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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被黑——史上最严重的十次黑客袭击，索尼两次中招！ 

知名财经网站CNNMoney日前盘点了迄今为止史上最严重的10次黑客袭击事件，其中包括电脑病毒、

信用卡盗窃、数据泄露以及尴尬备忘录泄露等。 

 美国400万政府雇员资料被窃 

 索尼影业遭袭导致董事长下台 

 黑客用10万台电脑攻击Spamhaus 

 Heartland1.3亿张信用卡信息被盗 

 Conficker蠕虫病毒感染数千万台电脑 

 Target1.1亿用户账户遭袭 

 Anthem8000万项客户记录被窃 

 TJX9400万位客户银行卡信息失窃 

 索尼连续遭到多次袭击 

 摩根大通8300万客户信息被窃 

资料来源：http://news.mydrivers.com/1/433/4335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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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被黑——史上最严重的十次黑客袭击，索尼两次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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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5月期间，索尼频繁登上各大媒体的

头版头条。 

该公司屡次受到黑客的攻击，引发了史上最严

重的用户资料“泄露”事故。 

一个黑客团体公然提出一个新词“Sownage”，

意思为“索尼征服计划”，把索尼世界各地的网

站当成了自己的“后花园”。 

索尼数据泄露事件涉及的用户总数超过1亿人！ 

 索尼公司提供的在线游戏服务网站PlayStation网络（PSN）有超过7700万的

使用用户。 

 2011年4月19，系统管理员开始注意到在其遍及全球的130个服务器中，有一

些服务器上出现了可疑的活动，互联网历史上最大的单个数据泄露事件就这样

发生了。 

 黑客破坏了索尼的服务器，使得它们会无缘无故的重启，流氓软件删除了所有

的日志文件以隐藏其操作。 

 进入索尼的服务器后，流氓软件就窃取了数百万PlayStation用户的个人信息

和信用卡信息。 

 认为这次黑客攻击其目的是报复对乔治·霍兹（George Hots）的民事诉讼—

—最著名的黑客之一，曾破解了iOS，索尼PlayStation的客户端操作系统，

随后还将这些破解方法都公布在他的个人主页上 



索尼被黑——史上最严重的十次黑客袭击，索尼两次中招！ 

4月20日，索尼的工程师发现一些数据似乎已从他们的服务器传到外面的计算

机上。立即己关闭了全球的PlayStation网络。 

4月22日，索尼向FBI报警称可能发生了大量数据泄漏。黑客可能窃取了1200

万个用户的信用卡信息 

5月2日，索尼又关闭了其第二项服务——索尼在线娱乐（Sony Online 

Entertainment） 

6月1日，索尼影视娱乐公司的网站也被黑客攻击，几百万用户的个人信息被泄

露，75000条音乐代码和350万张优惠券被窃取. 

索尼数据泄露事件涉及的用户总数超过1亿人，根据美国的报告，每年在线系

统泄露的个人信息大约涉及1亿人，而索尼这次事件仅一次就超过了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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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被黑——史上最严重的十次黑客袭击，索尼两次中招！ 

祸不单行，索尼两次被黑 

2014年11月22日，美国索尼影业遭到黑客攻击，事件起因于该

公司将要发行的“以刺杀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为主题的电影

《采访》（The Interview），由于多方介入，此事已经发酵成

一起国际政治事件。 

在《采访》中，一档电视脱口秀节目的制作人和主持人获得了独

家采访金正恩的机会，随后被中情局征召去刺杀金正恩。 

该片自公布起便伴随着极大的争议。 

当索尼公司正紧锣密鼓地公映该片时，其网络遭到自称“和平护

卫队”的黑客团体的攻击，大量信息被泄露：从员工安全信息到

影视“大佬”们的“敏感”邮件，以及海量新片种子、电影剧本。黑

客们还公布了索尼高管薪酬的详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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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被黑——史上最严重的十次黑客袭击，索尼两次中招！ 

黑客于12月16日发出“最后通牒”，警告所有将要前去观看《采访》的观众，威胁将在放映地点发动袭

击，“世界将笼罩在恐惧中，记住‘9·11’事件的教训。”。 

出于安全考虑，美国多家院线包括AMC纷纷决定撤销放映该电影。迫于威胁，索尼影业也在17日发表

声明，决定正式取消《采访》在美国以及全球其他国家的一切发行计划。 

这些黑客让索尼蒙受了相当大的商业损失；一些公之于众的邮件也令公司陷入了尴尬境地。 

此事也引起了FBI和白宫的注意，在12月18日的白宫新闻会上，发言人厄内斯特说，就索尼影业受网

络黑客攻击一事，美国官员过去几天一直在开会讨论并正在考虑作出“适当的回应”。第二天，美国联

邦调查局（FBI）就发表声明，正式指控朝鲜为这一网络攻击事件的幕后主谋。 但是，FBI并未透露具

体证据，这引起了学界的质疑。 

白宫方面对这一网络攻击表态十分谨慎，迟迟未做出正式 

回应。但是在19日FBI发表声明的数小时后，奥巴马 

公开指控朝鲜。奥巴马称有证据表明“索尼被黑”一事 

的罪魁祸首是朝鲜，并称索尼不应屈服于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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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被黑——史上最严重的十次黑客袭击，索尼两次中招！ 

