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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网络空间安全攸关人类福祉与国家利益, 但当前网络空间安全存在重大挑战: 互联网体系结
构具有优越的互联互通性和开放性, 但也导致其安全问题无法彻底解决, 处处设防却处处难防; 传统
安全防御机制依赖安全威胁的先验信息, 难以应对不断演化的安全威胁.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 本文
提出了一种新型网络空间安全防御理论体系: 构建与互联网主结构平行的 “动态、异构、冗余” 的基
于播存思想的次结构网络, 辅助现有互联网体系结构而形成双结构网络; 提出不依赖安全威胁先验
信息的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的新型主动防御机理; 提出双网透明接入与前置主动防御技术等关键支
撑技术. 为改变我国网络空间安全领域受制于人、被动防御的现状, 本文试图从演进式改变网络体
系结构角度提出完备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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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承载着人类各种信息活动的人造虚拟空间 —— 网络空间, 起源于机器之间互联网络 ARPANET,
TCP/IP 等协议的引入则促使其转变为一个具有良好开放性和扩展性的网络与网络互联系统, 随着近
年来信息化快速发展更是转变为基于互联网、电信网等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互联人机、承载人类信息
活动的空间. 网络空间对现实物理空间的影响日益深远, 维护网络空间安全 (cyber security) 已经成为
各国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要素. 然而当今互联网体系结构固有缺陷以及安全威胁手段不断变化, 给网络
安全防御方法的研究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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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一体系结构难以兼顾互联互通与安全可控. 在体系结构层面, 基于端到端通信的互联网体

系结构具有优越的互联互通性和开放性, 但其很难调和互联互通与安全可控的对立矛盾, 其根本原因
是二者在互联网体系结构上产生了紧耦合, 难以同时满足. 网络空间组成构件自身存在未知漏洞、安
全威胁来源和路径海量难控 [1] , 导致处处设防却依然处处难防. 从网络体系结构的顶层视角出发, 基
于解耦分治的思路, 研究兼顾互联互通与安全可控的创新性体系结构, 是网络空间安全研究迫切需要
解决的难题.
(2) 先验信息驱动的安全防御方法难以有效应对日趋复杂多变的安全挑战. 在机制与方法层面,

常规安全防御机制依赖于安全威胁的先验信息, 基于先验信息驱动的方法建立防御手段和安全认知,
其防御效果和安全分辨能力受限于人类的预认知水平, 应对变化的能力差. 如何借助新型网络体系结
构, 研究数据驱动知识产生以补充先验知识不足, 构建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的创新防御机制和安全认
知维度, 以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网络安全挑战, 是网络空间安全研究中亟需突破的难题.
对于网络空间这个由多种异构系统组成的 “系统的系统”, 想要在当前单一的互联网体系结构框架
下, 以较低成本保障互联互通性、安全性是极为困难的, 这也促使网络安全领域研究者和实践者思考如
何从体系结构和方法论角度提出具有内生安全机制的主动防御网络架构. 在体系结构上, 研究者多采
用彻底解决互联网互联互通与安全可控间矛盾的思路, 如命名数据网络 [2] 、基于角色的体系结构 [3] 、
可信网络体系结构 [4] 等, 试图以 “重构” 的方式解决网络安全与规模问题 [5] , 但由于全网部署代价过
于昂贵, 研究进展缓慢; 在防御方法上, 传统防御方法依赖先验知识、被动应对安全威胁, 近年来研究
人员提出了许多新的防御方法, 如美国的移动目标防御 (moving target defense, MTD) [6] 和定制可信赖
空间 (tailored trustworthy spaces, TTS) [7]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邬江兴院士的拟态防御 [8] 、北京邮电
大学方滨兴院士的使命确保技术等, 其共性特点是 “以变制变”, 靠 “动态、异构、冗余” 的方法改变游
戏规则, 扭转防御态势, 因此可以被看作是 “主动防御” 的方法. 与传统防御方法相比, 主动防御效果
提升明显, 具有非常好的研究价值和应用前景. 除了在体系结构和防御方法层面的安全研究外, 基于共
性基础安全技术研究设备、传输信道和内容等方面的先进安全技术, 如可重构硬件 [9] 、物理指纹 [10] 、
加密、量子通信 [11] 和网络态势感知 [12, 13] 等, 都是本领域的共性关键基础技术和研究热点.
本文的研究目标为从体系结构和方法论层面入手, 提出具有主动防御能力的网络体系结构及与之
配套的防御方法, 应对网络空间安全挑战. 为应对网络空间安全挑战, 本文提出主动防御的双结构网络
(如图 1 所示), 其解决思路及其设计思想为: (1) 在体系结构层面, 借助生物学中的共栖概念, 为当今互
联网体系结构设计一个 “冗余、异构” 的辅助的次结构, 构成主动防御的双结构网络基础设施. (2) 在
防御方法层面, 在双结构网络基础上, 采用网络安全的第 4 范式 [14, 15] , 提出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的主
动防御技术, 不依赖于网络安全威胁的先验知识也能以变制变地应对潜在的安全威胁, 实现了防御方
法层面的动态性.
在体系结构层面. 从网络体系结构互联互通与安全可控之间的对立要素分析出发, 提出主动防御
的双结构网络模型. 在主结构互联网的基础上, 并行构建异构、动态、冗余的次结构网络 [16, 17] , 即面
向用户的内容驱动网络 (user-oriented content driven network, UCDN), 脱离地址驱动机制, 转为统一
内容标签 (uniform content label, UCL) [18] 驱动, 变点到点多跳互通结构为类星型广播结构. 次结构
广播分发包含高价值密度的 UCL 而广播不限共享人数, 内容则由主结构分发至前置接入设备, 通过
UCL 辅助提高内容安全性的同时, 不降低现有网络服务质量. 双结构共栖共存, 主结构有毒带菌, 次
结构安全可信, 改变游戏规则, 开辟第二战场. 实际上, 采用双网隔离、网闸互通的双网络安全结构应
用已久, 但本文提出的双结构网络解决了传统的双网络的 3 个主要不足, 即 (1) 双网同构问题: 同构网
络间安全威胁可复制, 网闸一开, 毒菌全来; (2) 复杂和脆弱性问题: 传统双网复杂性类似, 冗余网络很
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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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双结构网络模型
Figure 1

