地
址白名单，只有被列入其中的 IP 地址能够访问集群端点。

使用一组列入白名单的 CIDR 块配置公开访问，并在设置中开启私有端点访问。如此一来，处于特定范围

内的公共 IP 即可执行公开访问，且确保 Kubelet（工作节点）与 Kubernetes API 之间的所有网络流量都

通过集群 VPC 里的 ENI 来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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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审计集群访问活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用户的访问权限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请定期审计 aws-auth ConﬁgMap 以查看哪

些用户拥有访问权限，并评估其应该拥有正确的权限级别。您还可以使用 kubectl-who-can 或者 rbac-lookup

等开源工具检查绑定至特定服务账户、用户或组的角色。我们将在后文中的审计部分具体探讨这个主题。大家
也可以在 NCC Group 发布的相关文章中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替代性身份验证与访问管理方案

虽然 IAM 是对 EKS 集群访问用户进行身份验证的首选方法，我们也可以使用各类 OIDC 身份提供程序（例如

GitHub）通过身份验证代理及 Kubernetes Impersonation 达成类似的效果。关于这两类解决方案的更多详细

信息，请参阅以下 AWS Open Source 博文：

使用 GitHub 凭证配合 Teleport 实现 EKS 身份验证

使用 kube-oidc-proxy 在多个 EKS 集群之间进行统一 OIDC 身份验证

您也可以使用 AWS SSO 将 AWS 与外部身份提供程序（例如 Azure AD）。联合起来。如果决定使用此选

项，AWS CLI v2.0 中包含用于创建命名配置文件的选项，能够将 SSO 会话与当前 CLI 会话关联起来并能
assume IAM role。需要注意的是，大家运行 kubectl 之前必须完成 assume role，由该 IAM 角色确定用户的

Kubernetes RBAC 分组。

Pod 身份

对于某些运行在 Kubernetes 集群内的应用程序来说，必须具备调用 Kubernetes API 的权限才能保持正常运作。
例如，ALB（应用程序负载均衡器）入口控制器需要能够列出当前服务的各端点，并调用 AWS API 以实现对

ALB 的设定与配置。在本节中，我们将探讨如何在 Pod 权限分配方面遵循最佳实践。

Kubernetes 服务账户

服务账户是一种特殊的对象类型，允许您将 Kubernetes RBAC 角色分配给 Pod。集群内的各个命名空间

（Namespace）会自动创建一个与之对应的默认服务账户。当我们将 Pod 部署至命名空间之内，且未引用特
定服务账户时，该命名空间会将该默认服务账户分配给当前 Pod 与 Secret。这里的 Secret，即该服务账户的

JWT 令牌，将以卷的形式被安装在 Pod 上的 /var/run/secrets/kubernetes.io/serviceaccount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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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目录中的服务账户令牌进行解码，将看到以下元数据：
{

"iss": "kubernetes/serviceaccount",
"kubernetes.io/serviceaccount/namespace": "default",
"kubernetes.io/serviceaccount/secret.name": "default-token-5pv4z",
"kubernetes.io/serviceaccount/service-account.name": "default",
"kubernetes.io/serviceaccount/service-account.uid": "3b36ddb5-438c-11ea-9438-063a49b60fba",
"sub": "system:serviceaccount:default:default"
}
默认服务账户将 对 Kubernetes API 具有以下权限：
apiVersion: rbac.authorization.k8s.io/v1
kind: ClusterRole
metadata:
annotations:
rbac.authorization.kubernetes.io/autoupdate: "true"
creationTimestamp: "2020-01-30T18:13:25Z"
labels:
kubernetes.io/bootstrapping: rbac-defaults
name: system:discovery
resourceVersion: "43"
selfLink: /apis/rbac.authorization.k8s.io/v1/clusterroles/system%3Adiscovery
uid: 350d2ab8-438c-11ea-9438-063a49b60fba
rules:
- nonResourceURLs:
- /api
- /api/*
- /apis
- /apis/*
- /healthz
- /openapi
- /openapi/*
- /version
- /version/
verbs:
-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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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角色授权一切经过及未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读取 API 信息，并可安全实现公开访问。
当 Pod 中运行的应用程序调用 Kubernetes API 时，我们需要为 Pod 分配一个服务账户，由该账户明确授权

Pod 调用这些 API 的权限。与用户访问规则相似，绑定至服务账户的 Role 或 ClusterRole 也应明确指定该应用
程序运行所需要的 API 资源及方法，除此之外再不设其他权限。要使用非默认服务账户，您只需要将 Pod 中

的 spec.serviceAccountName 字段设置为需要使用的服务账户名称即可。关于创建服务账户的其他详细信息，
请参阅 https://kubernetes.io/docs/reference/access-authn-authz/rbac/#service-account-permissions。

用于服务账户的 IAM 角色 (IRSA)

IRSA 是一项功能，允许您将 IAM 角色分配给 Kubernetes 服务账户。其基本原理，是利用服务账户令牌卷

投影（Service Account Token Volume Projection）这一 Kubernetes 功能，保证引用 IAM 角色的服务账户

Pod 在启动时调用 AWS IAM 的公共 OIDC 发现端点。该端点负责对 Kubernetes 发布的 OIDC 令牌进行密码
签名，此令牌将最终允许目标 Pod 调用与 AWS API 相关的 IAM 角色。在调用 AWS API 时，AWS SDK 会调用
sts:AssumeRoleWithWebIdentity 并自动将 Kubernetes 发行的令牌交换为 AWS 角色凭证。
对 IRSA 的 JWT 令牌进行解码，将得到类似于以下列出的输出结果：
{

"aud": [
"sts.amazonaws.com"
],
"exp": 1582306514,
"iat": 1582220114,
"iss": "https://oidc.eks.us-west-2.amazonaws.com/id/D43CF17C27A865933144EA99A26FB128",
"kubernetes.io": {
"namespace": "default",
"pod": {
"name": "alpine-57b5664646-rf966",
"uid": "5a20f883-5407-11ea-a85c-0e62b7a4a436"
},
"serviceaccount": {
"name": "s3-read-only",
"uid": "a720ba5c-5406-11ea-9438-063a49b60fba"
}
},
"nbf": 1582220114,
"sub": "system:serviceaccount:default:s3-read-on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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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特定令牌将为 Pod 提供指向 S3 的只读取权限。当应用程序尝试从 S3 中读取数据时，该令牌将被交换为
IAM 临时凭证集，类似于以下形式：
{

"AssumedRoleUser": {
"AssumedRoleId": "AROA36C6WWEJULFUYMPB6:abc",
"Arn": "arn:aws:sts::123456789012:assumed-role/eksctl-winterfell-addon-iamserviceaccount-deRole1-1D61LT75JH3MB/abc"
},
"Audience": "sts.amazonaws.com",
"Provider": "arn:aws:iam::123456789012:oidc-provider/oidc.eks.us-west-2.amazonaws.com/id/D43CF17
C27A865933144EA99A26FB128",
"SubjectFromWebIdentityToken": "system:serviceaccount:default:s3-read-only",
"Credentials": {
"SecretAccessKey": "ORJ+8Adk+wW+nU8FETq7+mOqeA8Z6jlPihnV8hX1",
"SessionToken": "FwoGZXIvYXdzEGMaDMLxAZkuLpmSwYXShiL9A1S0X87VBC1mHCrRe/pB2oes+l1eX
xUYnPJyC9ayOoXMvqXQsomq0xs6OqZ3vaa5Iw1HIyA4Cv1suLaOCoU3hNvOIJ6C94H1vU0siQYk7DIq9Av5
RZe+uE2FnOctNBvYLd3i0IZo1ajjc00yRK3v24VRq9nQpoPLuqyH2jzlhCEjXuPScPbi5KEVs9fNcOTtgzbVf7IG
2gNiwNs5aCpN4Bv/Zv2A6zp5xGz9cWj2f0aD9v66vX4bexOs5t/YYhwuwAvkkJPSIGvxja0xRThnceHyFHKtj0
H+bi/PWAtlI8YJcDX69cM30JAHDdQH+ltm/4scFptW1hlvMaP+WReCAaCrsHrAT+yka7ttw5YlUyvZ8EPog+j
6fwHlxmrXM9h1BqdikomyJU00gm1++FJelfP+1zAwcyrxCnbRl3ARFrAt8hIlrT6Vyu8WvWtLxcI8KcLcJQb/Lg
kW+sCTGlYcY8z3zkigJMbYn07ewTL5Ss7LazTJJa758I7PZan/v3xQHd5DEc5WBneiV3iOznDFgup0VAMkIviV
jVCkszaPSVEdK2NU7jtrh6Jfm7bU/3P6ZG+CkyDLIa8MBn9KPXeJd/y+jTk5Ii+fIwO/+mDpGNUribg6TPxhzZ
8b/XdZO1kS1gVgqjXyVC+M+BRBh6C4H21w/eMzjCtDIpoxt5rGKL6Nu/IFMipoC4fgx6LIIHwtGYMG7SWQi7
OsMAkiwZRg0n68/RqWgLzBt/4pfjSRYuk=",
"Expiration": "2020-02-20T18:49:50Z",
"AccessKeyId": "ASIA36C6WWEJUMHA3L7Z"
}
}
作为 EKS 控制平面中组成部分运行的 Webhook 变种，将把 AWS Role ARN 与 Web 身份令牌文件的路径以环

境变量的形式注入 Pod。当然，您也可以手动提供这些值。

AWS_ROLE_ARN=arn:aws:iam::AWS_ACCOUNT_ID:role/IAM_ROLE_NAME
AWS_WEB_IDENTITY_TOKEN_FILE=/var/run/secrets/eks.amazonaws.com/serviceaccount/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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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投影令牌的 TTL 超过总 TTL 的 80% 或者 24 小时之后，kubelet 会自动轮替投影令牌。在令牌轮替过程中，

AWS SDK 负责重新加载令牌。关于 IRSA 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

https://docs.aws.amazon.com/eks/latest/userguide/iam-roles-for-service-accounts-technical-overview.
html。

相关建议

禁用服务账户令牌的自动挂载机制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不需要调用 Kubernetes API，则应在您应用程序的 PodSpec 中将

automountServiceAccountToken 属性设置为 false，或者为各命名空间中的默认服务账户运行 patch 命令，
保证其不会被自动安装至 Pod 当中。例如：

kubectl patch serviceaccount default -p $'automountServiceAccountToken: false'

在各个应用程序中使用专用服务账户

每个应用程序应该具有自己的专用服务账户。这一原则适用于 Kubernetes API 与 IRSA 服务账户。
* 注意

如果您采用蓝 / 绿方法进行集群升级（而非采取就地集群升级），则需要使用新集群的 OIDC 端点更新各
个 IRSA IAM 角色的信任策略。蓝 / 绿集群升级，是指创建一套与旧有集群并行运行、但自身版本较新的

Kubernetes 集群。这时，负载均衡器或服务网格会将流量以无缝方式从旧集群的服务上转移到新集群当中。

限制指向 分配给工作节点的实例配置文件的访问操作

在使用 IRSA 时，Pod 不再继承自己所在的工作节点中实例配置文件的权限。尽管如此，作为额外的预防性措施，

您也可以进一步阻止各进程访问实例元数据的活动。如此一来，您可以保证各 Pod 无法通过继承被分配给该

工作节点的角色直接使用 IRSA。需要注意的是，当您在工作节点上阻止对实例元数据的访问时，可能导致某
些 Pod 无法正常工作。关于阻止实例元数据访问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阅：https://docs.aws.amazon.com/eks/latest/userguide/restrict-ec2-credential-acce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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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 IAM Metadata Serivce v2（IMDSv2），则将 EC2 实例的跳数限制增加至 2
IMDSv2 要求您使用 PUT 请求以获取会话令牌。初始 PUT 请求必须包含会话令牌的 TTL。目前，版本较新的

AWS SDK 已经能够自动处理此问题并续签该令牌。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目前 EC2 实例的默认跃点限制设置为
1，借此防止 IP 转发。正因如此，在 EC2 实例上运行的请求 session 令牌的 Pod 最终可能会超时并转而使用

IMDSv1 数据流。通过使用 eksctl 或官方 CloudFormation 模板配置的节点来启用 v1 与 v2，并将跳数限制更

改为 2，EKS 得以支持 IMDSv2。

以非 root 用户身份运行应用程序

在默认情况下，容器以 root 身份运行。尽管这意味着它们能够读取 Web 身份令牌文件，但以 root 形式运行容
器并不符合最佳实践要求。作为替换方案，大家应考虑向 PodSpec 当中添加 spec.securityContext.runAsUser
属性，其中 runAsUser 值部分为缩写值。