黑客采用了SQL注入、DDoS、跨站脚本XSS等攻击手法， 

其攻击手段本身并无新奇和高明之处， 

那么，为何每次攻击都能让索尼中招？ 

好像全世界的黑客都盯上了索尼 

首先，索尼PSN网络被攻击源于一个已知的漏洞，这个漏洞没有被网络管理人员及时修补； 

其次，被攻击的索尼PSN服务器使用的是过时Apache Web服务器软件，该软件并没有安

装防火墙； 

第三，索尼大部分网站的数据只有用户密码用了Hash算法加密，其他资料全部以明文的

形式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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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谁偷窃了我们的信息 

如果连接上一个没有防火墙和反病毒软件的互联网会发生什么吗？ 

你的电脑将会在几秒钟内瘫痪 

许多天的时间来修复； 

业务无法交易 

会盗窃或毁坏有价值的数据 

记得2017年5月的勒索病毒？ 

如果你是那位正准备答辩却电脑中毒的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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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谁偷窃了我们的信息 

信息安全的威胁来自于三个方面： 

人为的错误和失误 

包括人员非恶意造成的意外问题。 

- 比如，一名员工错误理解了操作程序，导致意外地删除了客户记录； 

- 又如，一名员工在备份数据库的过程中，无意安装了旧版本的数据库并覆盖了最新的数据。 

- 应用程序的编写错误等也会造成数据的丢失或错误 

恶意的人为活动 

包括现有和已离职员工的蓄意窃取和破坏数据， 

还包括闯入系统的黑客和感染计算机系统的病毒和蠕虫， 

以及闯入系统窃取经济利益的外部罪犯。 

另外，它还包括网络恐怖主义。 

以及自然事件和灾害 

包括火灾、水灾、飓风、地震、海啸、雪崩和其他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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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为什么系统容易受到破坏 

其根源来自于技术、组织和环境等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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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来自员工的内部威胁 

通常认为安全威胁来自组织外部，事实上，企业内部人员带来的安全问题也很严重。 

员工具有访问内部信息的权利，如果安全措施不到位，他们就能够遍历组织的整个系统而

不留一丝痕迹。 

网络安全被侵害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用户缺乏安全知识。 

许多员工会忘记了访问计算机系统的密码或者允许同事使用他/她自己的系统 

恶意入侵者有时会假装成公司的合法员工因需要信息而向他人骗取密码。 

终端用户和信息系统专家也是导致信息系统出错的一个主要来源 

终端用户因为输入错误，或是不按使用说明处理数据及使用计算机设备而导致计算机出错 

信息系统专家在设计和开发新的软件或是维护现有的程序时会引发软件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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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来自员工的内部威胁 

信息系统因受到来自组织内部行为不轨的员工造成的经济损失比来自外部的破坏大得多 

据估计，75%的计算机罪行是企业内部人员犯下的， 

给组织造成真正大损失的是白领犯罪！ 

白领犯罪每年造成美国4000亿美元的损失， 

这个数额比美国国防开支还多1080亿美元， 

信息技术使完成和隐瞒罪行更容易。 

更令人震惊的是，大多数组织的内部犯罪行为（约为2/3）没有报告！ 

斯诺登事件 

2013年6月，前中情局（CIA）职员爱德华·斯诺登拷贝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机密数据，并将其中两份

绝密资料交给媒体并发表。 

舆论炸弹：美国国家安全局有一项代号为"棱镜"的秘密项目 

美国舆论随之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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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恶意软件：病毒、蠕虫、特洛伊木马、间谍软件 

计算机病毒、蠕虫、特洛伊木马等含有恶意代码的软件称为恶意软件（malware）。 

计算机病毒（computer virus） 

是一种通常在用户不知情和许可的情况下，附着在其他软件程序或者数据文件上并可执行的欺诈软件

程序。 

有些计算机病毒仅仅是恶作剧，但多数计算机病毒却具有极强的破坏性 

当人们发送电子邮件、复制文件或运行程序时，病毒就可能会借机进行自我复制，并从一台计算机传

播到另一台计算机。 

蠕虫（worm）病毒 

是一种独立的计算机程序，可以在网络上将自己从一台计算机复制到另一台计算机。 

与其他病毒不同，蠕虫并不附着在其他的计算机程序或文件上，蠕虫可以自己运行并进行病毒的传播 

这说明了为什么计算机蠕虫比其他计算机病毒传播的更快。 

蠕虫会毁坏数据和程序，同样也会扰乱甚至中断计算机网络的运行。 

1988年11月2日 第一个网络传播的蠕虫病毒诞生——莫里斯蠕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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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恶意软件：病毒、蠕虫、特洛伊木马、间谍软件 