(Color online) Dual-structural network model

难做到完全自主可控, 其受制于软硬件供应链的安全脆弱性依然存在; (3) 网络孤岛: 由于用户缺乏网
络透明接入, 隔离导致冗余网络成为孤岛, 使得冗余网络对第一网络难以构成有效的安全支持.
在防御方法层面. 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使得网络安全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以数据密集计算为典型特
征的 “第 4 范式” 阶段 [14] . 基于双结构网络模型, 本文提出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的双结构网络主动
防御方法, 通过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 (1) 实现双结构网络内容交换中心动态可重构, 同时借助统一内
容标签 UCL 技术推动计算模式从数据为中心向内容为中心转变; (2) 通过能级模型的内容跃迁管控
与类星广播模式解决次结构安全可信问题; (3) 通过互联网内容与次结构能级知识在用户端的牵连关
系, 推动互联网产业生态内生安全激励机制的建立. 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的主动防御方法有如下优点:
(1) 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双结构网络以变制变, 保证次结构安全可信; (2) 同时变中亦有不变, 双结构网
络的安全价值导向不变, 次结构网络广播 UCL 标示互联网内容的安全能级, 通过 UCL 顺应用户的安
全价值取向强关联网络服务提供商 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内容提供商 ICP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的网络安全与经济效益, 激励其增加安全投入, 激发互联网的自生 “免疫力”, 建立内生安全
网络生态.
本文内容组织如下: 本节指出了当前网络空间安全面临的挑战和亟需解决的难题, 并从体系结构、
方法论等角度综述了近年来研究人员提出的具有主动防御能力的体系结构和方法. 相比于传统防御方
法被动应对网络空间安全威胁, 所谓的主动防御依靠在网络空间各个部分各个层次构造实现 “动态、
异构、冗余”, 使得攻击者难以轻易掌握被攻击者的系统特征, 而被攻击者则依靠大数据和先验知识
联合驱动的防御方法识别潜在的安全威胁. 然后概述了本文应对挑战的解决思路、系统设计思想. 本
文整体研究以第 2, 3 节的理论与方法为基础, 其中第 2 节详细介绍主动防御的双结构网络理论模型
与体系结构, 而第 3 节提出构造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的主动防御机理及方法. 基于上两节所提出的
理论和方法, 提出双结构网络内容交换 (第 4 节) 与前置防御 (第 5 节) 两大关键技术及原型, 其中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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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阐述双结构网络内容交换技术研发与原型构建, 第 5 节介绍双结构网络用户透明接入与前置
主动防御. 第 6 节则介绍了双结构网络未来可能的典型应用场景, 最后第 7 节给出了本文的结论.

2

主动防御的双结构网络理论模型与体系结构

本节阐述双结构网络设计原理及体系结构, 从解决 “单一体系结构难以兼顾互联互通与安全可控”
这一挑战入手, 基于复杂网络理论和泛函形式化描述方法, 量化分析互联网联通性与安全性要素, 并基
于此研究互联网单一体系结构解耦方法, 建立主动防御的双结构网络模型与体系结构, 面向用户设计
双结构网络组成构件、协议架构、通信模式, 以及运行机制, 提出双结构网络安全性量化评估模型, 构
建双结构网络的理论基础. 作为补充, 本节最后从性能 (能量消耗、互联互通) 的角度对复杂单一网络
理论极限进行了分析, 以此来进一步阐述单一结构网络难以达到通信网性能理论极限, 论证了体系结
构变革的必要性.
2.1

互联网安全性与联通性要素分析和解耦

网络安全性与联通性的关联要素组成复杂, 需要按照一定的指标体系或者维度组织. 本小节基
于复杂网络理论 [19] , 从拓扑维度出发, 结合常见的安全性指标体系与经典安全理论中的疾病传播模
型 [20, 21] , 对安全性和联通性要素进行量化建模, 基此分析单一网络体系结构联通性与安全性的解耦方
法, 指导双结构网络模型与体系结构研究.
安全性与联通性要素. 互联网安全性相关的要素很多, 对应的安全性维度、安全指标体系存在较
大差异, 统一建模分析难度很大. 本小节聚焦在体系结构层面紧耦合、强对立的安全性与联通性这一
对矛盾关联的主要要素, 考虑常见的几类安全性关联指标, 包括可靠性、一致性、私密性、可信性, 以及
其他安全要素等, 主要从体系结构安全性维度考察安全性与联通性要素. 以基于疾病传播模型考察拓
扑层面的安全关联要素为例, 包括网络拓扑邻接关系 A(t)、节点安全性 V (t)、节点感染或攻击概率 I 、
自感染概率 E 、自愈概率 ∆、网络联通性 C 等细分要素; 收集、整理和研究主要关联性要素, 通过量
化分析筛选与网络体系结构安全性强关联的要素, 完成建模和分析.
安全性形式化描述. 基于上述要素, 根据网络传播动力学理论, 网络体系结构层面的安全性变化
的过程可表示为如下的泛函数 (以其中部分要素为例):
d
V (t) = f1 (V, C, I, ∆, E, t),
dt

