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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 26日，“数据安全”高

端对话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举行，

与会嘉宾围绕“构建数字安全生态 助力

数字经济发展”主题，围绕大数据的价值

发挥、数据产业的健康发展，以及大数据

应用与个人信息保护等话题展开深入交

流，共同探索数据安全发展之路。

据了解，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网络安全法》 正式实施，2018 年 5

月， 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简称

GDPR）出台，越来越多的与数据信息

安全相关的条例、法规落地施行。 随着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已经成为与物

质资产和人力资本同样重要的基础生

产要素， 大数据正在重塑世界新格局。

数据的价值能否长远发挥，数据产业能

否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依赖于全行业的

数据安全保障水平。 聚焦行业前沿，洞

悉交流全球数据安全最新发展趋势，推

动我国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探讨数

据安全发展之路势在必行。

在主旨演讲环节， 中国工程院院

士、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

2015 年图灵奖获得者、美国国家工程院

院士、加密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惠特菲尔

德·迪菲，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高

等研究院“杨振宁讲座” 教授王小云，

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副总裁、阿里巴巴首

席安全专家杜跃进，励讯集团全球高级

副总裁及首席信息安全官菲拉维欧·维

拉纳斯特， 天融信科技集团 CEO 李雪

莹，分别以“大数据———信息安全的机

遇与挑战”“大数据和信息保障”“密

码技术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数据

安全的六大误解”“大数据时代的身份

安全保护”“数据安全防护体系” 为题

发表主旨演讲，共话数据安全。

在论坛上的对话环节， 北京互联网

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雯，北京师范大学

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吴沈括，中

国消费者协会商品服务监督部主任皮小

林， 普华永道中国风险及控制服务合伙

人许森渠，全知科技（杭州）有限责任公

司 CEO方兴就“大数据应用与个人信息

保护”主题进行了讨论对话。

论坛还发布了 《贵州大数据安全

产业蓝皮书》。

（本报记者 金毛毛 梁婧）

“大数据对于信息安全来说，既是

机遇也是挑战。 ”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在对话上

发表题为“大数据———信息安全的机

遇与挑战” 主旨演讲时表示，大数据

应用本身既是安全防御的重点， 也是

保障网络与信息安全的有力手段。

邬贺铨说，从挑战方面来说，为了

防止数据被盗， 我们把数据分布式存

储，然后加密，这样数据不容易被盗，

即便被盗，也打不开。 但是，实际上黑

客木马有些攻击不完全是要解析数

据，而是希望用数据进行勒索。 所以，

不仅仅是怕别人盗窃数据， 还得防止

数据被锁死。

邬贺铨说，在机遇方面，利用大

数据可以将威胁发现范围扩展到包

括数据资产、软件资产、实物资产、人

员资产、服务资产和其他为产业提供

支持的无形资产。 通过对海量日志大

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大量新的网站

攻击特征、网站漏洞、溯源定位攻击

源。 大数据工具还特别适合用高级持

续性威胁的检测和取证，通过大数据

分析，把进来的 APT 的风险一步步找

到，找到它潜伏的地方，甚至是攻击

的来源。 与此同时，在大数据场景下，

采用角色挖掘技术可根据用户的访问

记录自动生成角色， 可以判断这个用

户，以及发现这个用户的异常行为，对

于异常用户还可以及时跟踪， 判断他

什么时候可能会发生攻击， 会从哪个

地方发生攻击，找出这种攻击意图，可

以提前报警。

“人工智能可以对网络流量、各种

数据、以及成千上万的关联点进行分析

并发现异常，可以将企业的预计数据以

及外部关联数据关联起来，找出网络风

险，对伪装的恶意文件包括僵尸网络可

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分辨出来。利用大

数据与人工智能结合，可以制定数据风

险模型和恶意内容库，通过外部的舆情

采集并关联用户行为信息及时更新调

整。 ” 邬贺铨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

大数据对于信息安全来说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2015 年图灵奖获得者、美国国家工程院院