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 

是一种软件程序，由于它不会自我复制，特洛伊木马本身 

并不是一种计算机病毒， 

然而它却将病毒或其他恶意代码带入计算机系统。 

 “特洛伊木马”源于一个历史典故：在特洛伊战争中希腊人 

将部分士兵藏在巨大的木马中，当特洛伊士兵将截获的战力品 

——巨大的木马拖入坚固的城堡大门后，也将希腊士兵带入城内。 

夜幕降临后，希腊士兵从木马中现身，他们打开城堡大门，里应外合占领了城堡。 

间谍软件（spyware） 

这些小程序将自己偷偷安装在计算机上监视用户的计算机操作， 

如上网活动等，偷偷跟踪用户在自己电脑上输入数据时的键盘和鼠标操作，获取个人网上银行、

社交网站等敏感的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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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黑客与计算机犯罪 

黑客就是一群这样的计算机盗贼， 

 他们通常是一些过度沉迷于计算机，或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进入或使用计算机网络系统的人。 

 黑客利用互联网的开放性和易用性等特点，通过寻找网络和计算机系统安全防御的弱点来进行非授权访问。 

黑客活动超越了纯粹的系统入侵， 

 黑客会盗窃商品和信息、毁坏系统和网络，黑客也会故意中断、毁坏，甚至摧毁一个网站或企业信息系统， 

 如将一个政府或企业网站变成了网络涂鸦墙，使用充满着攻击性的言论和照片占据网站的主页。 

黑客通常通过使用伪造的电子邮件地址或者假冒他人来伪装自己、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黑客会将用户的网页链接误导入一个欺骗网站，如黑客会建立一个与真实的银行网站无异的山寨银行网站，并将用户

的网页访问链接误导入这个伪装的欺骗网站，从而偷走用户的银行卡号和密码等敏感信息。 

嗅探器（sniffer）是一种在网络中监控信息传输的窃听程序 

 嗅探器程序使黑客能够从网络中任何地方窃取有价值的私有信息，包括电子邮件信息、政府或公司文件、机密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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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黑客与计算机犯罪 

拒绝服务攻击 

在拒绝服务攻击（denial-of-service attack，DoS attack）中，黑客向网络服务器发送成

千上万的伪通信或服务请求，造成网络阻塞和崩溃，以致网络对合法的请求也不能及时处

理，从而实现对网络的攻击。 

除了对网络带宽进行的消耗性攻击，只要能够对目标造成麻烦，使某些服务被暂停甚至

主机死机，都属于拒绝服务攻击。 

攻击者进行拒绝服务攻击，实际上让服务器实现两种效果： 

一是迫使服务器的缓冲区满，不接收新的请求； 

二是使用IP欺骗，迫使服务器把合法用户的连接复位， 

影响合法用户的连接。 

攻击不会破坏信息或者访问公司的信息系统，但会导致网站关闭 

对于交易繁忙的电子商务网站，这种攻击产生的代价极为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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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黑客与计算机犯罪 

计算机犯罪 

 计算机犯罪种类繁多， 

 从电子破坏、闯入他人系统到使用计算机恐吓甚至谋杀。 

 大多数的黑客活动都是一种计算机犯罪行为 

 以计算机为犯罪目标的计算机犯罪有： 

 攻击被保护的计算机保密数据、未经授权进入计算机系统、进入受保护的计算机蓄意诈骗、进入受保护的计算

机进行肆无忌惮的破坏、蓄意发送程序代码或命令以破坏受保护的计算机、威胁破坏受保护的计算机； 

 以计算机为犯罪工具的计算机犯罪有： 

 盗取商业秘密、非法拷贝软件和受版权保护的知识产权、谋划诈骗、使用电子邮件恐吓或骚扰他人、蓄意拦截

电子通信内容、非法访问电子通讯记录（如电子邮件、语音信箱等）、利用计算机传播和制作色情作品。 

 没有人知道计算机犯罪问题危害程度的严重性 

 ——有多少系统被入侵，有多少人参与了犯罪活动，或是带来了多大的经济损失？ 

 大多数公司都不愿意报告其发生的计算机犯罪，可能涉及其内部员工，或担心公开公司的声誉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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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黑客与计算机犯罪 

身份盗用 

身份盗用（identity theft）是一种非法获得他人关键信息（如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账户信息等）并