在以下示例中，Pod 内的全部进程都将在 runAsUser 字段中指定的用户 ID 下运行。

apiVersion: v1
kind: Pod
metadata:

name: security-context-demo
spec:
securityContext:
runAsUser: 1000
runAsGroup: 3000
containers:
- name: sec-ctx-demo
image: busybox
command: [ "sh", "-c", "sleep 1h" ]

将 IRSA 的 IAM 角色信任策略范围限定至服务账户名

信任策略的范围可以是命名空间，也可以是命名空间中的特定服务账户。使用 IRSA 时，最好通过包含服务

账户名来使角色信任策略尽可能明确。这将有效防止同一命名空间中的其他 Pod 担任该角色。当您使用 CLI
eksctl 创建服务账户 /IAM 角色时，它会自动执行此项操作。关于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https://eksctl.io/usage/iamserviceaccounts/。

12

授予对应用程序的最低访问权限

Action Hero 是一款实用程序，能够与您的应用程序本体一同运行，用以识别应用程序在正确运行过程中所需

要的 AWS API 调用及相应 IAM 权限。其与 IAM Access Advisor 类似，也能够帮助您精确识别和限制分配给应

用程序的 IAM 角色范围。关于为 AWS 资源添加最低使用权限控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说明文档。

替代方案

虽然 IRSA 是为各 Pod 分配 AWS“身份”的首选方法，但其要求我们在应用程序当中使用最新版本的 AWS
SDK。关于当前支持 IRSA 的 SDK 完整列表，

请参：https://docs.aws.amazon.com/eks/latest/userguide/iam-roles-for-service-accounts-minimum-sdk.
html。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无法立即更新为与 IRSA 相兼容的 SDK 版本，也可以使用多种社区开发的解决方案将 IAM 角
色分配给 Kubernetes Pod，具体包括 kube2iam 与 kiam。虽然 AWS 不提倡或反对使用这类解决方案，但用
户社区确实经常使用这些选项实现与 IRSA 相似的安全效果。

Pod 安全

Pod 拥有多种不同设置，这些设置可能增强或者削弱您的总体安全态势。作为 Kubernetes 使用者，您应高度
关注并防止容器中运行的进程脱离 Docker 隔离边界，并获取对基础主机的访问权。之所以需要关注这个问题，

原因有二：首先，在默认情况下，运行在容器中的各进程会以 Linux root 用户的形式运行。尽管容器中 root

用户的操作范围受到 Docker 分配给容器 Linux 功能集的限制，但这些默认权限仍有可能导致攻击者实施权限
提升及 / 或访问到绑定至主机的敏感信息，包括 Secrets 与 ConﬁgMaps。以下为分配给 Docker 容器的默认功
能列表。关于各项功能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阅：http://man7.org/linux/man-pages/man7/capabilities.7.html。
CAP_CHOWN, CAP_DAC_OVERERIDE, CAP_FOWNER, CAP_FSETID, CAP_KILL, CAP_SETGID, CAP_
SETUID, CAP_SETPCAP, CAP_NET_BIND_SERVICE, CAP_NET_RAW, CAP_SYS_CHROOT, CAP_MKNOD,
CAP_AUDIT_WRITE, CAP_SETF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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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在默认情况下，EC2 与 Fargate Pod 将被授权以上功能。此外，您可能通过使用 Fargate Pod 来屏蔽各 Linux 功能。
以高权限身份运行的各 Pod 会继承与主机上 root 用户相关联的所有 Linux 功能，因此应尽可能避免使用此类
Pod。

其次，所有 Kubernetes 工作节点都将使用所谓“节点认证器”的授权模式。节点认证器负责对所有来自
kubelet 的 API 请求进行授权，并允许节点执行以下操作：
读取操作：
服务
端点
节点
Pod

secrets, conﬁgmaps, 持久卷声明以及与绑定至 kubelet 节点的 Pod 相关的持久卷
写入操作：

节点与节点状态（启用 NodeRestriction 权限插件以限制 kubelet 修改其自身节点）

Pod 与 Pod 状态（启用 NodeRestriction 权限插件限制 kubelet 修改与之绑定的 Pod）

事件

与身份验证相关的操作：

建立 TLS 连接时需要的 CertifcateSigningRequest（CSR）API 的读取 / 写入操作

创建 TokenReview 与 SubjectAccessReview 以实现委派身份验证 / 授权检查的能力
EKS 使用节点限制准入控制器，该控制器仅允许节点对绑定至该节点内的一组有限节点属性以及 Pod 对象进

行修改。尽管如此，攻击者在成功访问主机之后，仍能够从 Kubernetes API 当中收集到关于运行环境的敏感
信息，从而成功在集群之内实现横向移动。

相关建议

限制以高权限运行的容器

如上所述，以高权限身份运行的容器会继承分配给主机 root 用户的所有 Linux 功能。容器的正常运行，一般

不需要配合这类高权限。您可以通过创建 Pod 安全策略 (PSP)，拒绝一切被配置为高权限形式的容器投入运行。

大家可以将 Pod 安全策略理解成在创建 Pod 之前必须满足的一组要求。如果选择使用 Pod 安全策略，则需要

创建一个角色绑定，通过它来允许服务账户读取 Pod 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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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一套 EKS 集群时，系统会自动创建一套名为 eks.privileged 的 Pod 安全策略，该策略的 manifest 文件
内容如下：

apiVersion: policy/v1beta1
kind: PodSecurityPolicy
metadata:
annotations:
kubernetes.io/description: privileged allows full unrestricted access to pod features,
as if the PodSecurityPolicy controller was not enabled.
seccomp.security.alpha.kubernetes.io/allowedProﬁleNames: '*'
labels:
eks.amazonaws.com/component: pod-security-policy
kubernetes.io/cluster-service: "true"
name: eks.privileged
spec:
allowPrivilegeEscalation: true
allowedCapabilities:
- '*'
fsGroup:
rule: RunAsAny
hostIPC: true
hostNetwork: true
hostPID: true
hostPorts:
- max: 65535
min: 0
privileged: true
runAsUser:
rule: RunAsAny
seLinux:
rule: RunAsAny
supplementalGroups:
rule: RunAsAny
volumes:
- '*'
此 PSP 允许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在集群中的所有命名空间之上运行高权限容器。乍一看，这种管理方式似乎

过于宽松，但某些应用程序 / 插件（例如 AWS VPC CNI 以及 kube-proxy）确实需要以高权限身份运行，借此
实现对主机网络设置的配置操作。另外，该策略还能够向下兼容某些无法支持 Pod 安全策略的 Kubernetes 早

期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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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出的角色绑定负责将 ClusterRole eks:podsecuritypolicy:privileged 绑定至 system:authenticated RBAC

组。

apiVersion: rbac.authorization.k8s.io/v1
kind: ClusterRoleBinding
metadata:
annotations:
kubernetes.io/description: Allow all authenticated users to create privileged
labels:
eks.amazonaws.com/component: pod-security-policy
kubernetes.io/cluster-service: "true"
name: eks:podsecuritypolicy:authenticated
roleRef:
apiGroup: rbac.authorization.k8s.io
kind: ClusterRole
name: eks:podsecuritypolicy:privileged
subjects:
- apiGroup: rbac.authorization.k8s.io
kind: Group
name: system:authenticated
最后，所有绑定皆可引用以下 ClusterRole 以使用名为 eks.privileged 的 PodSecurityPolicy。
apiVersion: rbac.authorization.k8s.io/v1
kind: ClusterRole
metadata:
labels:
eks.amazonaws.com/component: pod-security-policy
kubernetes.io/cluster-service: "true"
name: eks:podsecuritypolicy:privileged
rules:
- apiGroups:
- policy
resourceNames:
- eks.privileged
resources:
- podsecuritypolicies
verbs:
-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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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最佳实践，我们建议大家将高权限 Pod 的绑定范围限制在特定命名空间之内（例如 kube-system），

并限制对该命名空间的访问操作。对于所有其他服务账户 / 命名空间，我们建议实施限制性更强的策略，例如：
apiVersion: policy/v1beta1
kind: PodSecurityPolicy
metadata:
name: restricted
annotations:
seccomp.security.alpha.kubernetes.io/allowedProﬁleNames: 'docker/default,runtime/default'
apparmor.security.beta.kubernetes.io/allowedProﬁleNames: 'runtime/default'
seccomp.security.alpha.kubernetes.io/defaultProﬁleName: 'runtime/default'
apparmor.security.beta.kubernetes.io/defaultProﬁleName: 'runtime/default'
spec:
privileged: false
# Required to prevent escalations to root.
allowPrivilegeEscalation: false
# This is redundant with non-root + disallow privilege escalation,
# but we can provide it for defense in depth.
requiredDropCapabilities:
- ALL
# Allow core volume types.
volumes:
- 'conﬁgMap'
- 'emptyDir'
- 'projected'
- 'secret'
- 'downwardAPI'
# Assume that persistentVolumes set up by the cluster admin are safe to use.
- 'persistentVolumeClaim'
hostNetwork: false
hostIPC: false
hostPID: false
runAs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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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ire the container to run without root privileges.
rule: 'MustRunAsNonRoot'
seLinux:
# This policy assumes the nodes are using AppArmor rather than SELinux.
rule: 'RunAsAny'
supplementalGroups:
rule: 'MustRunAs'
ranges:
# Forbid adding the root group.
- min: 1
max: 65535
fsGroup:
rule: 'MustRunAs'
ranges:
# Forbid adding the root group.
- min: 1
max: 65535
readOnlyRootFilesystem: false
此策略可防止 Pod 以高权限或者在提升权限后运行，同时也限制了能够挂载的卷类型以及可添加的 root 补充组。
另一种相似的管理方法，则建议首先锁定全部策略，而后将需要放宽限制的应用程序（例如需要在主机路径上

安装日志记录代理的应用）分别添加为例外。您可以在 Square 工程博客的最新文章中了解与此相关的详细信息。
* 注意

Fargate 是一种容器启动类型，可帮助您运行“无服务器”容器，其中的 Pod 容器将运行在 AWS 托管的基础
设施之上。使用 Fargate，您将无法运行高权限容器、也无法配置 Pod 以使用 hostNetwork 或者 hostPort。

不要以 root 用户身份在容器中运行进程

在默认情况下，所有容器都将以 root 用户身份运行。如果攻击者能够利用应用程序中的漏洞，并获取到运行

中容器的 shell 访问权限，则可能引发诸多安全问题。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缓解这种风险。首先，请从容器镜

像中删除 shell。其次，将 USER 指令添加至您的 Dockerﬁle 中，或者以非 root 用户身份运行 Pod 中的容器。
Kubernetes podSpec 会在 spec.securityContext 下包含一组字段，这些字段允许您指定用户及 / 或组来运行

您的应用程序。这些字段分别为 runAsUser 与 runAsGroup。您可以创建 Pod 安全策略以强制使用这些字段，

与此相关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阅：https://kubernetes.io/docs/concepts/policy/pod-security-policy/#users-and-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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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在 Docker 当中运行 Docker，或者在容器当中挂载套接字

虽然这种方式能够让我们更方便地在 Docker 容器中构建 / 运行镜像，但也相当于是把节点的全面控制权交给

了容器中运行的各进程。如果您需要在 Kubernetes 上构建容器镜像，请使用 Kaniko, buildah, img，或者使用
AWS CodeBuild 构建服务。

限制使用 hostPath；或者在必须使用 hostPath 时，限制可使用的前缀并将卷配置为只读

hostPath 是一个将目录从主机直接挂载至容器的卷。Pod 虽然很少需要这种类型的访问权限，但如果确有需要，
大家也应充分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风险。在默认情况下，以 root 用户身份运行的 Pod 将拥有对 hostPath 公开

文件系统的写入访问权限。这可能允许攻击者修改 kubelet 设置、创建指向特定目录或文件的符号链接，导致
未由 hostPath 直接公开的目录或文件最终暴露在外，最终引发 /etc/shadow、安装 ssh 密钥、读取挂载至当

前主机的 secrets 等恶意结果。为了减轻 hostPath 带来的风险，请将 spec.containers.volumeMounts 配置为

readOnly，例如：
volumeMounts:

- name: hostPath-volume
readOnly: true
mountPath: /host-path
大家还应使用 Pod 安全策略以限制 hostPath 卷所能使用的目录。例如，以下 PSP 片段将仅允许使用以 /foo
开头的路径，从而防止使用其他前缀的容器对主机文件系统进行遍历：
allowedHostPaths:

# This allows "/foo", "/foo/", "/foo/bar" etc., but
# disallows "/fool", "/etc/foo" etc.
# "/foo/../" is never valid.
- pathPreﬁx: "/foo"
readOnly: true # only allow read-only mounts

为各容器设置请求与限制，以避免资源争用与 DoS 攻击

在理论上，未配置任何请求或限制的 Pod 同样会消耗主机上的所有可用资源。当将其他 Pod 调度至某个节点

上时，该节点可能会因此遭遇 CPU 或者内存容量压力，最终导致 Kubelet 终止或者从该节点逐出新 Pod。虽

然我们无法完全阻止这些可能的后果，但可以设置请求与限制以最大程度减少资源争用问题，避免代码质量较
差的应用程序占用大量系统资源。

PodSpec 允许您指定对 CPU 及内存的请求与限制。CPU 属于一类可压缩资源，换言之可以进行超额订阅。内
存则属于不可压缩资源，即无法在多个容器之间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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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家指定 CPU 或内存的请求时，实际上就是在指定保证该容器所能获得的内存量。Kubernetes 会汇总 Pod
中的所有容器请求，并借此确定将 Pod 调度至哪个节点上。如果容器超出了请求的内存量，则节点可能出于
内存压力而将该容器终止。

限制（limits）代表的是我们允许容器消耗的最高 CPU 与内存资源量，且直接体现为容器创建时 cgroup 中

memory.limit_in_bytes 的值。超出内存限制的容器将被 OOM 直接终止。如果容器走出 CPU 资源上限，则会
受到限制。

Kubernetes 使用三种服务质量（QoS）类，对节点上运行的工作负载进行优先级排序，具体包括：

guaranteed、burstable 与 best-eﬀort。如果未设置限制与请求，则 Pod 将被配置为 best-eﬀort 类（最低优

先级）。当内存不足时，best-eﬀort 类 Pod 将被首先终止。如果对 Pod 内的所有容器都设置了限制，或者将

请求与限制设置为相同的非 0 值，则 Pod 将被配置为 guaranteed 类（最高优先级）。Guaranteed Pod 不会

被终止，除非超出当前配置的内存上限。如果将限制与请求配置为不同的非 0 值，或者对 Pod 中的某一容器

设置限制，而其他容器没有（或者只针对不同资源）设置了限制，则该 Pod 归属于 busrtable 类（中等优先级）。

这些 Pod 拥有一定资源保证，但一旦超过请求中设定的内存用量，则会被终止。
* 注意

请求不会影响到容器 cgroup 中的 memory_limit_in_bytes 的值；cgroup 限制被设定为主机上可用的内存量。
但如果节点的内存压力过大，则将请求值设置得过低可能导致 Pod 被 kubelet 终止。
类

优先级

条件

终止条件

Guaranteed

最高

limit = request != 0

仅在超出内存限制时

Burstable

中等

limit != request != 0

如果超过请求内存量，即可终止

Best-Eﬀort

最低

limit & request Not Set

当内存不足时将被首先终止

关于资源 QoS 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Kubernetes 说明文档。
您可以针对某个命名空间设置资源配额，或者创建限制范围，借此强制设定请求与限制。资源配额允许您将指
定资源总量，例如 CPU 与 RAM，分配给该命名空间。将其应用于命名空间之后，其会强制为您部署至此命名

空间的所有容器指定请求与限制。而限制范围，则允许您更精细地控制资源分配。使用限制范围，您可以为命
名空间内的各个容器或各 Pod 的 CPU 与内存资源设定最小 / 最大范围。如果未提供请求 / 限制值，也可以直
接使用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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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权限提升

权限提升允许进程更改其运行所在的安全上下文。Sudo 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属于包含 SUID 或 SGID 位的二进

制文件。权限提升在本质上，就是用户在其他用户或组的许可下执行文件的方式。您可以在 Pod 安全策略中将
allowPriviledgedEscalation 设置为 false，或者在 podSpec 中设置 securityContext.allowPrivilegedEscalation
以防止容器发生权限提升。

工具

kube-psp-advisor 是一款工具，可帮助您轻松通过 K8S 环境或某个包含一项 Pod 规范（Deployment、

DaemonSet、Pod 等）的单一 .yaml 文件创建 K8S Pod 安全策略（PSP）。

租户隔离

在使用多租户环境时，我们通常希望将某一用户或应用程序，与运行在同一共享基础设施上的其他用户或应用
程序隔离开来。

Kubernetes 是一款单租户编排工具，即集群中的所有租户都将共享同一个控制平面实例。当然，大家也可以
使用各类 Kubernetes 对象创建出多租户的使用体验。例如，大家可以采用命名空间与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RBAC），从而在逻辑上将各租户彼此隔离开来。同样的，您也可以使用配额与限制范围控制各个租户所能
消耗的集群资源量。但在这种情况下，集群本身将成为唯一强大的安全边界结构。一旦设法获得对集群内主机

的访问权限，攻击者即可检索挂载在该主机内的所有 Secrets、ConﬁgMaps 以及 Volumes。攻击者还可以模
拟 Kubelet，从而操纵节点的属性并 / 或在集群内实现横向移动。

以下各节，将向大家介绍如何在实现租户隔离的同时，降低 Kubernetes 这类单租户编排工具的使用风险。

软多租户

通过软多租户机制，您可以使用原生 Kubernetes constructs――例如命名空间、角色与角色绑定、网络策略

等――在租户之间建立起逻辑隔离机制。例如，RBAC 能够阻止租户彼此访问或操纵对方的资源。配额与限制

范围则控制着各租户能够消耗的集群资源数量，网络策略可以协助防止被部署至不同命名空间的应用程序进行
彼此通信。

但是，这一切控制机制都无法阻止来自不同租户的 Pod 共享同一节点。如果需要更强大的隔离性，则可以使

用节点选择器、反关联性规则及 / 或污点与容差机制，强行将来自不同租户的 Pod 调度至不同的节点之上；这

种方法通常被称为专有租户节点。但这种方式在拥有众多租户的环境中往往相当复杂，而且成本也太过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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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使用命名空间实现的软多租户机制不允许您为租户提供经过过滤的命名空间列表，这是因为命名空间需要在其
中以全局作用域 Type 存在。如果租户具有查看特定命名空间的能力，则可查看集群中的所有命名空间。
* 警告

在软多租户机制的支持下，租户将保留查询 CoreDNS 以在默认情况下在集群内运行所有服务的能力。如果需
要限制对记录的访问，可以考虑对 CoreDNS 使用防火墙或者策略插件。关于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 : https://github.com/coredns/policy#kubernetes-metadata-multi-tenancy-policy。

Kiosk 是一个开源项目，用于帮助实现软租户机制。其具体实现包含一系列 CRD 与控制器，用于提供以下功能：
Accounts & Account Users，在共享的 Kubernetes 集群中将各租户分隔开来。

Self-Service Namespace Provisioning，为账户用户提供自助命名空间配置。
Account Limits，保证共享集群的服务质量与公平性。

Namespace Templates 用于保护租户隔离并实现自助命名空间初始化。
Loft 是一款由 Kiosk 与 DevSpace 维护的商业产品，具有以下功能：

Multi-cluster access，用于对不同集群内的空间授权访问权限。
Sleep mode，可在非活动期间按比例收缩空间内的资源部署。

Single sign-on，可通过 OIDC 身份验证提供方案（例如 GitHub）实现单点登录。
我们可以通过软多租户机制实现以下三种主要用例。

企业设置

首先，企业环境中的“租户”一般只具备半信任权限，即根据员工、承包商或组织内的其他职位进行对应授权。
各个租户通常归属于某个行政组织（部门或团队），因此与后者的权限保持统一。

在这类设置中，集群管理员通常负责命名空间创建与策略管理工作。他们还可以实施委托管理模型，其中部分
用户可以监控命名空间，从而对与部署、服务、Pod、作业 等非策略相关的对象执行 CRUD 操作。

在这类设置下，Docker 提供的默认设置已经足以应对需求；或者，您可能还需要其他控制（例如 Pod 安全策略，

简称 PSP）进一步增强限制能力。如果需要更严格的隔离，大家可能需要限制不同命名空间中各服务之间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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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ernetes 即服务

相比之下，我们也可以在 Kubernetes 即服务（KaaS）设置中使用多租户机制。在使用 KaaS 时，您的应用程

序以及负责提供各 PaaS 服务的一组控制器与 CRD 将被托管在同一个集群当中。租户直接与 Kubernetes API

服务器进行交互，并允许对各非策略对象执行 CRUD 操作。其中还包含一项自助服务元素，允许租户创建并管

理自己的命名空间。在这类环境中，我们应假定租户当前运行的代码不受信任。

要在这类环境中隔离各租户，您可能需要实施严格的网络策略与 Pod 沙箱。所谓沙箱，是指在 Firecracker 等
微虚拟机内或用户空间内核中运行 Pod 容器的环境。现在，您可以使用 EKS Fargate 创建沙箱 Pod。

软件即服务 (SaaS)

最后，软多租户机制的另一项用例就是软件即服务（SaaS）的设置。在这类环境中，每个租户都与运行在集群
中的某个应用程序实例（这里的‘实例’请区别于‘EC2 实例’）相关联。另外，每个实例往往都对应自己的
数据，且使用通常独立于 Kubernetes RBAC 之外的独立访问控制机制。

与其他用例不同，SaaS 设置中的租户不直接与 Kubernetes API 相交互。相反，SaaS 应用程序负责与
Kubernetes API 接口交互，借此创建用于支持各个租户的必要对象。

Kubernetes Constructs
在上述几种情况下，Kubernetes 会使用以下几类 constructs 将租户彼此隔离开来：

命名空间

命名空间是实现软多租户的基础。我们可以使用命名空间将集群划分为多个逻辑分区。配额、网络策略、服务
账户以及实现多租户所需要的其他对象的作用域也将限于命名空间之内。

网络策略

在默认情况下，Kubernetes 集群内的所有 Pod 都可相互通信。您可以使用网络策略更改此行为。
网络策略使用标签或 IP 地址范围限制 Pod 之间的通信。对于需要在各租户之间进行严格网络隔离的多租户环

境当中，我们建议您从默认规则开始，其中一条规则会拒绝 Pod 之间的一切通信，另一条规则将允许所有 Pod

查询 DNS 服务器的名称解析。以此为基础，您可以在命名空间内添加更多规则以建立通信管理体系，并根据
实际需求不断加以完善。
* 注意

网络策略非常必要，但还远远不够。网络策略的实施通常还需要配合策略引擎，例如 Calico 或者 Cil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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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RBAC)

角色与角色绑定属于 Kubernetes 对象，用于在 Kubernetes 当中实现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RBAC）功能。其

中角色 Roles 包含可在集群中对各对象执行的操作列表，而角色绑定 Role bindings 则指定要应用该角色的个

人或组。在企业与 KaaS 设置当中，RBAC 可用于授权选定的组或个人管理对象。

配额

配额概念，用于对集群中托管的工作负载进行限制定义。使用配额，您可以指定 Pod 所能使用的最大 CPU 与

内存容量，也可以限制能够在集群或命名空间中分配的资源数量。限制范围 Limit ranges 则允许您声明每项限
制中的最小值、最大值与默认值。

在共享集群当中，对资源进行过量调度往往效果更好，能够最大程度运用系统资源。但对于集群的无限制访问

也有可能导致资源匮乏，进而引发性能下降并影响应用程序可用性。另一方面，如果将 Pod 的请求设置得太低，
且实际资源利用率超出了节点容量，则该节点必然遭遇 CPU 或内存压力。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能会重新启
动节点且 / 或该 Pod 被从节点中清退出去。

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大家应计划在多租户环境中为命名空间添加配额，强制要求租户在集群之上调度 Pod
时指定明确的请求与限制。通过限制 Pod 能够消耗的资源量，这种方式还能减轻潜在的拒绝服务可能性。