(1)

基于式 (1) 可量化分析安全性及关联要素之间的紧耦合关系, 分析过程采用泛函分析方法结合模型辨
识, 考虑到安全要素的复杂性, 需考虑定性和定量分析结合. 为兼顾安全性和联通性对立要素, 对于网
络体系结构改变所需成本可表示为
∫ T
J=
f2 (C, I, ∆, E, S1 , S2 , t) dt,
(2)
0

其中 S1 和 S2 分别表示建设改造成本和系统的信息共享成本. 可通过设计新型网络模型和体系结构,
对安全关联要素进行调节, 使得最大化系统稳态安全性指数 ∥V∞ ∥ 的同时兼顾代价 J 和联通性 C, 即
max ∥V∞ ∥
1654

s.t. C > CMIN , J 6 JMAX .

(3)

中国科学 : 信息科学 第 48 卷 第 12 期

s

I

a

e

d

s

n

c

s

s

a

l

c

d

d

d

a
s

c

l
d

p
p
c

p

f
w

b
c

p

a

a

a

c

b

n

d
a

b

g

g

图 2 (网络版彩图) 双结构网络体系结构
Figure 2

(Color online) Dual-structural network architecture

由此将设计新型网络模型和体系结构的问题转化为最优化问题, 常采用的解决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静态优化, 如果考虑参数的动态性则解决方法包括随机优化等.
双结构安全性分析. 本小节提出的双结构网络实际上是采用异构双结构组成的超网络 (network of
networks, NoN) [22, 23] , 利用不同结构优势互补, 克服单结构网络的缺陷. 基于拓扑分析理论, 两种异构
网络组成的超网络邻接矩阵如下所示:


(A1 )n×n (A0 )n×m
,
(4)
A = ( )
(A
)
AT
2 m×m
0 m×n
其中主结构 A1 代表当今互联网, A2 为次结构, 两网络通过 (A0 )n×m 指定模式连接. 为最大化超网络
的稳态安全性指数 ∥V∞ ∥, 次结构模型设计为简单的近似无标度网络的类星结构, 以疾病传播模型安
全性评价为例, 次结构可采用简单的网络组件实现, 因而节点自感染率 E 低、自愈速率 ∆ 高, 易达到
高稳态安全性; 次结构无需处处设防, 只要对类星结构中关键节点以及主次结构之间的通道进行重点
防范, 即可降低主次结构之间的感染速率 I. 此外, 从网络拓扑理论分析, 近似无标度网络的类星型次
结构网络平均路长远低于主结构, 使得信息共享成本 S1 (单位 bit 的共享成本) 极大降低, 实现比主结
构更高的共享能效, 实际降低了次结构的运营成本.
2.2

主动防御的双结构网络模型和体系结构

基于 2.1 小节中安全性与联通性的解耦分析, 本小节提出以优化安全性为目标的主动防御的双结
构网络体系结构, 建立双结构网络组成构件、协议架构、通信模式, 以及运行机制, 如图 2 所示.
双结构网络组成构件. 双结构网络主要构件包括主结构互联网、基此平行构建的次结构网络, 以
及双网互通、牵连构件、基础支撑性构件等 4 大部分. 双网互通构件即双网内容交换中心, 实现双网
内容交换; 双网牵连构件即双网透明接入设备, 支持用户透明访问双结构网络并实现前置主动防御; 基
础性构件即双网信息平面与控制平面, 信息平面用于支撑网络大数据相关的处理, 控制平面用于驱动
次结构网络, 以及互通牵连构件的可控动态变化, 提升主动防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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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结构体系结构. 与面向端到端通信的主结构不同, 次结构设计为近似无标度的类星型单向广播
网络 [17] , 次结构中心库 (UCDN 中心库) 内容可以通过卫星、主干光纤等多种方式进行广播, 结构简
单、易于完全自主产业链实现, 可实现自主可控, 极大降低了网络中节点自发感染速率 E. 次结构只
有单向下行的广播通道, 所以用户对次结构中心库不具备传染能力, 感染速率 I 为 0.
双结构交互机制. 双结构网络之间的交互机制是双结构网络的核心运行机制, 其互通交互机制通
过双网内容交换中心实现, 其隔离牵连机制通过双网透明接入设备实现. 双结构网络内容交换中心建
立安全能级调制的内容交换通道, 采用异构动态的交换架构、机制和协议, 阻断主结构网络安全威胁
基于传统互联网架构和协议的渗透通路, 保证 UCL 在主次结构间的安全生成和传递. 双网透明接入
设备支持用户在不改变传统上网模式的方式下安全接入双结构网络, 双网相互隔离, 通过在设备上的
基于 UCL 的前置内容计算和主动防御实现主次结构安全牵连.
2.3

网络安全性评价模型

网络安全相关指标包括网络可靠性、一致性、私密性、可信性和安全性等, 各项指标又可以对应
不同的安全维度, 如拓扑结构安全性、协议安全性、应用安全性等, 建立可全面涵盖网络安全问题的安
全性评价模型具有极高的难度. 从泛函分析出发, 定义广义网络安全性评价模型为如下形式:
S = F (SR , SC , SP , ST , SO ),

(5)

其中涉及的安全关联指标包括可靠性 (SR )、一致性 (SC )、私密性 (SP )、可信性 (ST ), 以及其他安全
要素 (SO ). 基于模型辨识和泛函分析, 同时考虑一定的模型降阶技术, 简化该安全性描述, 建立可量
化计算的安全性评价模型. 假设以网络拓扑维度的疾病传播安全性作为其他安全要素 SO , 如采用简
单的线性模型结构, 则基于函数式 (1) 可将拓扑维度的安全性表示为系统稳态安全, 形式如下:
∥V∞ ∥ = c0 ∥V ∥ + c1 ∥C∥ + c2 ∥I∥ + c3 ∥∆∥ + c4 ∥E∥.