假冒他人的一种犯罪行为。 

盗用者可利用被盗者的身份开设新账户，从中牟利或让被盗者背黑锅； 

盗用者还可能利用被盗者的个人信息访问被盗者的个人帐户，偷窃信息或财物。 

身份盗用可能会侵入我们生活的诸多场合。 

当有人利用他人的身份证件或其他个人身份识别信息图谋不轨时，身份盗用就随之发生了。 

身份盗用称之为身份诈骗也许更恰如其分，您的身份往往因以下目的被盗用： 

金融诈骗，身份盗用在金融诈骗案件中最为普遍。 

犯罪活动，这类身份诈骗则涉嫌盗用他人身份实施犯罪等 

网络更为身份盗用者提供了便利，因为所有的交易无需面对面接触，只需在网上就能完成。 

例如，在中国铁路12306.cn网站中，许多顾客的身份证信息被“黄牛”盗用进行 

网上囤票倒票，而真正的客户顾客却因为无法正常注册而不能进行网上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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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黑客与计算机犯罪 

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战 

网络犯罪活动是无国界的，而互联网的全球化特征又使得网络犯罪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实施。 

互联网的漏洞使得个人、组织或整个国家极易成为政治目的为动机的破坏和间谍活动的目标。 

网络战（cyberwarfare）是一个组织或国家主持的活动，旨在通过入侵其他组织或国家的计算机或网

络来造成伤害和破坏。 

2014年3月，韩国国防部高调宣布正在对朝鲜实施网络战，以此前成功攻击伊朗核设施的“超级工

厂病毒”（ Stuxnet）为蓝本，研发一种类似的网络病毒，旨在对朝鲜核设施造成物理性破坏。 

2014年11月24日，索尼影业遭到黑客攻击，美国情报官员认为，该网络攻击获得朝鲜政府资助。 

在2015年11月13号造成130人丧生的巴黎恐怖袭击 

之后，名为“匿名者”的知名黑客组织宣布对ISIS 

（伊斯兰国）正式宣战，并称将会对ISIS实行 

“大规模”的网络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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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黑客与计算机犯罪 

软件漏洞 

软件漏洞对信息系统是一种常见的威胁，它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造成软件缺陷和漏洞不断增加的原因 

软件的复杂性日益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再加上市场需求的即使性 

从大型软件中消除所有的漏洞和缺陷是不可能的 

对大型软件进行充分测试，可能需要数千年的时间 

软件的缺陷不仅降低其性能，而且造成安全漏洞，给网络入侵者以可乘之机 

安全公司每年都会在互联网和个人计算机软件上发现上千种软件漏洞 

安全漏洞造就了一个产业：你使用何种反病毒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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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黑客与计算机犯罪 

软件漏洞 

心脏流血漏洞 

“心脏流血”是2014年在全球网络上横行无忌的安全漏洞之一 

- 当加密软件失效的时候，最糟糕的结果是某些信息可能会外泄。 

- 但是当心脏流血漏洞被黑客利用时，后果要严重得多。 

心脏流血漏洞在2014年4月被首次曝光时，黑客可以通过它向全球三分之二的网络

服务器发动攻击。 

- 那些服务器使用了开源软件OpenSSL，心脏流血漏洞就存在于该软件中。 

- 利用这个漏洞，黑客不仅可以破解加密的信息，而且可以从内存中提取随机数据，

直接窃取目标用户的密码、私人密钥和其他敏感用户数据 

虽然开发出了对应的补丁，心脏流血漏洞促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修改密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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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黑客与计算机犯罪 

软件漏洞 

 补丁 

 为了修复发现的软件缺陷，软件公司会编写出称为“补丁”的缺陷修补小程序 

 对软件打“补丁”不会影响软件的正常运行，或是仅仅短暂影响软件的正常运行。 

 通常情况下，补丁程序是通过软件更新的方式进行的， 

- 例如，Windows更新的提示， iOS（Apple手机的操作系统）的更新 

 通常情况下都应当选择更新，以提高系统的运行可靠性和避免软件漏洞的危害。 

 补丁程序都是在软件缺陷发现之后才进行编写、测试、提供用户 

- 恶意软件的产生非常迅速，在发现漏洞和得到补丁程序之前就已经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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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如何保障信息安全 

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应当采用相应的技术来保证其信息资源的安全， 

包括： 

管理用户身份、 

防止对系统的未授权访问、 

确保系统有效性和软件质量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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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安全与控制的商业价值 

企业的信息资产非常宝贵，需要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去保护 

企业系统通常存储着保密信息、业务信息 

政府部门系统可能存储着武器系统、情报系统和军事目标的信息 

这些信息具有巨大的价值，一旦丢失、毁坏或者被图谋不轨者利用，其影响是灾难性的 

如果在系统受损后三天内不能恢复其功能或损失的数据，有40%的企业将难以恢复元气。 

安全和监管上的不足会导致企业承担严厉的法律责任 

企业会卷入因数据泄漏和失窃导致的代价高昂的法律诉讼之中 

例如：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曾控告BJ’s Wholesale俱乐部没有采用适当的安全保护措施致使黑客进入其