此外，您也可以使用配额分配集群资源，保证与租户的资源支出保持一致。这种方式特别适合 KaaS 类场景。

Pod 优先级与资源争用

如果希望为不同的客户提供不同的服务质量（QoS），大家应该充分利用 Pod 优先级与资源争用功能。例如，
使用 Pod 优先级，您可以将客户 A 的 Pod 配置为以高于客户 B 的优先级运行。当可用容量不足时，Kubelet
将首先清退客户 B 所拥有的优先级较低的 Pod，将腾出的资源用于容纳客户 A 的高优先级 Pod。这种方式特

别适合 SaaS 环境，能够为愿意支付额外费用的客户提供更高的服务质量

缓解控制

作为多租户环境的管理员，我们需要高度关注攻击者是否获得了对底层主机的访问权限。这时，大家可以考虑
采取以下控制措施，借此缓解这些风险：

Pod 安全策略（PSP）

这里建议大家使用 PSP 减少容器可以执行的操作并降低容器权限，例如保证容器以非 root 用户身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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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的沙箱化执行环境

沙箱技术是一种将各个容器运行在其独立隔离虚拟机当中的技术。执行 Pod 沙箱技术的常见工具包括

Firecracker 与 Weave 的 Firekube。

如果要在 AWS 上构建您的自托管 Kubernetes 集群，则可以配置备用容器运行时，例如 Kata Containers。
关于将 Firecracker 作为 EKS 支持的运行时相关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https://threadreaderapp.com/thread/1238496944684597248.html。

开放策略代理（OPA）与 Gatekeeper

Gatekeeper 是一款 Kubernetes 准入控制器，用于强制执行使用 OPA 创建的策略。借助 OPA，您可以创建一
项策略，在单独的实例上以更高优先级运行来自某些租户的 Pod。

另外您也可以使用用于 CoreDNS 的 OPA 插件（处在实验阶段），可让您使用 OPA 过滤 / 控制 CoreDNS 返回
的记录。

硬多租户

硬多租户机制，可以通过为各个租户提供独立的集群来实现。虽然这种方式在各租户之间建立起极强的隔离性，
但同时也带来不少缺点。

首先，面对大量租户，这种方法很快会将成本推到极高水平。因为我们不仅需要为每套集群的控制平面支付成
本，而且无法在各集群之间共享计算资源。这终将导致系统碎片化，各集群中的大量子集得不到充分利用，且
其他集群则可能处于过度利用的状态。

其次，您可能需要购买或构建专用工具以管理这些集群。但随着时间推移，管理成百上千个集群会带来沉重的
运营负担。

最后，相对于创建命名空间而言，为每个租户创建集群可能导致速度太过缓慢。但是，对于要求严格隔离的高
度管制的行业或 SaaS 环境当中，硬多租户仍然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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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方向

Kubernetes 社区已经意识到，软多租户机制与硬多租户机制都有着自己的缺陷与挑战。为此，多租户特别兴

趣小组（SIG，Special Interest Group）正努力通过多个孵化项目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构建分层命名空间控制
器（HNC）以及虚拟集群。

HNC 提案（KEP）描述了一种通过（策略）对象继承，在命名空间之间创建父子关系的方法，同时也允许租户
管理员创建出子命名空间。

虚拟集群提案则构想出一种机制，能够为集群中的各个租户创建独立的控制平面服务实例，包括 API 服务器、
控制器管理器以及调度程序等（也被称为「Kubernetes 上的 Kubernetes」）

多集群管理资源
Rancher

Kommander

Weave Flux

Banzai Cloud

Rafay

Lens

审计与日志记录

出于种种不同原因，我们往往有必要收集并分析（审计）日志记录。日志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根本原因分析与归
因，特别是将变更归因至特定用户。在收集到足够的日志之后，我们也可以利用此类素材进行异常行为检测。

在 EKS 上，审计日志将被发送至 Amazon CloudWatch Logs 处。EKS 目前的审计策略使用以下方法在帮助脚
本的参考策略基础上增强审计能力：
- level: RequestResponse

namespaces: ["kube-system"]
verbs: ["update", "patch", "delete"]
resources:
- group: "" # core
resources: ["conﬁgmaps"]
resourceNames: ["aws-auth"]
omitStages:
- "RequestReceived"
以上方法将记录 aws-auth ConﬁgMap 的变更，该 ConﬁgMap 用于授权对 EKS 集群的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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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建议

启用审计日志

审计日志属于 EKS 托管 Kubernetes 控制平面日志中的一部分，由 EKS 负责托管。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找到启
用 / 禁用控制平面日志的说明，具体涵盖 Kubernetes API 服务器、控制器管理器以及调度程序的日志与审计
日志：

https://docs.aws.amazon.com/eks/latest/userguide/control-plane-logs.html#enabling-control-plane-logexport.
* 背景信息

启用控制平面日志记录时，存储在 CloudWatch 中的日志将产生相应费用。这又是大家熟悉的安全成本问题了。
最终，您需要在成本与安全漏洞造成的损失（例如财务损失、声誉损失等等）当中寻求平衡点。当然，结合实
际情况，大家可能会发现只需要采用本指南中的一部分建议，已经足以充分保护业务环境。
* 警告

CWL 条目的最大大小为 256 KB，而 Kubernetes API 请求的最大大小为 1.5 MiB。

使用审计元数据

Kubernetes 审计日志包含两条注释，用于指示该请求是否得到授权（authorization.k8s.io/decision ）以及获
得授权的原因（authorization.k8s.io/reason）。使用这些属性，我们可以确定为什么该请求获准执行特定的
API 调用。

为异常事件创建警报

创建警报以自动提醒您 403 Forbidden 与 401 Unauthorized 响应发生数量增加，而后使用 host、sourceIPs
以及 k8s_user.username 等属性查找这些请求的具体来源。

使用 Log Insights 分析日志记录

使用 CloudWatch Log Insights 监控指向 RBAC 对象的变更，例如 Roles, RoleBindings, ClusterRoles 以及
ClusterRoleBindings。下面来看几条示例查询：
列出指向 Roles 的创建、更新与删除操作：
ﬁelds @timestamp, @message
| sort @timestamp desc
| limit 100
| ﬁlter objectRef.resource="roles" and verb in ["create", "update", "patch", "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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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指向 RoleBindings 的创建、更新与删除操作：
ﬁelds @timestamp, @message
| sort @timestamp desc
| limit 100
| ﬁlter objectRef.resource="rolebindings" and verb in ["create", "update", "patch", "delete"]
列出指向 ClusterRoles 的创建、更新与删除操作：
ﬁelds @timestamp, @message
| sort @timestamp desc
| limit 100
| ﬁlter objectRef.resource="clusterroles" and verb in ["create", "update", "patch", "delete"]
列出指向 ClusterRoleBindings 的创建、更新与删除操作：

ﬁelds @timestamp, @message
| sort @timestamp desc
| limit 100

| ﬁlter objectRef.resource="clusterrolebindings" and verb in ["create", "update", "patch", "delete"]
针对 Secrets 的未授权读取操作：
ﬁelds @timestamp, @message
| sort @timestamp desc
| limit 100
| ﬁlter objectRef.resource="secrets" and verb in ["get", "watch", "list"] and responseStatus.code="401"
| count() by bin(1m)
列出所有未成功执行的异常请求：

ﬁelds @timestamp, @message, sourceIPs.0
| sort @timestamp desc
| limit 100
| ﬁlter user.username="system:anonymous" and responseStatus.code in ["401", "403"]

审计 CloudTrail 日志

通过服务账户 IAM 角色（IRSA）由 Pod 调用的 AWS API，会连同对应的服务账户名称被自动记录至

CloudTrail 当中。一旦有未经明确授权的服务账户名称出现在日志当中，则代表 IAM 角色的信任策略可能存在

配置错误。一般来说，我们可以使用 CloudTrail 将 AWS API 调用行为与特定 IAM 主体准确关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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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随着日志数量的增加，我们可能很难继续使用 Log Insights 或者其他日志分析工具进行解析与过滤。因此，

大家需要考虑选择 Sysdig Falco 及 ekscloudwatch 等其他工具方案。Falco 负责分析审计日志，并能够在很长

一段周期之内标记各类异常或滥用情况。Ekscloudwatch 项目则负责将审计日志事件从 CloudWatch 转发至
Falco 以供分析。Falco 提供一组默认审计规则，您也可以根据需求自行添加更多功能。

另一个可行的选项，是将审计日志存储在 S3 当中，使用 SageMaker 随机砍伐森林（RCF）算法处理异常行为，
借此实现进一步调查。

工具选项

以下开源项目，能够帮助大家评估当前集群是否遵循既定最佳实践：
kubeaudit

MKIT

kubesec.io

polaris

Starboard

kAudit

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涵盖多个角度。首先在于应用保护规则，利用各项规则限制不同服务之间的往来网络流量。其次是在
传输过程中对流量进行加密。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在 EKS 上实施这些安全措施，常见的选项包括：
流量控制

网络策略
安全组

传输中加密

服务网格

容器网络接口（CNI）
Nitro 实例

网络策略

在 Kubernetes 集群当中，默认允许一切 Pod 到 Pod 间通信。由此带来的灵活性有助于快速实验，但也给安全

性带来不小的挑战。Kubernetes 网络策略是一种保护机制，能够限制各 Pod 之间、以及 Pod 与外部服务之间
的网络流量（通常称为东 / 西向流量）。Kubernetes 网络策略运行在 OSI 模型的 L3 与 L4 层当中。网络策略

使用容器选择器与标签以标识源容器及目标容器，也可以使用 IP 地址、端口号、协议号或者组合使用。Calico

是一款由 Tigera 提供的开源策略引擎，能够与 EKS 良好匹配。除了实现完整的 Kubernetes 网络策略功能集之外，
Calico 还具有丰富的扩展网络策略选项，包括对 L7 层规则的支持，例如在集成 Istio 的同时使用 HTTP。作为

由 Isovalent 维护的项目，Cilium 同样能够扩展网络策略以实现部分 L7 层规则支持，例如 HTTP。Cilium 也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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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DNS 主机名，能够借此限制 Kubernetes Services/Pods 与运行在 VPC 内外的资源之间的通信流量。与之对应，
Calico Enterprise 另外提供一项专业功能，允许您将 Kubernetes 网络策略映射至 AWS 安全组以及 DNS 主机名。

* 注意

在首次配置 EKS 集群时，默认不会安装 Calico 策略引擎。您可以在 VPC CNI repo（ https://github.com/aws/
amazon-vpc-cni-k8s/tree/master/conﬁg）中找到用于安装 Calico 的 manifests。

Calico 策略的应用范围可以是命名空间、Pod、服务账户或者全局。如果将策略限定在服务账户之内，则

Calico 会将一组入口 / 出口规则与该服务账户关联起来。使用适当的 RBAC 规则，我们可以防止团队覆盖掉这

些规则，保证 IT 安全专业人员能够安全地委派命名空间管理员。

您可以在 https://github.com/ahmetb/kubernetes-network-policy-recipes 上找到常见的 Kubernetes 网络
策略列表。此外，大家还可以在 https://docs.projectcalico.org/security/calico-network-policy 上找到关于
Calico 的一组类似规则选项。

相关建议

创建一项默认拒绝策略

与 RBAC 策略一样，网络策略应当遵循最低访问权限策略。首先请创建一项 deny all 策略，借此限制来自命名
空间的所有入站与出站流量，或者使用 Calico 创建一项全局策略。
Kubernetes 网络策略

apiVersion: networking.k8s.io/v1
kind: NetworkPolicy
metadata:
name: default-deny
namespace: default
spec:
podSelector: {}
policyTypes:
- Ingress
- E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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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

上图为 Tuﬁn 创建的网络策略查看器界面。
Calico 全局网络策略

apiVersion: crd.projectcalico.org/v1
kind: GlobalNetworkPolicy
metadata:
name: default-deny
spec:
selector: all()
types:
- Ingress
- Egress

创建一条允许 DNS 查询的规则

在拥有默认的 deny all 规则之后，大家可以以此为基础分层设计其他管理规则，例如允许各 Pod 查询
CoreDNS 或者名称解析的全局规则。这里，我们首先对命名空间进行标记：
kubectl label namespace kube-system name=kube-system
而后添加网络策略

apiVersion: networking.k8s.io/v1
kind: NetworkPolicy
metadata:
name: allow-dns-access
namespace: default
spec:
podSelector:
matchLabels: {}
policyTypes:
- Egress
egress:
- to:
- namespaceSelector:
matchLabels:
name: kube-system
ports:
- protocol: UDP
port: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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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co 全局策略示例

apiVersion: crd.projectcalico.org/v1
kind: GlobalNetworkPolicy
metadata:
name: allow-dns-egress
spec:
selector: all()
types:
- Egress
egress:
- action: Allow
protocol: UDP
destination:
namespaceSelector: name == "kube-system"
ports:
- 53