(6)

对给定网络 G 及式 (6), 在满足式 (3) 中约束条件情况下, 能达到的稳态安全性指数 ∥V∞ ∥ 越高
说明系统安全性越高. 可通过双网信息平面收集的网络安全性测量数据, 对式 (6) 安全性评价模型进
行辨识, 同时结合面向网络用户直观易懂的安全分级描述方法, 制定面向安全能级定义的连续指标离
散化策略, 提高对双结构网络安全性的评价能力.
2.4

复杂网络系统的特点及性能极限

本小节从信息共享能量消耗、互联互通性两个视角出发研究, 论证单一结构网络难以达到相应理
论极限, 从而得出双结构网络才能达到理论极限的结论.
首先介绍了理想信道传输信息所消耗能量的极限问题, 以此说明当今互联网在信息共享方面的低
效性. 然后, 从网络平均最短路径长度这一影响网络信息分发的统计参量入手, 论述了拓扑结构为无
标度网络或类星型的次结构的信息分发的高效性. 最后, 结合上述论述, 得出双结构网络比单一结构
互联网更加逼近理论极限的结论.
2.4.1

网络的信息共享能耗与效率

本小节复述文献 [24] 的推论, 从信息传输所耗费能量与信息传输效率问题入手, 分析包括当今互
联网在内的任意信息系统在信息共享能耗方面的理论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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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引入 Shannon-Hartley 定理, 其衡量了在给定加性 Gauss 白噪声 N 的条件下, 给定限频 B
信道 C 在观察时间 T 内的信息传输速率理论上限 CU . 假设输入信号为 S, 输入信号方差 PS0 , 噪声
信号 N 的均值为 0, 功率谱密度在 [−B, B] 之间为常数 n0 , 平均功率为 PN0 = n0 B, 则 CU 可表
示为:
)
(
P S0
CU = B log2 1 +
,
(7)
PN0
CU 的单位为 bits/s. 可以采用另一种方式定义输入信号平均功率 PS0 , 如下所示:
PS0 =

CU Eb
CU
PS0
⇒
=
,
B
B
Eb

(8)

其中 Eb 代表传输每 bit 信息所消耗的能量. 如果只考虑热噪声, 即考虑给定通信系统性能的上限, 令
K 为 Boltzmann 常数, 则
n0 = KT,
(9)
将式 (9) 代入式 (7), 可得到如下公式:
P

ln (1 + KTS0B )
CU
=
.
B
ln 2

(10)

当带宽 B 无穷大时, 式 (10) 的极限为
CU
PS0
=
.
B
KT ln 2

(11)

Eb = (ln 2) KT.

(12)

联立式 (8) 和 (11), 可得
已知 Boltzmann 常数 K ≈ 1.3806 × 10−23 , 考虑常温 27◦ C (即 T = 300K), 假设全球有 60 亿人,
每人每天需要的信息约 1 GB ≈ 8 × 109 bit, 则传输这些信息最少消耗能量 (单位: J) 为
Eb × (6 × 1010 ) × (8 × 109 ) = 0.6931 × 1.3806 × 10−23 × 300 × (6 × 1010 ) × (8 × 109 ) ≈ 1.38.

(13)

由式 (13) 可见, 理论上传输全球每人每天所需信息所需能量消耗极其微小. 然而, 信息共享的理
论极限却与当今互联网体系结构下的信息共享实际情况之间存在巨大落差. 造成这种落差的原因在于
互联网采用端到端通信、共享通信链路带宽的方法共享信息, 故共享人数受限于通信链路的带宽. 当
今互联网面临着流量爆炸性增长、服务质量保证、节能等问题, 而其端到端设计原则虽保证了互联互
通应用但对于信息共享应用支持不足. 此外, 互联网的复杂路由机制造成路由器能耗巨大. 种种原因
使得互联网体系结构下的规模化的信息共享效能低下, 故在当今互联网单一体系结构下无法达到高效
的信息共享.
2.4.2

最少跳数内容分发网络

互联网本身并不是支持内容共享服务的最佳体系结构, 面向端到端通信的体系架构失配于内容共
享类服务 (应用) [17] . 最初的互联网只应用于文件传输、电子邮件等 “端到端” 的信息交换服务, 节点
间以大致均衡的方式连接, 任意节点度 k 分布 P (k) 可以利用 Poisson 分布描述:
P (k) = e−c

ck
,
k!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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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存在一个平均值 c 作为特征标度, 即 Poisson 度分布网络可以由其平均值表征. 随着 Web 等应用
的出现, “多对多” 的内容共享服务逐步占据主流, 超过信息交换服务, 多数用户只享用少数信息资源,
符合 “二八定律”. 互联网应用组成的网络由服从 Poisson 分布的随机网络为主, 逐步演化成服从幂律
分布的无标度网络和随机网络的混合 [17] .
无标度网络任意两点间平均最短路径长度极短, 从而在信息分发效率上具有显著优势. 下面分析
无标度网络平均路长以及理论上实现高效信息分发的可行性. 幂律形式度分布 P (k) 如下所示:
P (k) ∼ k −α .