系统，黑客盗用信用卡及借记卡数据进行欺诈性消费。 

数据被盗取的信用卡和借记卡的发行银行要求BJ’s Wholesale俱乐部赔偿1300万美元 

对企业信息资产进行保护，能够产生较高的投资回报、还能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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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身份管理与认证 

要进入一个系统，用户必须得到授权和身份认证。 

身份认证（authentication）是指能够分辨一个人所声称的身份。即：“你就是你”。 

最常见的身份认证方式是通过只有用户本人才知道的密码来确认。 

用户使用密码来登录计算机系统或访问重要的文件和信息。 

密码应当足够复杂，但过于严格的密码系统又会降低用户的使用效率，反而导致用户走捷径 

为了克服身份认证中的问题，大量新的认证技术被采纳， 

如：令牌，ukey，手机短信确认等 

生物身份认证（biometric authentication）通过对个人身体特征判断来进行身份认证。 

生物身份认证以测量每个人都具有的独一无二的身体和行为特征为基础， 

把每个人的独有特征与系统中储存的资料进行对比，以判断两者之间 

是否相匹配，从而实现用户身份的认证。 

如：apple pay使用指纹进行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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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防火墙和反病毒软件 

没有针对恶意软件和入侵者的保护就直接接入互联网是很危险。 

防火墙 

防火墙（Firewall）是一个由软件和硬件设备 

组合而成、在组织的专用内部网络与像 

互联网这样信任度不高的外部网络之间构造 

的保护屏障，从而保护内部网络免受非法用户的侵入。 

防火墙就像是一个守卫，在每个用户访问该网络前检查其身份。 

防火墙可以阻止外来者的入侵，但并不能完全阻断这种入侵。 

防火墙是信息系统安全措施的一部分。 

28 14:51:40 

企业系统

数据库

政策
规定

局域网

Web服务器外部防火墙 内部防火墙互联网



11.2.2  防火墙和反病毒软件 

反病毒软件 

每台计算机都要有防恶意软件的保护软件。 

反病毒软件（antivirus software）能防止、检测并删除大

多数的恶意软件，包括计算机病毒、蠕虫、特洛伊木马、

间谍软件和广告插件。 

大多数的反病毒软件都是“事后诸葛亮”，反病毒软件无法

对新出现的病毒或是变种的病毒进行有效检测和删除， 

对反病毒软件保持不断的更新维护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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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数据加密 

使用加密技术对数据进行加密 

即使你的信息被入侵或截获，入侵者也无法解读你的信息内容， 

从而保证信息资源的安全。 

加密（encryption） 

     就是将我们可以读懂的数据或文件的内容转变为“天书”的过程。 

加密数据通过加密密码（成为密钥）来实现。 

对于加密过的数据，如果没有正确的解密密码进行解密，加密过的信息将无法读取。 

例如，福尔摩斯时代的加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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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数据加密 

银行或电子商务等网站会从用户那里获得许多敏感的信息， 

如用户的信用卡信息等，所以网站需要让所有的用户以加密的方式发送信息。 

更为流行和更为安全的加密方式称为公钥加密（public encryption） 

公钥加密是使用两个钥匙的加密系统：一个是任何人都有的公钥，另一个是只有接收者才

有的私钥。两个密钥有着数学上的相互关联 

这种加密系统类似于保险柜，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关闭保险柜并锁上保险柜，但只有牢记

密码的人才能够打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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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云计算与移动数字平台的安全 

云计算的安全性 

保护敏感数据的责任和义务仍然由数据所有者承担 

云计算是高度分布的计算模式，不能准确知道数据被送到哪儿去处理 

云计算的分散性使得跟踪未经授权的活动非常困难 

移动平台安全 

移动设备需要像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那样的安全保护 

移动设备在访问企业系统和数据时需要特殊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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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一个没有黑客的世界：如何防范网络犯罪 

若不幸，邮箱账户被黑 

利用你的邮箱发送垃圾邮件——最善良的黑客 

网上注册时需要提供电子邮件地址 

申请通过邮箱重置密码，获得关联的银行账户或者社交账户 

- 请记住，黑客首先会在你发觉异常之前更改你的邮箱登录密码！ 

信息出售给他人 

获取你的所有联系人的邮件地址 

获取云服务等私人文件的钥匙 

被黑邮箱恰巧是其他账户密码重置的备份邮箱 

防贼的重要性，并且采取一些安全措施 

账户和密码 

多重验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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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你的密码很好猜 

复杂的密码很痛苦但安全性更强 

更安全的身份识别方法 

例如，信用卡内置芯片、指纹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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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你的密码很好猜 