逐步添加规则，有选择地放开命名空间 /Pod 之间的通信流

首先允许命名空间之内各 Pod 之间的通信，而后添加自定义规则，进一步限制当前命名空间内各 Pod 间的通信。

逐步添加规则，有选择地放开命名空间 /Pod 之间的通信流

AWS VPC Flow Logs 能够捕捉流经 VPC 的流量的相关元数据，例如源与目标 IP 地址与端口，以及接收 / 丢弃
的数据包数量和大小等。您可以进一步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查找 VPC 内部资源（包括 Pod）之间的可疑或

异常活动。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Pod 的 IP 地址会经常变更，因此 Flow Logs 本身可能不足以覆盖所有异常

状况。Calico Enterprise 通过引入 Pod 标签及其他元数据扩展了 Flow Logs，帮助我们更轻松地解析各 Pod 之

间的往来流量。

通过 AWS 负载均衡器实现加密

AWS 应用程序负载均衡器 (ALB) 与网络负载均衡器 (NLB) 都支持传输加密（SSL 与 TLS）。ALB 当中的 alb.

ingress.kubernetes.io/certiﬁcate-arn 注释允许您指定需要添加至 ALB 的证书。如果省略此注释，则控制器将

使用 host 字段匹配可用的 AWS Certiﬁcate Manager (ACM) 证书，借此将证书添加至有需求的监听器当中。从

EKS v1.15 开始，我们可以将 service.beta.kubernetes.io/aws-load-balancer-ssl-cert 注释与 NLB 配合使用，
具体参见以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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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Version: v1
kind: Service
metadata:
name: demo-app
namespace: default
labels:
app: demo-app
annotations:
service.beta.kubernetes.io/aws-load-balancer-type: "nlb"
service.beta.kubernetes.io/aws-load-balancer-ssl-cert: "<certiﬁcate ARN>"
service.beta.kubernetes.io/aws-load-balancer-ssl-ports: "443"
service.beta.kubernetes.io/aws-load-balancer-backend-protocol: "http"
spec:
type: LoadBalancer
ports:
- port: 443
targetPort: 80
protocol: TCP
selector:
app: demo-app
--kind: Deployment
apiVersion: apps/v1
metadata:
name: nginx
namespace: default
labels:
app: demo-app
spec:
replicas: 1
selector:
matchLabels:
app: demo-app
template:
metadata:
labels:
app: demo-app
spec:
containers:
- name: nginx
image: nginx
ports:
- containerPort: 443
protocol: TCP
- containerPort: 80
protocol: 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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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Kubernetes & Tigera: 网络策略、安全与审计
Calico Enterprise
Cilium

Kinvolk's Network Policy Advisor 根据对网络流量的分析结果提供网络策略建议

安全组

EKS 使用 AWS VPC 安全组 (SGs) 来控制 Kubernetes 控制平面与集群各工作节点之间的流量。安全组还可用于

控制工作节点、其他 VPC 资源以及外部 IP 地址之间的流量。在配置 EKS 集群（且 Kubernetes 版本为 1.14-eks.3

或者更高）时，系统将自动为您创建一个集群安全组。安全组能够保证 EKS 控制平面与受管控节点组中的各

节点以不受限制的方式保持通信。为了简单起见，本文建议大家将集群 SG 添加至所有节点组，包括各类非托
管节点组。

在 Kubernetes 1.14 版本与 EKS eks.3 版本发布之前，我们需要为 EKS 控制平面与节点组分别配置安全组。大
家可以在 https://docs.aws.amazon.com/eks/latest/userguide/sec-group-reqs.html 上找到控制平面与节点
组安全组的最低与建议规则。控制平面安全组的最低规则，允许工作节点安全组由端口 443 入站，借此实现
与 Kubernetes API 服务器的安全通信。此外，规则还允许从端口 10250 出站至工作节点安全组；10250 为

kubelet 的监听端口。最小节点组规则允许控制平面安全组从端口 10250 入站，并由端口 443 出站。最后，
另有一项规则允许节点组内各节点间以不受约束的方式保持通信。

如果您需要控制运行在集群之内的各服务，以及运行在集群外各服务之间的通信，可考虑面向 pod 的安全组

（https://docs.aws.amazon.com/eks/latest/userguide/security-groups-for-pods.html）, 您可以借助它来为
一组 pod 设置一个已有的安全组。
* 警告

如果您将一个在 pod 创建前尚不存在的安全组指给一组 pod，这些 pod 将不会被调度。
您可以通过 SecurityGroupPolicy 对象以及 PodSelector、ServiceAccountSelector 的指定，来为 pod 指派安

全组。当 selectors 设置为’{}’时，在 SecurityGroupPolicy 中指定的安全组将被配置到该命名空间内的所有
pod 或 Service account。
重要

如果您要使用面向 pod 的安全组，您必须在安全组中允许访问集群安全组的端口 53 的出向流量 . 类似的，您
必须更新您的集群安全组以允许从 pod 安全组的端口 53 入向流量。
重要

面向 pod 的安全组依然适用安全组的服务限制，请妥善规划。
重要

在集群安全组（kubelet）侧，您必须为所有的 pod 探针创建相应的规则使得他们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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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面向 pod 的安全组依赖 ENI trunking 功能（该功能用于提升 EC2 上 ENI 的密度）。当 pod 被分配到一个安全

组后，VPC 控制器将一个分支 ENI 附加到该 pod 上。如果当前的节点组中没有足够的分支 ENI，pod 将停留在
pending 状态。实例索支持的分支 ENI 数量取决于实例类型。

访问：https://docs.aws.amazon.com/eks/latest/userguide/security-groups-for-pods.html#supportedinstance-types 以获取更多信息。

面向 pod 的安全组提供了一种 AWS 原生解决方案来解决进出集群的网络流量控制问题，而无需额外的策略守
护进程。同时也存在其它方案可供选择。例如，Cilium 策略引擎允许您在网络策略中引用 DNS 域名。Calico

企业版包含了网络策略到 AWS 安全组的映射的功能。如果您实施了类似 Istio 的服务网格（Service Mesh）方
案，您可以利用出向网关（egress gateway）来限制出向网络流量到某些域名或 IP 地址。请参考第三方链接
https://istio.io/latest/blog/2019/egress-traﬃc-control-in-istio-part-1/ 以获取更多信息。

传输中加密

需要遵循 PCI、HIPAA 或者其他法规要求的应用程序，往往要求在传输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加密。如今，TLS 已

经成为网络流量加密的首选方案。与其前身 SSL 一样，TLS 使用密码协议在网络上提供安全的通信机制。TLS
使用对称加密技术，能够根据会话开始时协商得出的共享 secret 生成数据加密密钥。下面来看在 Kubernetes
环境中加密数据的几种方法。

Nitro 实例

在默认情况下，C5n, G4, I3en, M5dn, M5n, P3dn, R5dn 以及 R5n 等几种 Nitro 实例之间的往来流量会自动加密。
但如果实例之间存在中间跃点（例如 Transit Gateway 或者负载均衡器），则流量不会进行加密。关于更多详
细信息，请参阅新功能公告以及传输中加密说明。

容器网络接口 (CNIs)

我们可以通过配置 WeaveNet 来自动使用 NaCI 加密所有流量，同时配合 IPsec ESP 加密快速数据路径流量。

服务网格

传输中加密也可以通过服务网格（例如 App Mesh、Linkerd v2 以及 Istio）来实现。目前，App Mesh 已经

支持使用 AWS 证书管理器 (ACM) 或者保存在虚拟节点本地文件系统中的私有证书实现 TLS 加密。Linkerd 与
Istio 则支持 mTLS，通过证书的相互交换与验证为网络添加额外的安全保护层。

aws-app-mesh-examples GitHub repo 中提供使用 ACM 发行证书以及 Envoy 容器随附证书进行 TLS 配
置的演练方案 : + 使用 TLS 证书提供的文件配置 TLS + 使用 AWS 证书管理器配置 T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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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控 制器与负载均衡器

入口控制器是一种将来自集群外部的 HTTP/S 流量智能路由至集群内所运行服务的方法。通常，这些入口位于

L4 层负载均衡器之后，例如经典负载均衡器或者网络网域均衡器（NLB）。加密的流量可以在网络中的不同位
置处终止，例如终止于负载均衡器、入口资源或者 Pod 处。终止 SSL 连接的具体方式与位置，将同组织实施
的网络安全策略决定。例如，如果您拥有一套要求端到端加密的策略，则需要在 Pod 处解密流量。但这也会

给您的 Pod 带来额外的处理负担，要求其耗费一定时间建立初始握手。总体而言，SSL/TLS 处理会占用大量
CPU 资源。因此，如果您拥有一定的灵活性空间，建议将 SSL 移交至入口控制器或负载均衡器。

我们可以通过配置，使用入口控制器终止 SSL/TLS 连接。点击此处了解如何在 NLB 处终止 SSL/TLS 连接。关

于 SSL/TLS 终止的其他示例请参阅以下资料。

通过 Contour 与 Let's Encrypt 以 GitOps 方式保护 EKS 入口安全

如何通过 ACM 终止 Amazon EKS 工作负载上的 HTTPS 通信流量？

* 注意

某些入口（例如 ALB 入口控制器）需要使用注释（而非直接在入口规范里指定）实现 SSL/TLS

工具选项

使用 ksniﬀ 与 Wireshark 在 Kubernetes 中验证服务网格 TLS
ksniﬀ

静态加密

您可以在 Kubernetes 当中使用三种不同 AWS 原生存储选项：EBS、EFS 与 FSx for Lustre。三者皆可使用服

务管理密钥或客户主密钥（CMK）实现静态加密。对于 EBS，大家可以使用 In-tree 存储驱动或者 EBS CSI 驱

动，这两个选项都包含用于加密存储卷并提供 CMK 的参数。在 EFS 中，您同样可以使用 EFS CSI 驱动程序；

但与 EBS 不同，EFS CSI 驱动程序不支持动态配置。如果希望将 EFS 与 EKS 配合使用，则需要在创建 PV 之
前为文件系统设定并配置静态加密。关于 EFS 文件加密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加密静态数据 (https://docs.

aws.amazon.com/efs/latest/ug/encryption-at-rest.html)。除了提供静态加密之外，EFS 与 FSx for Lustre 还

包含对传输数据进行加密的选项。FSx for Lustre 甚至会默认启用传输数据加密。在 EFS 中，您则可以通过向
PV 中的 mountOptions 添加 tls 参数的方式实现传输数据加密，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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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Version: v1
kind: PersistentVolume
metadata:
name: efs-pv
spec:
capacity:
storage: 5Gi
volumeMode: Filesystem
accessModes:
- ReadWriteOnce
persistentVolumeReclaimPolicy: Retain
storageClassName: efs-sc
mountOptions:
- tls
csi:
driver: efs.csi.aws.com
volumeHandle: <ﬁle_system_id>
FSx CSI 驱动程序支持对 Lustre 文件系统的动态配置。在默认情况下，其会使用服务托管密钥对数据进行加密，
如下所示；当然，大家也可以选择使用自己的 CMK：

kind: StorageClass

apiVersion: storage.k8s.io/v1
metadata:
name: fsx-sc
provisioner: fsx.csi.aws.com
parameters:
subnetId: subnet-056da83524edbe641
securityGroupIds: sg-086f61ea73388fb6b
deploymentType: PERSISTENT_1
kmsKeyId: <kms_arn>
* 注意

截至 2020 年 5 月 28 日，在默认情况下，写入至 EKS Fargate Pod 临时存储卷中的所有数据，都将使用行业
标准 AES-256 加密算法进行加密。服务本身将无缝处理加密与解密，您无需对应用程序做出任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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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建议

静态数据加密

对静态数据进行加密是一项最佳实践。如果不确定是否需要加密，请优先选择进行加密。

定期轮替 CMK

请配置 KMS 以自动轮替您的 CKM。此选项将每年进行一次密钥轮替，同时无限期保存旧有密钥供您随时解密
数据。关于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轮替客户主密钥。