(15)

对于度分布服从式 (15) 的由 N 个节点组成的有限大小无标度网络, 根据幂指数 α 不同平均最短
路径长度 L̄ 也不同,
L̄α>3 =
L̄α=3 =
L̄α<3 =

ln N + ln ( α−1
α−3 ) −

2
α−1

−γ

1

+ , α > 3;
α−2
2
ln ( α−3
) + ln m
m
ln N − ln ( 2 ) − 1 − γ
3
+ , α = 3;
ln ln N + ln ( m
)
2
2
2
α−1
2
( α−1 ) ln N + ln ( 3−α ) − ( α−1
)−γ
1
+ ,
3−α
α−2
2
( α−1 ) ln N + ln ( 3−α ) + ln m

(16)
(17)
2 < α < 3.

(18)

式 (16)∼(18) 的结论均是对于稠密网得到的结论 [25] , 其中 m 为最小度数, γ ≃ 0.5772 为 Euler 常
数. 当 N 趋于无穷大时, 式 (16)∼(18) 可以简化得到如下结论:
L̄α>3 ∼ ln N, α > 3;
ln N
L̄α=3 ∼
, α = 3;
ln ln N
2
1
L̄α<3 =
+ , 2 < α < 3.
3−α 2

(19)
(20)
(21)

另有文献证实, 对于 α > 2 的情况, 下限为 L̄ ∼ ln ln N [26] , 可见无标度网络平均路长介于 ln ln N
和 ln N 之间. 由此可知, 具有幂律度分布的次结构平均路长极短, 且平均路长并不随着网络增加而显
著增加, 故而在信息分发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理论上无标度网络平均最短路径长度的下限, 工程上也能达到. 文献 [27] 指出, 当 2 < α < 3 之间,
采用贪婪路由策略可使得网络平均最短路径长度达到下限 L̄ ∼ ln ln N . 根据上述分析, 假设 WWW
中包含网络节点个数 N = 1010 , 利用贪婪路由平均距离可达 L̄ ∼ 3, 但是当前互联网单一体系结构上
并没有对应的实现方案. 仅就数据分发效率角度来说, 双结构网络可以作为一种良好解决方案, 在终端
用户实际访问数据前就采用广播方式将 UCL 发送到终端并存储, 用户直接访问终端即可得到包含高
价值密度的 UCL, 从这个角度来说本文所提出的双结构网络突破了当今互联网跳数限制的性能极限.
2.4.3

网络体系结构的未来演化

从能量消耗和信息共享两个角度出发, 上文分别论述了理想网络结构能达到的理论极限, 预示着
互联网体系结构的未来演化仍然有很大空间, 如图 3 所示. 单一结构网络具有的固有缺陷使其效率低
下, 难以低能耗地进行高效信息分发, 因此本文提出采用双结构网络有效克服单一结构网络的缺陷.
本文所提出的次结构为具有近似幂律度分布 (无标度) 的类星型网络, 在体系结构上与内容共享
类服务相配. 无标度网络任意两点间平均最短路径长度极短, 能够实现高效路由, 从而在信息分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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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络版彩图) 未来网络体系结构变革的驱动力与方向
Figure 3

(Color online) Driven factors and evolution of future Internet structure

率上具有显著优势. 次结构借助广播, 在空间上以较低能耗任意复制信息比特而不限制共享人数; 而
借助内容存储机制, 在时间上任意复制信息比特. 信息共享类应用可从主结构互联网剥离出来由次结
构承担, 而主结构则主要承担互联互通类交互式应用, 主次分工明确, 释放了主结构的带宽, 解决了主
结构面临的问题. 此外, 在双结构网络中, 我们把互联网上大量的共享类内容根据用户偏好有选择性
地借助次结构分发到用户前置终端处存储, 则当用户需要这些内容时, 只需要 “最后一跳” 即可获取
到内容, 实现了 “最少跳数内容分发”, 突破了当今互联网体系结构无法突破的理论极限.

3

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的主动防御机理及方法

以第 2 节提出双结构网络作为基础设施, 本节研究大数据环境下不片面依赖先验知识或状态数据
处理的创新性主动防御机理与方法, 解决先验知识驱动的安全防御方法难以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网络
安全挑战. 以具有 “高价值密度” 的统一内容标签 UCL 作为内容治理的纽带, 将数据驱动的传统安全
防护方法升级为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的主动防御方法. 基于安全能级模型通过次结构网络 UCDN 可
信分发 UCL, 利用内容维度的价值引导, 增强安全投入与经济效益的关联性, 促进网络空间内生安全.
常规安全防御机制通常针对被保护对象进行外部加固, 或借助对安全威胁特征的先验知识进行模
式检测和匹配, 具有静态、先验和反应滞后等特征. 另外, 网络空间安全问题往往与互联网内容紧密相
连, 而传统互联网体系结构针对 “互联互通” 的需求, 遵循 “以地址为中心” 的理念进行设计, 网络缺
乏对所承载内容的感知、缺少必要的路径安全支持, 如果仅仅在数据层面采用处理数据的常规防御方
法来处理与内容相关安全问题, 必然使安全防御效果大打折扣. 为此, 本节在双结构网络支持下高度
重视内容语义和知识关联, 采取 “以内容为中心” 和 “动态、异构、冗余” 的思路, 研究互联网内容统
一标识技术, 构造先验知识与动态大数据卷积联合的驱动框架, 将安全防御维度从数据处理扩展到内
容认知层面, 研究面向内容的双结构网络主动防御深层机理, 提出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的创新型主动
防御方法, 建立以安全能级模型为基础的主动防御机制. 本节所提出的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的主动防
御方法是与双结构网络相配套的, 在单一主结构内部难以应用这种主动防御方法. 次结构实现了一个
与主结构隔离、异构的网络, 以可信广播安全地分发经过萃取后的来自主结构的知识, 而主结构因其
安全威胁处处难防的困境使得在其内部难以构建可信高价值数据分发信道, 继而难以以较低成本实现
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的主动防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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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网络版彩图) 知识与数据卷积联合的主动防御驱动框架
Figure 4