几个设置强密码的技巧 

（1）设置由单词、数字、特殊符号、大小写字母等组成的密码。 

（2）不要将你的网名设置成密码。 

（3）不要使用能够轻易被猜到的密码，如：“password”或“user”。 

（4）不要使用个人信息作为密码 

（5）不要使用字典里的词汇作为密码 

（6）避免使用简单的键盘组合 

（7）容易记的密码不一定是单词，还可以是一个短语或一句话。长度是关键 

（8）不要在多个网站使用同一密码 

（9）绝不要将任何网站密码设置为邮箱密码 

（10）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以文本形式存储密码 

需要密码的网站列一个表，写下对应的用户名以及只有你自己才明白的密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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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多重保护，锁住安全 

最关键的原则是“深度防御”，及设置多个防护措施 

最有效的防线——是你自己！ 

牢记 “网络安全三原则”： 

原则一：“不了解，不安装” 

原则二：“安装后，勤更新” 

原则三：“不需要，就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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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展望未来十年 

计算机安全如同猫捉老鼠的游戏 

接下来的挑战可能来自于iPhone和其他移动设备 

不会有神奇的力量可以阻止计算机犯罪 

对于黑客而言，寻找可利用的弱点仅仅是变得越来越困难，不是不可能 

可能会看到僵尸牧人的增加 

可能会有组织地犯罪 

可能是恐怖主义者 

可能是打击其他国家新兴网络的政府成员 

甚至可以看到国家之间的网络战 

看到风险，并做准备，猫捉老鼠的游戏至少要在人类社会中持续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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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与隐私 

第12章  互联网+大数据：隐私不保 

12.1  信息的权利：互联网时代的隐私和自由 

12.2  大数据知道你是谁及你正在做什么 

12.3  保护隐私，我们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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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画像 

2015年12月知乎上一位自称“崔忠强”的作者发表了一遍关于他自己的文章，

描述了个人信息被搜索的经历和过程 

（知乎：个人隐私会不会随着互联网发展而逐渐消失至不见？

http://www.zhihu.com/question/38523233/answer/77270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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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特百货（Target）告诉你怎么玩转大数据 

Target是美国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 

 使用数据挖掘极其有效地提高营销精准率，能做到在事情显现之前就预测到它的发生，旨在“提供最专业的建议” 

Target精准预测女生的怀孕 

 超市基于数据挖掘系统分析结果给一位高中女生寄去婴儿用品优惠券， 

 其父亲发现后投诉Target误导未成年人 

 之后了解到他女儿已经怀孕的事实 

消费者每一次进行消费，其实都将自己的消费模式细节透露给销售方 

 数据挖掘团队专门分析这些收集到的历史信息，预测顾客将来的购物行为和需求甚至生活方式，然后发邮件给顾客 

Target的母婴产品销量猛增 

 美国人非常注重隐私，及避免上述早于父亲发现女儿怀孕这种尴尬事件发生 

 把母婴系列产品的优惠券和信息混合在其他产品的信息里发给顾客，掩人耳目 

40 14:51:40 



互联网+大数据：隐私不保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 

可以成为许多好处的来源（通过向你展示你感兴趣的广告）， 

也可以对个人隐私造成新的威胁，并肆无忌惮地使用个人隐私信息，而

且你不会知道关于你的这些信息已经被使用，你也不能够修改这些信息，

你有没有强有力的法律权利来保护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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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信息的权利：互联网时代的隐私和自由 

隐私（privacy）是个人要求独处， 

 而不受他人或相关组织（包括国家）的干扰和监督的诉求 

隐私保护的诉求也可包含的工作场所：高科技的监督 

信息技术和系统威胁到了个人隐私保护的诉求 

侵犯隐私更便宜、更加容易 

在互联网时代，还没有找到一种方法可以完美守护我们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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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Google官司牵出公民隐私之忧 

2005年8月，美国司法部要求美国四大网络公司——美国在线、微软、雅虎、谷歌，提供

有关网络搜索的数据信息 

唯独谷歌坚决加以抵制，理由是： 

首先，这样将侵犯用户隐私权，损害谷歌和用户建立的互信关系； 

其次，泄漏公司搜索服务的商业秘密。 

2006年，司法部将谷歌公司告上法庭 

引发了关于互联网安全和公民网络隐私权的争议，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成为关注的焦点 

官司被认为是互联网时代美国网络公司与政府围绕隐私权问题爆发的“世纪大战” 

“大战”结果是：谷歌抗争后占得上风 

不过，围绕互联网安全和公民隐私的争议并没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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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互联网上不仅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而且知道你是一条牧羊狗 

用户最大的隐私威胁是我们日常使用的搜索引擎 

记录用户的信息 

通过数据挖掘等技术，获得用户的隐私信息，

并使用这些隐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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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个人数据的权利问题 

个人数据主要包括标识个人基本情况、标识个人生活和工作经历等情况、与网

络有关的个人信息等。 

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的信息： 

（1）个人登录的身份、健康状况 

（2）个人的信用和财务财产状况 

（3）邮箱地址 

（4）网络活动踪迹 

实名制下的隐私如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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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隐私往往包含具有重要价值的信息， 

