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人类社会在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之后，进入了一
个崭新的信息化时代。在信息时代，信息产业成为第一
大产业。信息就像水、电、石油一样，与所有行业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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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都相关，是一种基础资源。信息和信息技术改变着
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离开计算机、电视和手机等电
子信息设备，人们将无法正常生活和工作。可以说，在
信息时代，人们生存在物理世界、人类社会和信息空间
组成的三维世界中。与此同时，网络空间安全变得前所
未有地重要。
本章首先通过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常见的一些网络安
全问题案例让读者直观地感受网络空间安全实实在在地
存在于我们身边，与我们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然后，
通过引用三家国际机构的定义，引出网络空间安全的含
义，深入地介绍网络空间安全包含的内容及当前面临的
严峻形式。在介绍网络空间安全技术架构时，通过一张
思维导图展示了网络空间安全中 12 个方面的内容及其之
间的关系，这也是本书包含的主要内容。通过这张图，
读者能初步了解从产业界角度所理解的网络空间安全都
包含哪些内容、涉及哪些技术领域等。因为网络空间安
全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所以与工业革新、大数据一样，
面临巨大的发展机会，能进一步促进新业态发展和技术
变革。与此同时，我国在发展网络空间安全时还将面临
攻击的高级性、威胁的多元性和危害的倍增性等诸多挑
战。通过对网络空间安全的机遇与挑战的描述，可以看
出网络空间安全的发展道路还很漫长，任重而道远。本
章最后将通过一个案例和推荐的课外阅读材料让读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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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安全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对这本书所列的技术架构有立体的认识，为学习后续章
节的内容打下良好基础。

1.1

工作和生活中的网络安全

1.1.1

生活中常见的网络安全问题

一提到网络安全，很多人就会想到“黑客”，觉得网络安全很神秘，甚至离现实生活
很遥远。但实际上，网络安全与我们的生活关系密切，网络安全问题屡有发生。比如，现
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类似如下列举的安全事件。
1. QQ 账号密码被盗
不法分子通常在网络上购买病毒软件或者木马程序，再通过网络上各种信息搜集平
台或工具，获得大量的用户邮箱信息，然后向这些邮箱群发伪装过且带有病毒或者木马的
邮件，如用户无意中打开邮件，轻则会被不法分子盗取 QQ 密码，更严重的会被窃取隐私
信息，给用户带来损失。
2. 支付宝账号被盗
经常有不法分子获得用户支付宝账户信息，导致用户支付宝内存款被转走，如果支
付宝绑定了银行卡，还会出现银行卡被转账的情况。
3. 银行卡被盗刷
有时我们会收到陌生电话号码发来的短信，并含有很吸引人的图片或网络链接，如
果我们没有注意，点击了短信中的图片或链接，就有可能被盗刷银行卡。此类事件在现实
生活中已经层出不穷。
此外，我们还会遇到形形色色的网络安全事件，可见，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渗透到我
们的日常生活中。之所以出现这些网络安全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公众对网络安全问题的警
惕性不高，另一方面也缺乏抵御网络安全威胁的知识，本书后面各章将陆续介绍防御这些
网络威胁的技术和方法。

1.1.2

工作中常见的网络安全问题

在互联网时代，工作更多地依赖于互联网，因此，工作场景下也会遇到各类网络安
全问题，下面给出了工作中常见的网络安全问题。
1. 网络设备面临的威胁
路由器是常用的网络设备，是企业内部网络与外界通信的出口。一旦黑客攻陷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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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那么就掌握了控制内部网络访问外部网络的权力，将产生严重的后果。
2. 操作系统面临的威胁
目前，我们常用的操作系统是 Windows 和 Linux，这两种系统也面临着网络安全威
胁。一方面，操作系统本身有漏洞，黑客有可能利用这些漏洞入侵操作系统；另一方面，
黑客有可能采取非法手段获取操作系统权限，对系统进行非法操作或破坏，因此操作系统
的安全不容忽视。
3. 应用程序面临的威胁
计算机上运行着大量的应用程序，包括邮箱、数据库、各种工具软件等，这些应用
程序也面临着严峻的网络安全问题。例如，邮箱因被攻击而无法正常提供服务，甚至导致
邮件信息泄露，企业数据库被攻击会造成大量交易信息或用户信息泄露，等等。应用程序
的安全与企业和用户的正常工作息息相关。
可见，工作场景下依然面临严峻的安全问题，随着本书的介绍，我们将学习到抵御
这些风险和威胁的相关技术和手段。