使用 EFS 访问点简化对共享数据集的访问

如果您拥有多个具有不同 POSIX 文件权限的共享数据集，或者希望创建不同的挂载点以实现对部分共享文件系

统的访问，请考虑使用 EFS 访问点。关于访问点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s://docs.aws.amazon.com/efs/

latest/ug/efs-access-points.html。在当前版本中，如果要使用访问点（AP），需要在 PV 的 volumeHandle
参数中引用该 API。

Secrets 管理

Kubernetes secrets 用于存储各类敏感信息，例如用户证书、密码或 API 密钥等。Secrets 以 base64 编码的字

符串形式保存在 etcd 当中。在 EKS 上，etcd 节点的 EBS 卷自带 EBS 加密。各 Pod 可以在 podSpec 中引用密

钥以检索 Kubernetes 密钥对象。这些 secrets 可映射至环境变量，或者作为卷进行挂载。关于创建 secrets 的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https://kubernetes.io/docs/concepts/conﬁguration/secret/。
* 注意

对处于特定命名空间内的 secrets，所有处于同一命名空间的 Pod 皆可对该 secrets 执行引用。
* 警告

节点认证器允许 Kubelet 读取挂载至该节点的所有 secrets。

相关建议

使用 AWS KMS 对 Kubernetes secrets 进行信封加密

通过这种方式，您可以使用唯一数据加密密钥（DEK）实现对 secrets 的加密。接下来，您可以使用来自 AWS
KMS 的密钥加密密钥（KEK）对 DEK 进行加密，并定期按计划轮替此加密。使用 Kubernetes 的 KMS 插件，

所有 Kubernetes secrets 都将以密文（而非明文）的形式存储在 etcd 当中，且只能由 Kubernetes API 服务器
进行解密。关于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EKS 加密提供程序支持功能实现纵深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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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secrets 使用情况

在 EKS 上，开启审计日志记录并创建 CloudWatch 指标过滤器与警报，即可在发生 secret 使用行为时发出提

醒（可选）。以下为 Kubernetes 审计日志指标过滤器 {($.verb="get") && ($.objectRef.resource="secret")} 的
使用示例，大家也可以对 CloudWatch Log Insights 使用同样的查询：
ﬁelds @timestamp, @message
| sort @timestamp desc
| limit 100
| stats count(*) by objectRef.name as secret
| ﬁlter verb="get" and objectRef.resource="secrets"
以上查询将显示特定时间范围之内，某项 secret 被访问的次数。

ﬁelds @timestamp, @message
| sort @timestamp desc
| limit 100
| ﬁlter verb="get" and objectRef.resource="secrets"
| display objectRef.namespace, objectRef.name, user.username, responseStatus.code
此查询将显示 secret，以及尝试访问该 secret 的用户的命名空间、用户名以及响应代码。

定期轮替您的 secrets

Kubernetes 不会自动轮替 secrets。如果您需要进行 secerts 轮替，请考虑使用外部 secret 存储方案，例如
Vault 或者 AWS Secrets Manager。

使用单独的命名空间对不同应用程序 secrets 加以隔离

如果您拥有某些不希望在命名空间内各应用程序之间共享的 secrets，请为这类应用程序创建一个独立的命名
空间。

使用卷挂载代替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的值有可能意外出现在日志记录当中。以卷形式挂载的 secrets 将被实例化为 tmpfs 卷（一种支持
RAM 的文件系统）。当删除 Pod 时，该卷也将从节点中被自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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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外部 secrets 提供程序

目前市面上存在多种可供选择的 Kubernetes secrets 提供程序，包括 Bitnami 的 Sealed Secrets 以及

Hashicorp 的 Vault。与可在命名空间内所有 Pod 间共享的 Kubernetes secrets 有所不同，Vault 允许您通过

Kubernetes 服务账户限制对特定 Pod 的访问，同时支持 secrets 轮替功能。如果您对 Vault 不感兴趣，也可以

使用 AWS Secrets Manager 实现类似的功能，详见 https://github.com/jicowan/secret-sidecar 中的示例；或者，

您也可以尝试使用以下无服务器架构的 mutation webhook 方案 (https://github.com/mhausenblas/nase)。

运行时安全

运行时安全，旨在对容器运行时提供主动保护。其基本思路，是检查并 / 或防止容器内部发生恶意活动。使

用安全计算（seccomp），我们可以防止容器化应用程序对底层主机操作系统的内核执行某些 syscall。尽管
Linux 操作系统中包含成百上千项 syscall，但其中大部分并不属于容器运行的必要调用。通过限制容器能够执

行的系统调用，我们能够显著减少应用程序的攻击面。要开始使用 seccomp，请分析栈跟踪结果以查看您的应

用程序需要执行哪些调用，或者直接使用 syscall2seccomp 等工具。

与 SELinux 不同，seccomp 的设计目标并非将容器彼此隔离，只是保护主机内核免遭未授权系统调用的影响。

Docker 中包含一个默认的 seccomp 配置文件，适用于大多数常规工作负载。当然，您也可以为需要其他权限
的内容创建对应的配置文件。
* 注意

Seccomp 配置文件属于 Kubelet 的一项 alpha 测试功能。我们需要在 Kubelet 参数中添加

—seccomp-proﬁle-root 标记，才能使用这项功能。

AppArmor 与 seccomp 相似，只不过它可以限制容器的其他一些能力，包括对文件系统某部分的访问能力。
AppArmor 能够以强制执行或投诉模式运行。需要强调的是，AppArmor 配置文件的构建比较复杂，因此这里
建议大家使用 bane 等工具。
* 注意

Apparmor 仅适用于 Linux 的 Ubuntu/Debian 发行版。
* 注意

Kubernetes 目前尚不提供任何将 AppArmor 或 seccompt 配置文件加载至节点上的原生机制。用户需要手动

加载，或者在节点引导过程中完成安装。安装工作需要在 Pod 实际引用这些配置文件之前完成，否则调度程

序将无法分辨哪些节点拥有对应的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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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建议

使用第三方解决方案实现运行时防御

如果您对 Linux 安全性操作不太熟悉，可能很难创建并管理 seccomp 与 AppArmor 配置文件。本文建议大家

结合实际需求，考虑使用商业解决方案。目前市面上的不少商业解决方案已经超越了 AppArmor 及 seccomp

等静态配置文件选项，并开始使用机器学习技术阻止或警告可疑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后文中的工具选项
部分找到解决方案推荐，也欢迎大家在 AWS Marketplace for Containers 上寻找适合自己的现成产品。

在编写 seccomp 策略之前，考虑添加 / 丢弃 Linux 功能

功能的实现，离不开由 syscalls 对各项内核函数执行的多种检查。一旦检查失败，则 syscall 通常会返回一项

错误。我们可以在特定系统调用开始时执行检查，也可以在内核中的深层区域进行检查（这些区域可由多种不
同 syscalls 进行访问，例如写入特定权限文件）。另一方面，seccomp 属于一种 syscall 过滤器，能够在一切

syscall 实际运行前起效。其中一项进程将设置过滤器，借此撤销某些 syscall 运行权限，或者对特定 syscall 中
的特定参数做出修改。

在实际使用 seccomp 之前，请考虑添加 / 丢弃部分 Linux 功能以实现必要的控制能力。关于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https://kubernetes.io/docs/tasks/conﬁgure-pod-container/security-context/#set-capabilities-for-acontainer。

考虑能否通过 Pod 安全策略（PSP）实现保护目标

Pod 安全策略提供多种不同方法，能够全方位改善您的安全状况，同时避免带来不必要的复杂性因素。在尝试
构建 seccomp 与 AppArmor 配置文件之前，本文建议您首先考察 PSP 是否满足您的需求。
* 警告

如果对 PSP 的发展前景抱有疑问，您也可以考虑使用 Pod 安全上下文或 OPA/Gatekeeper 实现类似的控制机制。
您可以从 GitHub 的 Gatekeeper repo 当中获取 Gatekeeper 约束与 PSP 常用策略约束模板集合。

其他资源

工具选项

行动之前需要了解的 7 件事

Aqua

使用配置文件设置节点

Stackrox

AppArmor Loader

Qualys

Sysdig Secure
Twist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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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基础设施

保护容器镜像非常重要，而保护运行这些容器的基础设施自然同样重要。本节将探讨在缓解直接针对主机发起

的攻击方面可资参考的几种不同方法。本文建议您将这些规则与“运行时安全”部分中提到的保护方法配合使用。

相关建议

使用针对容器进行优化的操作系统

推荐大家考虑 Flatcar Linux, Project Atomic, RancherOS 以及 Bottlerocket（目前尚在预览阶段）。特别是

Bottlerocket，这是一套 AWS 专为 Linux 容器运行打造的操作系统，能够显著减少攻击面、在启动时使用经过
验证的磁盘镜像、并使用 SELinux 建立起强制性权限边界。

将基础设施视为不可变，自动替换其中的工作节点

当有新的补丁程序或更新可用时，请考虑替换工作节点，而非对基础设施执行就地升级。这一思路可以通过两
种方式实现：首先，您可以使用最新的 AMI 将实例添加至现有自动规模伸缩组当中，同时封锁并排空节点，

直到组内的所有节点都被最新 AMI 所取代；其次，您可以依次从旧节点组中封锁并排空节点，同时将实例添

加至新的节点组当中，直到所有节点都被替换完成。EKS 受控节点组使用的就是第二种方法，并将在有新 AMI

可用时提供工作节点升级选项。此外，eksctl 也提供相应机制，可使用最新 AMI 创建节点组，并在实例终止之

前从节点组中优雅地封锁并排空各 Pod。如果您决定使用其他方法替换工作节点，本文强烈建议您实施流程自
动化以最大程度减少人为监督需求。因为随着新的更新 / 补丁发布以及控制平面升级，大家可能需要定期替换
各工作节点。

使用 EKS Fargate，AWS 将在有更新可用时自动更新基础设施。此项操作通常可以无缝完成，但有时也可能导
致任务经历重新调度。因此，建议大家在以 Fargate Pod 形式运行应用程序时，在部署中为其创建多个副本。

使用 CIS benchmarks for Kubernetes 定期运行 kube-bench 以验证合规性

在 EKS 集群上运行 kube-bench 时，请参考 Aqua Security 在以下链接中提供的操作说明：
https://github.com/aquasecurity/kube-bench#running-in-an-eks-cluster。
* 警告

由于目前 EKS 优化型 AMI 对 kubelet 的特定配置方式，kube-bench 报告中可能出现误报情况。目前开发团队

正在 GitHub 上跟踪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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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工作节点的访问控制在最低程度

如果您需要远程访问主机，我们建议您使用 SSM Session Manager，而非直接启用 SSH 访问。SSH 密钥可能丢失、

被复制或者共享；相比之下，Session Manager 允许您使用 IAM 控制 EC2 实例的访问。此外，该管理器还能
对运行在实例上的各项命令的跟踪与记录进行审计。

目前，您还无法将自定义 AMI 与托管节点组（Managed Node Groups）一起使用，也无法为托管工作节点修

改 EC2 启动模板。这就带来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即如何在使用 SSM 代理远程访问这些实例的同时，

保证无需先使用 SSH 来安装 SSM 代理？作为临时的应对方案，本文建议您使用带有权限的 DaemonSet 以运

行 shell 脚本，进而完成 SSM 代理安装。
* 警告

由于 DaemonSet 以带有权限的 Pod 形式运行，因此一旦在工作节点上安装了 SSM 代理，则应考虑将

DaemonSet 删除。当 EKS 托管节点组功能后续支持自定义 AMI 及 EC2 启动模板之后，这一临时方案将不再需要。

将工作节点部署到私有子网

通过将工作节点部署在私有子网当中，您可以最大程度降低节点暴露在公共互联网中的可能性，借此减少遭受
攻击的几率。从 2020 年 4 月 22 日开始，向托管节点组内的节点分配公共 IP 地址的操作，将由其部署所处的

子网负责控制。在此之前，托管节点组内的节点会自动被分配予一个公共 IP。如果选择将工作节点部署至公共
子网，本文建议您实施 AWS 安全组限制规则以防止节点意外暴露。

利用 Amazon Inspector 评估主机暴露程度、安全漏洞以及最佳实践偏离状态

Inspector 要求部署代理，由其持续监控实例上的活动，并配合一组规则评估活动状态与最佳实践之间的一致性。
* 提示

目前，托管节点组尚不支持用户元数据或者自有 AMI。如果需要在托管工作节点上运行 Inspector，则需要

在节点启动引导完成后另行安装代理。您可以使用之前介绍的、在托管节点上安装 SSM 代理的方法，完成对
Inspector 代理的安装。
* 注意

Inspector 无法支持运行有 Fargate Pod 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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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选方案