士、加密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惠特菲尔德·迪菲：

信息保障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2015年图灵奖获得者、美国国家

工程院院士、 加密实验室首席科学

家惠特菲尔德·迪菲发表题为“大数

据和信息保障” 的主旨演讲时说，对

于当今社会来说，信息保障是一个全

新的挑战。

惠特菲尔德·迪菲说，信息社会，

信息保障关乎于两方面融合，第一个

是文件性，第二是信息安全。 要保证

哪怕是受到攻击的情况下，这个信息

系统也能够正常工作。 所以，这也带

来另一个话题，也就是质量保障。 信

息安全有三大关键要素，第一是可利

用性，需要让这个系统能在线做好它

该做的工作，特别是自动驾驶的汽车

控制系统， 要确保可利用性一直存

在。 第二点是完整性，要确定信息的

来源是所期望的那个来源，而且过程

当中没有被人篡改过。第三是在特别

重要的一些系统， 比如银行的保密

性，要确保别人不能够知道你不想让

他们知道的信息。 这三者当中，前两

者的重要性比第三者更重要一些。

惠特菲尔德·迪菲说， 截至目前，

大家公认解决信息安全问题的办法就

是密码学， 把数据进行一定程度的混

淆，使得只有拥有密码、拥有密钥的人

才能够解锁，解开这种混淆，了解它原

本的信息。在信息安全和密码学的关系

当中，密码学是信息安全的核心，没有

一个真正的分布式的安全系统不用密

码学的。但绝对不是说光有密码学就可

以保证信息安全，没有密码学，就绝对

不会有信息安全。

“在解决安全保障问题方面，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将起到非常重要的

作用。 因为针对编程和编程的方法，

高级语言与低级语言之间需要花很

多时间进行编译， 编译器经过详细

检查可以避免其中一些错误， 这将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信息保

障是非常值得的，必须要去做，同时

数据量越大， 安全保障的重要性就

越大。 ” 惠特菲尔德·迪菲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杨振宁讲座” 教授王小云：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密码技术

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高

等研究院“杨振宁讲座” 教授王小

云在发表题为“密码技术与数字经

济高质量发展” 的演讲时说 ，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密码技术 。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发展是安全的

保障。

王小云说，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

的今天， 万物互联极大地改变了人们

的生活和思维方式， 激发出创造的无

限可能。同时，信息技术极大地推动着

世界向更高效、 智能、 环保等方向前

进，但在通往智能社会的道路上，信息

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王小云说， 在信息化世界里，如

何既保障隐私过程无痕，又实现事后

审计与司法鉴定取证，在保护隐私的

同时又不能让犯罪泛滥？ 目前，我国

《电子签名法》《网络安全法》《电

子商务法》 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

施，将为大数据安全提供有力的法律

保障。

“海量数据存储、传输、处理和利

用，特别需要大型计算机，云计算的不

可信任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这就需要

对密文进行一些处理， 特别是新型密

码技术，比如有密文检索技术、密文计

算、同态加密，还有函数加密等各种手

段。 ” 王小云说，信息与网络安全保障

体系需要完善一些技术， 比如云服务

的远程身份鉴别、隐私保护问题、大数

据的安全治理问题、支付的安全问题、

生物特征的保全问题、 万物互联的审

计溯源取证问题、 以及芯片的安全问

题等。

王小云说，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密码技术。 密码技术将深度融

合到 5G、区块链、人工智能、卫星通

信、物联网、智慧城市等众多数字经济

领域。 密码系统既要抵抗现有计算机

能力攻击， 也要抵抗未来量子计算机

的攻击，网络技术发展的安全保障，需

要培养高水平的解决密码安全的学科

交叉型人才。

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副总裁、 阿里

巴巴首席安全专家杜跃进发表题为

“数据安全的六大误解” 主旨演讲。 他

认为，当下对数据安全存在六大误解：

第一大误解， 限制数据采集就能

保护数据安全。 目前法律界将更多精

力放在限制数据采集，这有一定效果，

但特别需要加强的应该是数据的保护

和使用。

第二个误解， 精准营销就等于隐

私侵犯。 精准营销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一个基本特点， 如果它等于隐私侵

犯的话， 那第四次工业革命则无法进

行。 所以本质问题在于，企业在提供个

性化服务、精准营销时，有没有能力做

到不侵犯隐私。

第三个误解， 大数据安全能防止

数据被偷。 今天，数据安全不能仅仅盯

着大数据平台， 而是要解决全链条数

据安全问题。

第四个误解，DT 时代和 IT 时代

一样，先有应用后有数据。

第五个误解， 过去的思路和方法，

能够解决今天的数据安全。 其实，传统

的以系统为中心的安全观念，已不能满

足今天数据的安全。今天数据安全是全

新问题，需要新的方法，需要重新定义。

第六个误解，数据是石油，所以应

该像保护石油一样保护数据。 数字经

济或者第四次工业革命要想更健康的

发展，要有更多数据产生，而不是像石

油那样用了就越来越少。 所以，如何鼓

励数据更多产生， 如何鼓励数据更好

流动，是更加重要的。

“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过去的

经验越来越没有用。 在这样的挑战下，

需要非常开放、非常创新的思维，同时

要有更大的视野和格局才能适应未来。

要确保数据安全，还应建立多方配合参

与的治理模式，让数据安全和数据流动

能正向促进，把安全变成内在动力。 ”