3.1

(Color online) Active-defence architecture driven by knowledge-data convolution

新型内容统一标识方法与标准体系

由于受互联网体系结构和传统数据处理方法的制约, 网络空间难以提供全网覆盖的路径安全支持,
导致常规传统安全防护方法难以有效应对当前网络空间安全问题.
为突破此重大缺陷, 本小节提出如下解决方案: 借助所提出双结构网络提供体系结构支持, 次结构
网络 (UCDN) 构建全网可信空间; 以具有 “高价值密度” 的统一内容标签 UCL 为基础, 统一标识互联
网内容, 以 UCL 编码技术将互联网内容结构化、矢量化表示, 支持海量泛在内容不同阶次的语义信息
标引.
统一内容标签的引入, 使互联网内容可关联、可索引、可治理, 支持传统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向
以内容和知识为中心的主动防御方法的跃升: 利用 UCL 所具有的价值密度高、语义信息丰富和结构
精短简练等特点, 借助双结构网络将网络空间安全防御维度从数据扩展到内容; 以 UCL 为内容与知
识层面主动防御基元, 将其对内容标识过程称为 “贴标过程”, 执行贴标过程的设备称为贴标机, 主结
构内 ICP 通过贴标机对内容贴 UCL, 继而将其传送给双网交换中心过滤, 再通过次结构网络可信分
发 UCL, 以提升主结构网络和用户安全防御能力.
3.2

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的主动防御方法

基于 “以内容为中心” 的思想, 本小节提出将传统以数据为中心的防御升级为以内容和知识为中
心的主动防御, 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UCL 的多个关键语义标识域, 包括内容话题、关键词和内容实体
等, 可支持网络大数据进行富语义多维全息关联; 借助大数据科学范式和知识萃取技术, 可对内容语
义信息和内容间关联特质进行深度挖掘, 基于此建立面向网络内容大数据的 UCL 语义域名体系; 构
造知识与动态大数据卷积联合的驱动框架, 如图 4 所示, 建立以内容和知识为中心的创新型主动防御
方法; 基于大数据信息平面和深度学习神经网络 DNN, 可实现网络空间安全态势智能认知和安全防御
策略主动构建的高效方法.
图 4 所示的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的安全防御机制, 利用大数据信息面收集到的当前主结构互联
网上的网络安全态势相关大数据对旧有安全威胁先验知识进行萃取 (修正), 能够获得新的安全威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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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网络版彩图) 双结构网络宏观安全能级及其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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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online) Energy level and its classiﬁcation in dual-structural network

识, 再以新安全威胁知识对安全态势相关大数据卷积 (提取) 得出当前网络是否面临未知的安全威胁
的结论. 具体描述如下: (1) 假设卷积网络已经由现有已知的安全威胁数据训练过, 则其对信息面采集
到的网络态势大数据进行分析, 即可推断目前网络面临的安全威胁; (2) 防御策略主动构建: 利用历史
大数据训练得到一个 DNN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 然后利用大数据信息平面对网络态势感知得到的多源
多维网络态势数据 (如其中用户行为、内容等) 调优之前得到的 DNN, 即利用新安全威胁数据修正先
验知识, 使得 DNN 能够识别新安全威胁特征.
通过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防御方法, 双结构网络可自主认知常规基于先验知识的安全方法难以发
现的安全问题, 主动构建防御策略, 即基于安全态势的认知, 重新构建体系结构、管控安全能级、配置
安全策略. 数据与知识联合防御方法对网络体系结构、能级跃迁和前置安全的驱动机制, 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 驱动网络体系结构实现双结构网络系统的动态可重构; 驱动能级跃迁来管控安全能级之间
的跃迁过程, 产生适合于次结构网络的可信候选内容; 驱动前置安全实现对双网透明接入设备的多策
略动态配置和管理. 基于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防御方法充分体现双结构网络的 “动态、异构、冗余”
主动防御特征, 显著降低网络空间的安全风险.
3.3

基于安全能级模型的主动防御实现机制

本小节参考电子绕核运动的轨道能级分离与跃迁理论, 提出安全能级的概念及划分方法. 基于安
全能级模型的主动防御构成及实现机制描述如下: 包含可对网络基础设施、网络运行态势、风险预警
信息和多源内容数据等多维度网络大数据进行大规模并发采集与分析的大数据管理功能; 以双网内容
交换中心作为双结构网络互联互通和安全可控的关键节点, 参考电子绕核运动的轨道能级分离与跃迁
理论的双结构网络安全能级模型可分离、可管控; 彼此分离且逐级趋严的网络空间安全能级划分方法,
如图 5 所示, 按照 UCL 所涉及的对象和重要程度, 可从宏观上将安全能级由低到高划分为 5 级, 例
如, 普通 ICP 发布的一般社会新闻, 初始安全能级为 2 级, 新华社发布的时政要闻, 初始安全能级为
4 级.
此外, 按照网络安全和内容安全两个层面可将安全能级分解映射为网络安全能级和内容安全能级,
为细粒度的能级调制和跃迁管理提供策略选择量化依据. 基于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方法, 以第 2 节中
所提出的联通度和感染概率作为网络安全能级的表征要素, 以内容质量和可信度作为内容安全能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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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要素, 构建更精细的能级通道管控机制与算法, 即可规范和约束主结构低安全能级数据和内容向
次结构高安全能级的跃迁, 将主结构的数据计算模式升级切换为次结构的内容计算模式, 既兼顾联通
性又满足安全性.
本小节借助 UCL 和安全能级模型将安全防御维度从数据扩展到内容, 通过安全价值引导, 激励
网络生态的内生安全.