运行 SELinux

背景信息

适用于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CentOS 以及 CoreOS 操作系统
SELinux 提供附加的安全层，能够使容器彼此以及容器与主机之间保持隔离。SELinux 还允许管理员对各个用户、

应用程序、进程以及文件强制执行强制访问控制（MAC）。您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支持性功能，使用一组标签对
指向特定资源的操作行为予以限制。在 EKS 上，大家可以选择 SELinux 防止容器访问彼此的资源。

容器 SELinux 策略在 container-selinux 软件包中进行定义。Docker CE 需要使用此软件包（及其依赖项），保

证由 Docker（或者其他容器运行时）创建的进程和文件具备受限的系统访问权限。容器使用的 container_t 标

签，为 svirt_lxc_net_t 的别名。这些策略能够有效阻止容器访问主机上的某些特定功能。

在配置 SELinux for Containers 时，Docker 会自动将工作负载 container_t 标记为一种类型，并为每个容器赋
予唯一的 MCS 级别，借此实现容器的彼此隔离。如果需要更宽松的限制，您也可以在 SELinux 中创建自己的

配置文件，由其向文件系统中的特定区域授权容器权限。与 PSP 类似，大家可以为不同的容器 /Pod 创建不同
的配置文件。例如，您可以为常规工作负载创建一个包含一组限制机制的配置文件，并为需要高权限访问的对
象创建单独的额外配置文件。

SELinux for Containers 还提供一组选项，可通过配置修改各项默认限制。大家不妨根据实际需求，启用或禁
用以下 SELinux Booleans：
Boolean

默认值

描述

container_connect_any

oﬀ

允许容器访问主机上的高权限端口。例如某容器需要将端口映射至

container_manage_cgroup

oﬀ

允许容器管理 cgroup 配置。例如，运行 systemd 的容器将需要启

container_use_cephfs

oﬀ

主机上的端口 443 或 80。

用此选项。

允许容器使用 ceph 文件系统。

在默认情况下，容器可以在 /usr 下读取 / 执行，并从 /etc 中读取大部分内容。 /var/lib/docker 与 /var/lib/

containers 下的文件拥有 container_var_lib_t 标签。要查看完整的默认选项列表，请参阅 container.fc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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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 container run -it \
-v /var/lib/docker/image/overlay2/repositories.json:/host/repositories.json \
centos:7 cat /host/repositories.json
# cat: /host/repositories.json: Permission denied
docker container run -it \
-v /etc/passwd:/host/etc/passwd \
centos:7 cat /host/etc/passwd
# cat: /host/etc/passwd: Permission denied
被标记为 container_ﬁle_t 的文件属于容器唯一可进行写入的文件。如果希望挂载卷处于可写入状态，大家需
要在末尾处指定 :z 或者 :Z。

:z 将重新标记文件，保证容器可执行读取 / 写入

:Z 将重新标记文件，保证仅（only）当前容器可执行读取 / 写入

ls -Z /var/lib/misc

# -rw-r--r--. root root system_u:object_r:var_lib_t:s0 postﬁx.aliasesdb-stamp
docker container run -it \
-v /var/lib/misc:/host/var/lib/misc:z \
centos:7 echo "Relabeled!"
ls -Z /var/lib/misc
#-rw-r--r--. root root system_u:object_r:container_ﬁle_t:s0 postﬁx.aliasesdb-stamp
docker container run -it \
-v /var/log:/host/var/log:Z \
ﬂuentbit:latest
在 Kubernetes 当中，重新标记机制略有区别。您可以通过指定自定义 MCS 标签来运行 Pod，而非由 Docker
自动重新标记各文件。支持重新标记的卷将自动完成重新标记，使得他们能够被访问。具有对应 MCS 标签的
Pod 将能够访问该卷。如果需要严格隔离，请为各个 Pod 设置不同的 MCS 标签。
securityContext:

seLinuxOptions:
# Provide a unique MCS label per container
# You can specify user, role, and type also
# enforcement based on type and level (svert)
level: s0:c144:c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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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示例中，s0:c144:c154 代表的是被分配给目标文件的 MCS 标签，指示该容器可以执行访问。
在 EKS 上，我们可以创建相应策略（例如 FluentD）以指定有权运行的高权限容器，也可以创建一项 SELinux
策略以允许该容器从主机上的 /var/log 位置读取数据――且无需对主机目录进行重新标记。其他拥有相同标
签的 Pods 也将能够访问同一批对应的主机卷。

我们已经在 CentOS 7 与 RHEL 7 上发布了采用 SELinux 配置的 Amazon EKS AMI 示例。这些 AMI 主要用于使

用演示，且完全能够满足客户提出的种种严苛监管要求（例如 STIG、CJIS 以及 C2S 等）。
* 警告

SELinux 会忽略掉类型未受限制的容器。

其他资源

SELinux Kubernetes RBAC 与面向本地应用程序的安全策略
Kubernetes 迭代强化
Audit2Allow
SEAlert

使用 Udica 为容器生成 SELinux 策略，这款工具能够查看容器规范文件中的 Linux 功能、端口与挂载点，

并生成一组用于保障容器正常运行的 SELinux 规则。

AMI 强化手册，用于强化操作系统以满足不同法规要求。

工具选项
Kei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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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dig Secure

eksctl

合规性

合规性是 AWS 以及服务使用者之间的共同责任。一般而言，AWS 负责“云本体安全”，用户则负责“云上工
作负载安全”。当然，具体划分以及用户负责的范围将因服务而异。例如，在 Fargate 当中，AWS 负责管理

其数据中心、硬件、虚拟基础设施（Amazon EC2）以及容器运行时（Docker）的物理安全性。Fargate 用户

则负责保护容器镜像及其应用程序。对于必须遵循合规性标准的工作负载，这种明确的责任划分应当成为一项
重要考量因素。

下表所示，为不同容器服务所遵循的合规性项目。
合规性项目

Amazon ECS
Orchestrator

Amazon EKS
Orchestrator

ECS Fargate

Amazon ECR

PCI DSS Level 1

1

1

1

1

HIPAA Eligible

1

1

1

1

SOC I

1

1

1

1

SOC II

1

1

1

1

SOC III

1

1

1

1

ISO 27001:2013

1

1

1

1

ISO 9001:2015

1

1

1

1

ISO 27017:2015

1

1

1

1

ISO 27018:2019

1

1

1

1

IRAP

1

0

1

1

FedRAMP Moderate
(East/West)

1

3PAO Assessment

0

1

FedRAMP High
(GovCloud)

1

0

0

1

DOD CC SRG

1

0

1

HIPAA BAA

1

正在评定
1

1

1

MTCS

1

1

0

1

C5

1

1

0

1

K-ISMS

1

1

0

1

ENS High

1

1

0

1

OSPAR

1

0

0

1

HITRUSST CSF

1

1

1

1

合规性状态会随时间变化。关于最新状态，请关注 https://aws.amazon.com/compliance/services-in-scope/。
关于云认证模型与最佳实践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AWS 白皮书 《云安全采用的认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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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移

左移的概念，强调在软件开发生命周期早期捕捉策略违规与错误。从安全角度出发，安全左移是一种重要的治
理思路。例如，开发人员可以在将应用程序实际部署至集群之前解决配置问题。早期捕捉错误，将有助于防止
与安全策略相违背的配置被部署至生产环境当中。

策略

您可以将策略理解为负责管理行为的一组规则，用于指定哪些行为可以进行、哪些应当禁止。例如，您可以通
过一项策略规定所有 Dockerﬁle 中都应包含一条 USER 指令，此指令将保证该容器以非 root 用户身份运行。

如果单纯以指导文档的形式存在，我们往往难以及时意识到并执行这样的策略。另外，随着需求变化，僵化的
文档内容也有可能过时，而策略则更加灵活可行。

相关建议

使用开放策略代理（OPA）或 Alcide 的 sKan 在部署之前检测策略违规

OPA 是 CNCF 推出的一款开源策略引擎，可用于制定策略决策，并能够以语言库或服务等多种形式运行。OPA

策略由 Rego 这一域特定语言（DSL）编写而成。尽管 OPA 通常作为 Kubernetes 动态准入控制器的一部分运行，

但大家也可以将其整合至 CI/CD 管道当中。以此为基础，开发人员能够在发布周期的早期获得与配置相关的反
馈，帮助其在执行生产部署之前抢先解决问题。

Conftest 以 OPA 为基础，用于为 Kubernetes 的配置测试工作提供以开发者为中心的友好体验。

sKan 由 OPA 提供支持，且以“量身定制”的形式检查 Kubernetes 配置文件是否符合安全性与最佳操作
实践。

工具与资源
kube-bench

docker-bench-security
actuary
AWS Inspector

Kubernetes 安全审查 对 Kubernetes 1.13.4 的第三方安全评估 (2019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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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响应与取证

只有针对事件做出快速反应，我们才最大程度减少由违规事件造成的损失。因此，请建立一套能够及时向您报

告可疑行为的可靠警报系统，这也是成就良好事件响应体系的第一步。当事件真实发生时，您必须快速做出决定：
销毁并更换容器、还是隔离并检查容器。如果需要隔离容器以进行取证调查与根因分析，请应遵循以下方法：

示例事件响应计划

确定存在问题的 Pod 与工作节点

在响应当中，我们应首先隔离损坏影响，即确定发生违规的位置，并将该 Pod 与相应节点同其他基础设施隔

离开来。

创建网络策略，通过拒绝所有入口与出口流量实现 Pod 隔离

大家可以使用 deny all 流量规则拒绝一切指向问题 Pod 的入口与出口流量，借此实现 Pod 隔离。参见以下网
络策略示例，其指向目标为标记为 app=web 的 Pod。
apiVersion: networking.k8s.io/v1
kind: NetworkPolicy
metadata:
name: default-deny
spec:
podSelector:
matchLabels:
app: web
policyTypes:
- Ingress
- Egress
* 注意

一旦攻击者获得了对底层主机的访问权限，则网络策略可能无法起效。如果您怀疑出现了此类情况，则可以使
用 AWS 安全组将受感染主机与其他主机进行隔离。在变更主机安全组时，请注意，其将影响到主机之上运行
的所有容器。

49

如有必要，撤销分配给 Pod 或工作节点的临时安全凭证

如果您曾为工作节点分配 IAM 角色，允许其 Pod 访问其他 AWS 资源，请从实例中删除这些角色以避免攻击活

动引发其他危害。同样的，如果您曾为 Pod 分配 IAM 角色，请评估能否安全从角色中删除 IAM 策略、同时不

对其他工作负载造成影响。

封锁工作节点

通过封锁受影响的工作节点，您可以通知调度程序以避免将 Pod 调度至受影响的节点之上。以此为基础，您
可以丛集群中删除需要进行取证调查的节点，并保证不致影响其他工作负载。背景信息
背景信息

本指南不适用于各个 Fargate Pod 皆运行在独立沙箱环境下的 Fargate 场景。在这种情况下，最佳处理方式并
非实施封锁，而应对入口与出口流量使用 deny all 网络策略，借此隔离受感染的 Fargate Pod。

在受影响的工作节点上启用终止保护

攻击者可能通过终止受影响节点以消除自身恶意行为痕迹。启用终止保护能够防止这类状况的出现。此外，您
还可以配合实例收缩保护保证该节点免受自动收缩操作的影响。
* 警告

您无法在竞价实例上启用终止保护。

标记存在问题的 Pod/ 节点，将其标为正在调查中

这将向集群管理员发出警告，除非调查完成，否则受影响的 Pod/ 节点将无法进行任何修改。

在工作节点上捕捉内存状态

捕捉操作系统内存。这将捕捉每个容器的 Docker 守护程序及其子进程。MargaritaShotgun 是一款远程

内存获取工具，可用于实现此项目标。

对正在运行的进程与已打开的端口进行 netstat 树导出。旨在捕捉各容器的 Docker 守护程序及其子进程。
• 在工作节点上的证据发生变化前，请运行以下 docker 命令。
• docker container top CONTAINER，用于运行进程。

• docker container logs CONTAINER，用于保留守护程序层级日志。
• docker container port CONTAINER，用于显示开启端口列表。
• docker container diﬀ CONTAINER，用于捕捉自初始启动以来，容器文件系统中各文件及目录中出现
的变化。

暂停容器以进行取证。

为实例的 EBS 卷保存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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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建议