杜跃进说。

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副总裁、阿里巴巴首席安

全专家杜跃进：

让数据安全和数据流动正向促进

励讯集团全球高级副总裁及首

席信息安全官菲拉维欧·维拉纳斯特

发表题为 “大数据时代的身份安全

保护” 的主旨演讲。 他表示，解决合

成身份欺诈，要基于大数据建立身份

的唯一标示符。

菲拉维欧·维拉纳斯特说， 身份认

证过去一般通过人们在数字世界当中

的数字指纹和数字足迹实现，这些身份

是实体的可观测的数据点，比如账户密

码组合、生物特征、安全设备等。但是真

正理解身份的一种方法，就是把所有具

体数据点连接起来，从而可以覆盖到更

大的数据面上。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

去构建一个以身份为中心，能够体现其

属性与其他身份之间关系的网络图。在

网络图当中，各个身份以及他们之间的

关系都能够明显体现出来。

“如今，合成身份欺诈已经占到身

份欺诈的 85%份额，这也导致了 80%的

信用卡损失。如通过一连串的工具或者

密钥， 窃取第二个身份验证的要素，来

实现移动设备的远程操控。这对于网络

电子商务来看， 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

菲拉维欧·维拉纳斯特说，要解决这些

问题，首先，要拿到数据并把它联系起

来，然后建立一个非常大的数据图，通

过独特不变的唯一标识符， 准确定位

各个数据源中同一身份的相关数据，

并将此基本事实用于身份验证、 基于

知识的身份确认、 以及为行为分析提

供背景信息。 利用这样一种唯一标识

符的身份识别来进行验证， 也可以组

合多个认证要素加强认证。

菲拉维欧·维拉纳斯特说， 从安

全角度上来看，防范合成身份欺诈问

题，必须通过不同算法、密码算法作

为基石来进行监测，同时关注新的方

式、新的技术来解决，包括哈希函数

算法，必须随时关注包括防御方和攻

击方之间的攻防效果，而且不断改进

防御效率。

励讯集团全球高级副总裁及首席信息安

全官菲拉维欧·维拉纳斯特：

运用大数据建立身份的唯一标示符

“构建数据安全防护体系，要以网

络安全通用防护为基础， 以保障关键

数据为核心， 最后目标是实现对数据

全生命周期保护。 ” 天融信科技集团

CEO 李雪莹发表题为“数据安全防护

体系” 的主旨演讲时说。

李雪莹说，数据安全是网络安全的

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安全不仅包括网络

信息系统，还包括其中的数据。过去，一

直关注网络安全、平台安全、应用安全

等，现在更为重要的是如何确保网络数

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

李雪莹说， 数据流动和多状态特

点， 给数据安全防护体系建设带来很

大挑战。 构建数据安全防护体系，首先

要以网络安全通用防护为基础， 以保

障关键数据为核心， 最后目标是实现

对数据全生命周期保护， 这是建立数

据安全防护体系中的总体思路。

“基于这样的思路，首先是数据安

全防护范围要做到两个全覆盖。第一覆

盖全场景， 在整个信息系统链条当中，

每一点上的数据都要做覆盖， 计算环

境、边界上、网络传输中，这些数据都要

做到全覆盖。第二是对于要管理的关键

数据覆盖全生命周期，从它的产生到销

毁。 ” 李雪莹说，在数据安全防护当中，

要考虑数据环境安全。在数据安全防护

体系的建设当中，应该运用可信计算技

术，加强整个数据安全防护的强度。

“在数据安全防护体系具体建设

中， 要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和同步运

行。 要以数据安全为视角，来牵引防护

体系的同步规划； 要以治理评估手段

推动同步建设； 要以能力支撑服务来

保障整个体系同步运行。 ” 李雪莹说。

天融信科技集团 CEO 李雪莹：

以保障关键数据为核心

实现对数据全生命周期保护

本报记者 金毛毛 梁婧 / 文 郭然 / 图

“数据安全” 高端对话———

构建数字安全生态 助力数字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