个人希望保密的信息 

心怀不轨的人垂涎的猎物 

12.1.2  网络时代隐私面临的主要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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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互联网对隐私的挑战 

互联网技术对个人隐私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 

信息经过这个巨大网络进行传输，可能需要通过许多的计算机系统才能

到达最后的目的地，每一个系统均能监视、捕捉和存储通过它的信息。 

许多网络行为都可能会被记录， 

包括一个人访问了什么网站或网页，访问了哪些网络内容、通过网站查

找或购买了什么物品， 

这些监视和跟踪大多数发生在网站访问者不知情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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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互联网对隐私的挑战 

Cookies 

是一些小的文本文件，当用户访问网站时，这个文件会被记录并存于用户的计算机硬盘中。 

当访问者再次访问已保留Cookies记录的网站时，网站的软件系统就会查找访问者的基本情

况，找到Cookies记录，从而可以了解访问者在那个网站做了些什么。 

基于这次访问的活动情况，Cookies记录就会被再次更新。 

有了这个方法，网站可以给每一个访问者定制其感兴趣的内容。例如，亚马逊推荐 

48 14:51:40 



12.1.3  互联网对隐私的挑战 

谷歌 

谷歌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用户数据收集商 

全球大约有75%的网络用户都在用谷歌搜索及其他谷歌服务 

谷歌拥有全球最大的个人信息集合，甚至超过了任何政府部门。 

谷歌在2007年收购了网络广告服务商DoubleClick 

使用行为定位，来帮助它推动更多的基于用户搜索活动的相关广告 

通过DoubleClick能在整个互联网上跟踪用户 

谷歌能让广告商基于谷歌用户的搜索历史，及其他信息来投放有针对性的广告 

谷歌也一直在扫描它的免费电子邮件Gmail的内容 

谷歌基于电子邮件内容形成了用户的画像，让用户阅读邮件时看到与邮件相关广告 

大多数互联网企业在保护用户隐私上做得很少 

人们感觉无法控制他们的信息被收集，且不知道向谁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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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大数据知道你是谁及你正在做什么 

隐私泄露的原因， 

（1）用户信息安全意识淡薄或技能不高，造成个人的隐私泄露 

（2）网站及企业机构收集个人信息 

（3）黑客入侵计算机系统获取个人信息 

（4）发布数据的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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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大数据知道你是谁及你正在做什么 

隐私泄漏的表现形式， 

（1）网站及企业机构收集隐私信息 

（2）Cookies收集用户的隐私信息， 

（3）利用GPS定位或IP地址跟踪用户的位置和行踪 

（4）利用恶意软件（木马、蠕虫和僵尸等呈现）窃取隐私信息 

（5）SQL注入窃取隐私信息 

（6）网络钓鱼，窃取隐私 

（7）非法贩卖隐私信息，造成隐私泄露 

（8）Wi-Fi热点造成隐私泄露， 

（9）利用信息恢复，造成泄露隐私 

（10）通讯监管和视频监控的使用，造成泄露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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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大数据知道你是谁及你正在做什么 

引起隐私问题的关键技术趋势 

隐私问题先于信息技术出现，但是信息技术加速了隐私问题 

引发隐私问题的五类技术趋势如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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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影响 

每 18个月计算能力翻一番 更多组织的关键运行依赖于计算机系统 

数据存储成本快速下降 组织很容易维护个人的详细数据库 

数据分析能力突飞猛进 通过分析大量的个人信息，公司能形成对个人行为的详细描述 

网络技术迅猛发展 更容易异地复制和远程存取个人数据 

移动设备的影响力持续增强 个人手机可能在未经用户同意或知悉情况下被跟踪 

 



12.2  大数据知道你是谁及你正在做什么 

不明显关系认知 

（nonobvious relationship awareness，NORA） 

新的数据分析技术，提供了更强的画像能力 

NORA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来源取得关于个人的信息 

- 如：求职申请、电话记录、客户名单、信

用记录和犯罪记录等， 

并研究这些信息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发现背后

隐藏的联系。 

例如，若一份工作的申请人和一个已知的罪犯共用

一个电话号码，NORA就会发现这一联系，并向公

司的人事招聘管理者发出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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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大数据知道你是谁及你正在做什么 

大数据泄露你的行踪 

当我们变成一堆数字 

客观上，我们每个人在公司的眼中就是一条或多条数字化的记录 

公司无时无刻的收集我们数字化的消费和行为痕迹。 

消费痕迹 

如何判断女生是否怀孕？ 

行为痕迹和消费轨迹 

文本痕迹 

如何捕捉阅读趋势？ 

声音痕迹 

电视如何进行广告的精准推送？ 

婚姻指导或海岛旅游广告：夫妻的争吵或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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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大数据知道你是谁及你正在做什么 