1.2

网络空间安全的基本认识
通过上面的几个案例可以看出，伴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

网络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广泛、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人们生活和工作日益离不开网络
空间，随之而来的网络空间安全问题也日益增多。要想更好地避免和解决网络空间安全问
题，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网络空间。
我们常说的网络空间，是为了刻画人类生存的信息环境或信息空间而创造的词。早
在 1982 年，移居加拿大的美国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其短篇科幻小
说《 Burning Chrome 》中创造了 Cyberspace 一词，意指由计算机创建的虚拟信息空间。
在这里，Cyber 强调了电脑爱好者在游戏机前体验到的交感幻觉，表明 Cyberspace 不仅是
信息的聚合体，也包含了信息对人类思想认知的影响。
后来，Cyberspace 一词逐渐被接受和熟悉，这也体现了网络空间概念的不断丰富和演
化，与之相关的 Cybersecurity 一词开始进入大家的视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提及。那么，
什么是网络空间安全呢？
实际上，由于网络空间安全的内涵丰富，涉及领域广泛，且这些领域在飞速发展中，
因此尚未有公认的、准确的定义，我们只能从与其相关的不同侧面来认识这一新兴领域。
本书将列出 ISO/IEC 27032:2012、ITU（国际电联）以及荷兰安全与司法部的文件中关于
网络空间安全的定义，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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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1：ISO/IEC 27032:2012——《Information technology–Security techniques-Guidelines
for cybersecurity 》：“ the Cyberspace ”is def ined as“ the complex environment resulting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people, software and services on the Internet by means of technology devices
and networks connected to it, which does not exist in any physical form。
Cybersecurity is“ preservation of conf identiality, integrity and 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
in the Cyberspace. ”
定义 2：ITU（国际电联）——The collection of tools, policies, security concepts, security
safeguards, guidelines, risk management approaches, actions, training, best practices,assurance
and technologies that can be used to protect the cyber environment and organization and
user’s assets. Organization and user’s assets include connected computing devices, personnel,
infrastructure, applications, services,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s, and the totality of
transmitted and/or stored information in the cyber environment. Cybersecurity strives to
ensure the attainment and maintenance of the security properties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user’s
assets against relevant security risks in the cyber environment. The general security objectives
comprise the following: availability; integrity, which may include authenticity and nonrepudiation; and conf identiality.
定义 3 ：荷兰安全与司法部——Freedom from danger or damage due to the disruption,
breakdown, or misuse of ICT. The danger or damage resulting from disruption, breakdown
or misuse may consist of limitations to the availability or reliability of ICT, breaches ofthe
conf identiality of information stored on ICT media, or damage to the integrity of that
information.
通过以上三家国际机构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网络空间安全是为维护网络空间正
常秩序，避免信息、言论被滥用，保障个人隐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免遭恶
劣影响而需要的一切措施，是为确保网络和信息系统的安全性所建立和采取的一切技术层
面和管理层面的安全防护举措；包括避免联网硬件、网络传输、软件和数据因偶然和恶意
的原因而遭到破坏、更改和泄露，使系统能够连续、正常运行而采取的技术手段或管理监
督的办法，以及对网络空间中一切可能危害他人或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约束、监管以及预
防和阻止的措施。
综上所述，由于网络空间是所有信息系统的集合，是人类生存的信息环境，人在其
中与信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网络空间存在更加突出的信息安全问题，但由于其
加入了“空间”的概念，其核心内涵远远超出了信息安全，涵盖了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安
全、经济安全、舆情安全以及个人隐私安全等方方面面，社会属性十分突出。目前，一方
面是信息技术与产业的空前繁荣，另一方面是危害信息安全的事件不断发生。不法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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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黑客攻击、恶意软件侵扰、利用计算机犯罪、隐私泄露等都对信息安全构成了极大
威胁。除此之外，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对信息安全提出新的挑战，比如量子技术和 DNA 计
算机技术的出现，就使得许多现有公钥密码（RSA、ELGamal、ECC 等）在这两种环境下
将不再安全。
因此，网络空间安全的形势是严峻的。习近平主席曾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
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我们必须确保我国的网络空间安全。

1.3

网络空间安全的技术架构
前面提到过，网络空间安全涉及领域众多，内涵丰富，且网络空间安全的很多相关技

术尚在飞速发展中，作为一本导论教材，我们无法将所有内容完整呈现。考虑到本书的定
位和读者对象，我们将从产业界的视角出发，涵盖产业界所理解的网络空间安全的主要内
容，重点讨论企业界对网络空间安全中几个核心内容的认识，包括物理安全、网络安全、
系统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大数据背景下的先进计算安全问题、舆情分析、隐私保
护、密码学及应用、网络空间安全实战和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从当前的发展来看，这几个
层次相互依存、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牵制，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化。
本书所采用的网络空间安全技术架构如图 1-1 所示。基于这一技术架构，我们安排了
本书各章的内容，主要包括：
● 物理安全：主要介绍物理安全的概念、物理环境安全和物理设备安全等内容。
● 网络安全：主要介绍网络与协议安全、网络安全与管理、识别和应对网络安全风
险等内容。
● 系统安全：主要介绍操作系统安全、虚拟化安全和移动终端安全等内容。
● 应用安全：主要介绍恶意代码、数据库安全、中间件安全和 Web 安全等内容。
● 数据安全：主要介绍数据安全的范畴、数据的保密性、数据存储技术以及数据备
份和恢复技术等内容。
● 大数据背景下的先进计算安全问题：主要介绍大数据安全、云安全和物联网安全
等内容。
● 舆情分析：主要介绍舆情的概念、网络舆情的分析方法、两种舆情分析应用技术
等内容。
● 隐私保护：主要介绍个人用户的隐私保护、数据挖掘领域的隐私保护、云计算和
物联网领域的隐私保护和区块链领域的隐私保护等内容。
● 密码学及应用：主要介绍密码算法、公钥基础设施、虚拟专网和特权管理基础设
施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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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网络空间安全技术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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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空间安全实战：介绍社会工程学和网络空间安全实战案例等内容。
●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介绍信息安全法规和政策、信息安全标准体系和企业安全压
力测试及实施方法等内容。