4

双结构网络内容交换技术研发与原型构建

第 2 节主要阐述了双结构网络的理论基础, 进而介绍了其体系结构, 特别介绍了次结构网络运行
机制. 本节将介绍双网内容交换中心, 它是双结构网络交互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双网内容交换通
道建立安全能级调制的内容交换通道, 采用异构动态的交换架构、机制和协议, 阻断主结构网络安全
威胁基于传统互联网架构和协议的渗透通路, 保证 UCL 在主次结构间的安全生成和传递. 本节研究
如何实现用于双网内容交换的能级跃迁通道, 而能级跃迁的概念在第 3 节中已有阐述; 实现对互联网
输入的内容进行按需求的安全能级跃迁处理, 以输出符合次结构网络安全要求的互联网内容统一标签
UCL; 实现安全可控、具备主动防御能力的双网互联互通.
双结构网络内容交换架构如图 6 所示, 本节的研究以双网内容交换能级跃迁通道构建为中心, 从
支撑关键技术体系、支撑运行体系和主动防御效能 3 个层面着手, 打造双网互联互通、主动防御的内
容交换中心.
4.1

双网内容交换关键技术

双网内容交换所需的支撑性关键技术主要包括: 基于大数据信息平面的互联网内容 UCL 认证技
术和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的网络安全与内容安全测量、检测与评价两大部分. UCL 认证技术解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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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内容的信源、内容一致性、完整性和安全性等校验和认证; 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的各项安全技术解
决交换通道典型安全威胁检测、内容可信度与内容质量测量与评价等, 以支持安全的能级跃迁.
基于大数据信息平面的互联网内容 UCL 认证. 双网内容交换中心收集来自互联网 ICP 的网络
内容和与其对应的 UCL 标签, 内含基于公钥基础设施的数字签名, 可供交换中心对照注册名单认证
该 ICP 身份, 确认内容信源, 以完成用户 UCL 认证. 对于通过用户 UCL 认证的内容, 交换中心对其
进行能级跃迁操作, 生成经过认证的完整 UCL. 普通用户可根据接收到的 UCL 内含的 URL 通过互
联网获得相应内容. 为保证用户访问的 URL 对应内容与中心认证 UCL 时对应的状态一致, 避免内容
被篡改或安全状态发生变化, 交换中心需要定时或基于事件触发对注册的内容进行全量、增量 UCL
认证.
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的安全检测与测量. 主要解决对来自主结构网络的安全问题的检测和测量,
供能级跃迁处理过程调用, 具体包括交换通道典型安全威胁检测、内容质量测量与内容可信度评价等
关键技术.
交换通道典型安全威胁检测主要围绕 UCL 展开, 分别针对 UCL 标签内容、UCL 标签指向的互
联网内容两类从互联网输入的数据进行安全检测. 对于 UCL 标签内容, 采用基于 UCL 格式规范标准
进行格式边界越界校验、基于虚拟执行技术进行 UCL 标签内容解析与分析, 对格式不全或不符合标
准格式的 UCL 内容给出安全预警. 对于 UCL 对应互联网络内容, 其可能引入 SQL 注入攻击、跨权
访问等针对应用系统的攻击威胁, 也可能引入跨站攻击和隐私获取、挂马攻击、捆绑漏洞利用等针对
客户端的攻击威胁, 则通过在内容交换通道中集成调用第三方工具和服务来完成检测.
网络内容质量测量包括本体价值测量, 如可阅性、相关性等, 外部辅助性价值测量, 如转载数、分
享数等. 对于本体价值测量, 采用深度学习方法进行摘要、关键字及话题分类等语义提取、生成内容
基本要素, 对于要素不全或不符合先验共识逻辑的网络内容给出相应较低的质量评价. 对于外部辅助
性价值测量, 则可以通过统计用户评论数、大数据驱动的用户背景与该内容的相关性分析、用户评价
感情色彩解读等方法侧面了解网络内容质量. 关于网络内容可信度评价, 考虑到网络内容具有海量异
构特点, 基于互联网范围的大数据 (包括信源、传播链和内容质量、用户反馈、历史信息等数据) 评价
网络内容可信度.
4.2