别让可穿戴产品偷走你的隐私 

 

 

 

网格上的生活：iPhone成为了i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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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保护隐私，我们能做什么 

技术解决方案 

新技术能在用户和网站进行互动活动时保护用户的隐私 

这类工具被用于加密电子邮件、匿名使用电子邮件或浏

览网页，从而保护用户的计算机不接受Cookies， 

还有一些技术可以查出并删除间谍软件 

许多浏览器都有“不跟踪”选项 

浏览器会发送申请给网站，要求自己的行为不会跟踪 

浏览器仍然把跟踪作为默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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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保护隐私，我们能做什么 

隐私保护技术——加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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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密钥 解密密钥

解密算法加密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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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保护隐私，我们能做什么 

社交网络的隐私保护 

腾讯与360“大战”引发全民关注隐私问题 

Facebook的隐私控制， 

维基解密 

谷歌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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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保护隐私，我们能做什么 

面向电子商务的隐私保护 

用户隐私信息受到威胁的主要形式有： 

一是电商直接出售个人资料，损害客户的合法权益； 

二是电商从中挖掘出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针对性地投放广告； 

三是木马程序或黑客软件窃取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 

电商数据一般包括消费者的敏感性数据 

在利益的驱动下，很多企业都有从电商网站获取数据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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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个人在线隐私技巧 

规范地使用与设置Cookie 

清除计算机遗留痕迹 

阻止浏览器对隐私信息的收集 

定期更换IP地址 

切勿将全部的生日数据加载在社交网络数据中 

不要在美国之外下载Facebook上的应用程序 

使用多样的用户名和密码 

对那些定位的服务要谨慎使用 

粉碎含有隐私的信息 

在社交网上强化隐私设定和关闭旧账户 

12.3  保护隐私，我们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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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保护隐私，我们能做什么 

我国网络隐私保护策略及存在的问题 

个人自我保护意识薄弱 

法律法规层面上，隐私立法不完善 

管理层面上，政府监管力度不够，行业自律意识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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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破解密码只需3秒！ 

大家是不是还以为Excel密码破解是几乎做不到的事情？ 

 借助Excel密码破解工具，Excel密码破解只需几秒钟的事情， 

 “excel密码忘记了怎么办”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算问题！ 

 你还相信Excel密码破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 

Excel密码破解究竟有多简单？ 

 先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3创建一个“2003.xls”的普通方式加密Excel文档， 

 然后用Office Password Remover这个在线破解工具来破解， 

 1、2、3，3秒之后，就生产一个已经被成功破解的新Excel文档——2003（DEMO）.xls 。 

 破解一个普通加密方式的Excel文档，只需3秒钟！如果你真的不信，可以自己测试一下！ 

不管你信不信，Excel密码破解只需3秒！ 

 在一台普通配置的电脑上，Excel密码破解工具一秒能测试约88万个密码。 

 假设一个6位数的全数字密码，你猜要多长时间来破解？ 

 答案是2秒不到（破解时间因测试环境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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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如何定位找回丢失的华为/联想/小米/oppo/vivo/……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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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讨论 

（辩论形式）李彦宏：中国用户很多时候愿意用隐私来换便捷服务（视屏），你是否认同？ 

 

要求：从企业进步、科技创新、服务民众等视角进行分析，去：政治和道德视角 

  

背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新时代的中国”（2018.3.25-26）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百度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表示，中国人对隐私问题更加开放，也没有那么敏感。如果他们可以用

隐私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愿意的。但百度也会遵守相应法规规则。

http://tech.sina.com.cn/i/2018-03-26/doc-ifysqfnf7938663.shtml 

 

同期，因为泄露5000万用户数据成为Facebook的“灭顶之灾”，在全球都在声讨Facebook时,李彦

宏抛出上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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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讨论 

背景： 

或许是从斯诺登的爆料开始，普通民众对于美国政府可能在各科技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中安插的后门一

直心怀芥蒂。根据斯诺登的说法，美国政府一直以反恐为由，希望科技公司们能开后门，提供消费者

的隐私，以实现监控。对于美国政府这样的要求，有的科技公司反应激烈，苹果就是其中一家。 

2015年 12 月，San Bernardino 发生一起袭击案，Syed Rizwan Farook 和妻子对当地一家社会服务

机构发起袭击，一共造成了 14 人死亡，随后，这两人在枪战中被警方击毙。 

事后，警察发现了一部属于 Syed Rizwan Farook 的 iPhone 5c 手机，调查人员试图解锁这部 

iPhone，但碍于 iPhone 的信息保护措施，调查人员的努力都成了徒劳。于是洛杉矶地方法院要求苹

果公司提供技术协助、解锁这部 iPhone 5c。但库克发公开信拒绝帮助美国政府解锁该 iPhone手机。 

问题： 

（辩论形式）你认为苹果公司是否应当协助FBI解锁该iPhone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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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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