1.4

我国网络空间安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网络空间安全涉及多学科，知识结构和体系宽广。作为一种新兴事物，我国的网络

空间安全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状态。

1.4.1

我国网络空间安全面临的重大机遇

伴随信息革命的飞速发展，互联网、通信网、计算机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数字
设备及其承载的应用、服务和数据等组成的网络空间，正在全面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
式，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
● 信息传播的新渠道。网络技术的发展突破了时空限制，拓展了传播范围，创新了
传播手段，引发了传播格局的根本性变革。网络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学习交流
的新渠道，成为人类知识传播的新载体。
● 生产生活的新空间。当今世界，网络深度融入人们的学习、生活、工作的方方面
面，网络教育、创业、医疗、购物、金融等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交
流思想、成就事业、实现梦想。
● 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信息技术在国民
经济各行业广泛应用，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催生了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
新模式，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
动力。
● 文化繁荣的新载体。网络促进了文化交流和知识普及，释放了文化发展活力，推
动了文化创新创造，丰富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已经成为传播文化的新途径、提
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新手段。网络文化已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社会治理的新平台。网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作用日益
凸显，电子政务应用走向深入，政府信息公开共享，推动了政府决策科学化、民
主化、法治化，畅通了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成为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
表达权、监督权的重要途径。
● 交流合作的新纽带。信息化与全球化交织发展，促进了信息、资金、技术、人才
等要素的全球流动，增进了不同文明交流融合。网络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国际
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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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主权的新疆域。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与陆地、海洋、天空、太空同等重要的人
类活动新领域，国家主权拓展延伸到网络空间，网络空间主权成为国家主权的重
要组成部分。尊重网络空间主权，维护网络安全，谋求共治，实现共赢，正在成
为国际社会共识。

1.4.2

我国网络空间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

在网络空间安全面临重大机遇的同时，网络安全形势也日益严峻，国家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国防安全及公民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面临着风险与挑战。
● 网络渗透危害政治安全。政治稳定是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基本前提。利用网络
干涉他国内政、攻击他国政治制度、煽动社会动乱、颠覆他国政权，以及大规模
网络监控、网络窃密等活动严重危害国家政治安全和用户信息安全。
● 网络攻击威胁经济安全。网络和信息系统已经成为关键基础设施乃至整个经济
社会的神经中枢，遭受攻击破坏、发生重大安全事件，将导致能源、交通、通
信、 金 融 等 基 础 设 施 瘫 痪， 造 成 灾 难 性 后 果， 严 重 危 害 国 家 经 济 安 全 和 公 共
利益。
● 网络有害信息侵蚀文化安全。网络上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交锋，优秀传统文
化和主流价值观面临冲击。网络谣言、颓废文化和淫秽、暴力、迷信等违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害信息侵蚀青少年身心健康，败坏社会风气，误导价值
取向，危害文化安全。网上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频发，网络文明程度亟待
提高。
● 网络恐怖和违法犯罪破坏社会安全。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势力利用
网络煽动、策划、组织和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直接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社会
秩序。计算机病毒、木马等在网络空间传播蔓延，网络欺诈、黑客攻击、侵犯知
识产权、滥用个人信息等不法行为大量存在，一些组织肆意窃取用户信息、交易
数据、位置信息以及企业商业秘密，严重损害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影响社会
和谐稳定。
● 网络空间的国际竞争方兴未艾。国际上争夺和控制网络空间战略资源、抢占规则
制定权和战略制高点、谋求战略主动权的竞争日趋激烈。个别国家强化网络威慑
战略，加剧网络空间军备竞赛，世界和平受到新的挑战。
● 网络空间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必须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
管理、确保安全，坚决维护网络安全，最大限度利用网络空间发展潜力，更好惠
及中国人民，造福全人类，坚定维护世界和平。

第1章

网络空间安全概述

9

本章小结
本章从现实生活和工作中所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入手，使读者意识到网络安全就在
身边。接下来详细介绍了网络空间安全的含义、产业界所理解的网络空间安全的技术架
构。最后，对我国网络空间安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习题
1. 网络空间安全有哪些定义？
2. 简述网络空间安全的技术架构。
3. 数据安全包括哪些内容？
4. 我国网络空间安全面临哪些机遇？
5. 我国网络空间安全面临哪些挑战？
6. 列举一些你身边遇到或发现的网络安全问题，试分析其中的原因，并说明有哪些防范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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