参阅 AWS 安全事件响应白皮书

本节仅就此话题进行简短概述，并围绕部分安全漏洞的处理给出少量建议。若需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阅《AWS 安全事件响应》白皮书原文。

安全演练竞赛日

将您的安全团队分为两组：红队与蓝队。红队专注于探索不同系统漏洞，蓝队则扮演防御方角色。如果您的安
全人员数量较少，不足以建立独立团队，不妨考虑雇用拥有 Kubernetes 安全漏洞专业知识的外部人员。

针对集群运行渗透测试

定期对您的集群发动模拟攻击，有助于发现安全漏洞与配置错误。在开始之前，请首先参考渗透测试指南，据
此设计集群渗透测试方案

工具选项

kube-hunter, 一款面向 Kubernetes 的渗透测试工具。

Gremlin, 一套混沌工程工具包，可用于模拟针对您应用程序与基础设施的攻击活动。

kube-forensics, 一款 Kubernetes 控制器，其将触发作业以收集当前正在运行的各 Pod 状态，并将结果

存储至 Amazon S3 存储桶内。
Kubernetes 设施的攻击与防御

镜像安全

大家应该将容器镜像视为抵御攻击的第一道防线。安全性低下、结构设计不佳的容器镜像可能留下可乘之机，
致使攻击者逃逸出容器之外并获得对主机的访问权。一旦进入主机，攻击者即可访问各类敏感信息，或在集群
内 /AWS 账户间往来移动。下面来看缓解此类风险的相关最佳实践。

相关建议

创建最小化镜像

镜像保护的第一步，在于删除其中所有不必要的二进制文件。如果您使用的是来自 Dockerhub 的外部镜

像，请使用 Dive 等应用程序执行检查，借此观看容器中各层的内容。在这一步，请删除所有包含 SETUID 与

SETGID 位的二进制文件（这些可用于提升权限），并考虑删除所有可能被用于恶意目的的 shell 与实用程序（例
如 nc 与 curl 等）。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找到包含 SETUID 与 SETGID 位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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ﬁnd / -perm +6000 -type f -exec ls -ld {} \;

要从这些文件中删除特殊权限，请将以下指令添加至您的容器镜像当中：
RUN ﬁnd / -xdev -perm +6000 -type f -exec chmod a-s {} \; || true
这种作法，也被称为镜像“无害化”。

使用多阶段构建

本文建议大家使用多阶段构建实现镜像最小化目标。多阶段构建主要作用，在于实现持续集成周期内各组成部
分的自动化执行。例如，您可以使用多阶段构建进行源代码扫描或执行静态代码分析。以此为基础，开发人员
将即时获得反馈，而不必等待管道的执行结束。从安全角度来看，多阶段构建优势明显，能够帮助我们将推送
至容器注册表的最终镜像体积控制在最低程度。不包含构建工具与其他无关二进制文件的容器镜像能够显著减
少镜像攻击面，进而改善您的安全态势。关于多阶段构建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阅：https://docs.docker.com/develop/develop-images/multistage-build/。

定期扫描镜像中的安全漏洞

与虚拟机副本类似，容器镜像当中同样可能包含存在漏洞的二进制文件与应用程序库，也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引入新的漏洞。防范漏洞利用的最佳方法，就是使用镜像扫描工具定期扫描镜像。您可以设置当镜像推送
到仓库时或按需（每 24 小时一次）扫描存储在 Amazon ECR 中的镜像。ECR 目前使用 Clair 开源镜像扫描解

决方案。在镜像扫描完成后，结果将被记录至 EventBridge 中的 ECR 事件流。您也可以通过 ECR 控制台查看

扫描结果。具有严重或高危漏洞的镜像应立即进行删除或重建。如果从已部署的镜像中发现漏洞，则应尽快进
行更换。

要保障环境安全，我们首先需要明确是否存在带有漏洞的镜像、这些镜像又被部署在哪些位置。除了自行构建
镜像跟踪解决方案之外，您也可以选择现成商业产品，快速获取此类功能及其他更高级的功能选项，包括：
Anchore

Twistlock

Aqua

Kubei

Trivy

Kubernetes validation webhook 也可用于验证镜像中是否存在严重漏洞。Validation webhook 会在

Kubernetes API 之前得到优先调用，负责拒绝一切与 webhook 中所定义验证标准不符的请求。您可以点击此
处查看无服务器 webhook 示例，该 webhook 将确定 Pod 所提取的镜像是否存在严重漏洞。如果发现漏洞，
则拒绝该 Pod，并以事件的形式返回包含 CVE 漏洞列表的消息。

为 ECR 存储库创建 IAM 策略

如今，很多组织采用同一共享 AWS 账户服务多支独立运行的开发团队。如果这些团队之间不需要共享资产，
则可能需要创建一组 IAM 策略，用以限制各团队能够与之交互的镜像仓库访问活动。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

式之一，正是使用 ECR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是将多个相似存储库组合在一起管理的方式。例如，团队 A 的所
有 registry 都可以采用 team-a/ 开头，而团队 B 的所有 registry 都使用 team-b/ 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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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来看一项访问限制策略示例：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Sid": "AllowPushPull",
"Eﬀ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arn:aws:iam::123456789012:role/<team_a_role_name>"
},
"Action": [
"ecr:GetDownloadUrlForLayer",
"ecr:BatchGetImage",
"ecr:BatchCheckLayerAvailability",
"ecr:PutImage",
"ecr:InitiateLayerUpload",
"ecr:UploadLayerPart",
"ecr:CompleteLayerUpload"
],
"Resource": [
"arn:aws:ecr:region:123456789012:repository/team-a/*"
]
}]
}

考虑使用 ECR 私有端点

ECR API 调用默认访问公共端点。因此，只要请求已得到 IAM 的认证与授权，便可通过互联网访问 ECR 镜像仓库。

对于需要在集群 VPC 缺少互联网网关（IGW）的沙箱环境中进行操作的用户，大家可以为 ECR 配置专有端点。
通过创建专有端点，您可以直接使用私有端点访问 ECR API，而不再需要依赖于互联网路由。与此相关的更多
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ECR/latest/userguide/vpc-endpoints.html。

为 ECR 实施端点策略

默认的端点策略允许访问区域内的所有 ECR 存储库。但这可能允许攻击者 / 内部人员通过将数据打包为容器镜

像、并将其推送至另一 AWS 账户的 ECR 的方式，成功窃取敏感数据。为了缓解这方面风险，您应建立一项端

点策略，借此限制 API 对于 ECR 存储库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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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以下策略将允许您账户下所有 AWS 主体仅对您所拥有的 ECR 存储库执行所有操作：

{

"Statement": [{
"Sid": "LimitECRAccess",
"Principal": "*",
"Action": "*",
"Eﬀect": "Allow",
"Resource": "arn:aws:ecr:region:<your_account_id>:repository/*"
},
]
}
您可以使用新的 PrincipalOrgID 属性设置对应条件，进一步增强控制能力。该条件将防止不属于您 AWS
Organization 的 IAM 主体执行镜像 push/pull。关于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aws:PrincipalOrgID。

本文建议您在 com.amazonaws.<region>.ecr.dkr 与 com.amazonaws.<region>.ecr.api 端点上应用相同的策略。
由于 EKS 需要从 ECR 中提取 kube-proxy、coredns 以及 awsnode 的镜像，因此您需要将这些镜像所在的官方

账户 ID（例如 602401143452.dkr.ecr.us-west-2.amazonaws.com/* ）添加至端点策略的资源列表当中，或者
更改策略以允许从“*”中提取请求并限制指向您账户 ID 的镜像推送操作。下表所示，为作为 EKS 镜像来源的
AWS 账户与集群区域之间的对应关系。
账户编号

区域

602401143452

除以下列出区域外的所有商用区域

800184023465

HKG

558608220178

BAH

918309763551

BJS

961992271922

ZHY

要了解关于端点策略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VPC 端点策略控制 Amazon ECR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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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组标准镜像

相较于允许开发人员自主创建镜像，大家应尽可能为组织内的不同应用程序栈创建一组经过审查的镜像。这
也将帮助开发人员回避繁琐的 Dockerﬁle 编写工作，专注于编写产品代码。在将变更合并至 Master 之后，

CI/CD 管道即可自动编译资产，将编译好的 artifact 存储在 artifact 仓库内，并复制至适当的镜像当中，最终

将镜像推送至 Docker 镜像仓库内（例如 ECR）。您应至少创建一组基础镜像，供开发人员借此创建自己的

Dockerﬁle。在理想情况下，请避免从 Dockerhub 中获取镜像，这是因为：1）您可能无法把握镜像中的实际内容；
2）在热度最高的 1000 套镜像中，约有五分之一包含漏洞。关于这些镜像以及对应镜像的具体清单，
请参阅：https://vulnerablecontainers.org/。

将 USER 指令添加至 Dockerﬁles 当中，实现非 root 用户身份运行

正如我们在 Pod 安全部分所提到，您应尽可能避免以 root 用户身份运行容器。虽然您可以将其配置为

podSpec 的一部分，但本文仍强烈建议您在 Dockerﬁles 中使用 USER 指令。USER 指令用于为其后运行的
RUN、ENTRYPOINT 或者 CMD 指令设置要使用的 UID。

使用 Linting 扫描您的 Dockerﬁle

Linting 可用于验证您的 Dockerﬁles 是否遵循一组预定义规则，例如所有镜像需要包含 USER 指令或者包含

tag 标记。dockerﬁle_lint 是 RedHat 开发的一个开源项目，可针对各类常见最佳实践执行验证。其中还包含

一套规则引擎，您可以使用该引擎构建自有规则以实现 Dockerﬁle 的扫描。它还可被整合至 CI 管道当中，保
证管道中一切有违规则的 Dockerﬁles 构建任务自动失败。

从零开始构建镜像

在构建镜像时，一大主要目标在于尽可能减少容器镜像的攻击面。最理想的方法是实现镜像最小化，保证其中

不存在可能被滥用的二进制文件与安全漏洞。好消息是，Docker 提供一套从零开始（scratch）构建镜像的机制。
使用 Go 等语言，您可以创建一个静态链接的二进制文件，并在 Dockerﬁle 中加以引用，如以下示例所示：
############################
# STEP 1 build executable binary
############################
FROM golang:alpine AS builder
# Install git.
# Git is required for fetching the dependencies.
RUN apk update && apk add --no-cache git
WORKDIR $GOPATH/src/mypackage/myapp/
COPY . .
# Fetch dependencies.
# Using go get.

55

RUN go get -d -v
# Build the binary.
RUN go build -o /go/bin/hello
############################
# STEP 2 build a small image
############################
FROM scratch
# Copy our static executable.
COPY --from=builder /go/bin/hello /go/bin/hello
# Run the hello binary.
ENTRYPOINT ["/go/bin/hello"]
这将创建一套仅包含您应用程序、再无其他任何内容的容器镜像，极大提高安全水平。

镜像签名

在 Docker 刚刚推出之时，并不提供用于验证容器镜像的加密模型。直到 v2 版本，Docker 才将摘要添加至

镜像清单当中，用户可以借此对镜像配置进行哈希处理，并使用哈希值生成镜像 ID。在启用镜像签名之后，

Docker 引擎将验证清单的签名，以保证内容确实产生自受信任来源，且未遭任何篡改。在各层下载完毕后，

引擎将验证该层的摘要信息，保证内容与清单中指定的内容相匹配。镜像签名能够帮助大家验证与镜像关联的
数字签名，从而有效建立起安全的供应链。

在 Kubernetes 环境中，您可以使用动态准入控制器验证镜像是否经过签名，相关示例请参考：https://

github.com/IBM/portieris 以及 https://github.com/kelseyhightower/grafeas-tutorial。通过对镜像进行签名，
您可以验证发布者（源）以保证镜像未遭篡改（完整性）。

工具选项

Bane，一款适用于 Docker 容器的 AppArmor 配置文件生成器。
docker-slim，用于构建安全的最小化镜像。

dockerﬁle-lint，基于规则的 Dockerﬁles 整理工具。
Gatekeeper and OPA，基于策略的准入控制器。

in-toto，允许用户验证供应链中的某一步骤是否需要执行，以及该步骤是否由正确的参与者实际执行。
Notary，容器镜像签名项目。
Grafeas，一款开放工件元数据 API，用于审计并管理您的软件供应链。
原文链接：https://aws.github.io/aws-eks-best-practices/ 核子可乐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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