软件定义的安全能级跃迁通道

双结构网络内容交换通道是保证主次结构网络互通的唯一通道, 也是次结构网络对主结构网络实
现主动防御的重要关卡, 通过 “重兵把守” 加强网络安全、“动态异构” 实现主动防御、能级跃迁阻断
安全威胁传播通路, 多方法结合保障 UCDN 的 UCL 内容安全性.
本小节提出基于软件定义架构的双网内容交换安全能级跃迁通道, 通过标准模块化、虚拟化等方
法集成封装各种安全检查及处理的软硬件, 支持软件定义通道入口能级和目标能级、通道能级跃迁对
应的安全检查和处理等基础规则, 以软件定义保障灵活配置能力、高并发处理能力和异构动态变化能
力, 提升性能和安全性. 每个通道入口对应多层面、多视角的安全能级跃迁处理模块网络视图, 通过对
网络中的 UCL 数据流进行牵引调度, 实现基于基础构件软件定义产生多通道方案的能力. 在大规模、
高并发处理环境下, 通过功能虚拟化和分布式软件定义能级跃迁通道, 可将通用云计算资源加入能级
跃迁, 扩大通道的处理能力、保证可扩展性.
在通道传输的内容从初始能级到目标能级的跃迁过程中, 对 UCL 标签对应的原始网络内容的安
全检查即是对格式化数据的处理过程, 采用特征码基础检测、静态分析检测、虚拟化动态检测, 以及逐
渐成熟的大数据安全分析等方法进行安全检测. 作为网络内容安全检查中传统的敏感信息检查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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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基于域名、关键字正则表达式等多种组合主动审计指定的目标内容, 对内容进行深度扫描检测,
快速、准确地分析判断内容中是否含有非法敏感信息, 并支持人工辅助校正扫描结果, 从而有效防止
不良信息扩散, 为追查取证提供有力支持. 对于图片、视频等复杂内容, 则可集成领域内领先的商业产
品, 封装为软件定义模块加入内容交换通道中.
综上, 由于双结构网络内容交换对象仅为格式化的 UCL 标签, 其安全防御范围相比主结构网络
大大缩小, 其安全性检查更加容易和可行.
4.3

基于安全态势感知的动态能级跃迁策略优化

主结构互联网有毒带菌、开放互联、安全态势变化剧烈, 影响着双网内容交换能级跃迁管控的外
因. 本小节研究网络安全态势感知驱动的能级跃迁策略动态优化机制, 兼顾整体安全态势和具体信源
的安全态势, 实现动态能级与跃迁策略的调整, 提升主动防御能力.
安全态势感知的触角延伸方式包括对互联网整体安全态势的感知和具体信源的安全态势感知两
种, 前者需要通过搜集互联网上公开的各种漏洞、安全通告信息等构建威胁情报库, 并根据该情报库
的实时更新内容分析当前安全发展态势, 最终形成安全态势的跟踪能力. 后者的实现则需要以对指定
的信源 Web 层面的资产发现为基础, 通过采集信源所使用的网站和主机的指纹、发布的内容, 结合之
前积累的威胁情报库进行综合匹配, 用以判断指定信源的安全等级.
对互联网整体安全态势的感知需要对公开数据进行采集, 不断积累数据建立完善的威胁情报库,
同时保证对实时数据的快速跟踪能力. 对具体信源的安全态势感知, 需要全时扫描, 基于从情报库大
数据萃取的安全威胁信息和漏洞信息, 对指定的信源进行无缝全自动实时监测, 第一时间发现信源存
在的漏洞安全隐患.

5

双结构网络用户透明接入与前置主动防御

双结构网络之间的交互机制是双结构网络的核心运行机制, 其互通交互机制通过第 4 节介绍的双
网内容交换中心实现, 其隔离牵连机制则通过本节提出的双网透明接入设备实现. 网络用户接入是保
证双结构网络可用性和实现其安全价值引导的重要环节, 本节提出双结构网络用户透明接入机制和前
置主动防御技术, 将网络用户透明、安全地接入到双结构网络, 在用户端实现经济效益与安全价值的
牵连, 激发内生安全.
5.1

双结构网络透明接入机制

基于透明计算的方法, 建立由控制平面驱动的透明接入架构. 如图 7 所示, 包含接收次结构统一
内容标签的 UCL 缓存模块、与主结构网络连通的互联网访问模块和前置安全认证模块, UCL 缓存和
互联网访问模块硬件隔离, 互不干扰. 前置安全认证模块结合 UCL 对互联网访问模块的上行、下行数
据进行完整性、一致性认证, 建立主次结构网络数据的牵连. 通过结合不同接入设备硬件体系结构和
接口的共性特征, 将上述核心模块按照透明计算方法抽象成不依赖于特定硬件环境和操作系统的通用
网络接入模块, 其软硬件运行方式由控制平面进行实时定制化配置. 控制平面基于数据知识联合驱动
产生网络配置、安全防御等策略, 通过安全可信的次结构网络将配置信令传送到接入设备的 UCL 缓
存, 接入设备按照透明计算的方式进行动态更新. 上述整个网络接入过程无需用户参与, 能够在不影
响用户上网方式的前提下将用户透明、安全地接入到双结构网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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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5.2

(Color online) Transparent access and prepositive active defence

前置主动防御技术

双结构网络的前置主动防御主要包括数据安全和体系结构安全两方面.
前置接入设备的数据安全主要包括上行、下行数据安全, 以及 UCL 缓存安全. 主结构互联网数
据存在较高安全隐患, 故前置接入设备对互联网访问模块的上、下行数据, 尤其是没有本地 UCL 认证
的互联网内容, 利用其 URL 中包含的域名、路径、访问文件类型等信息, 结合信息平面进行安全评价,
并基于此完成实时数据流过滤, 保障数据安全. 用户端与前置接入设备之间的双向互通导致 UCL 缓
存存在被用户端恶意程序篡改的隐患, 可采用 UCL 防篡改指纹编码机制及其校验方法, 对前置接入
设备的 UCL 缓存进行定期校验, 及时发现 UCL 篡改并对其进行快速纠正. 为降低 UCL 校验过程带
来的网络访问延迟, 进一步完善内容自适应的 UCL 校验机制, 根据接入设备流量及访问内容自适应
地调整编码能效, 在保障 UCL 安全的同时减少校验延迟. 同时, 考虑到 UCL 模块缺少上行通道, 为快
速纠正本地 UCL 缓存、恢复被篡改的 UCL, 可通过主结构网络与双网内容交换中心取得通信, 并通
过动态重构软硬件运行体系防止 UCL 短期内再次被篡改.
在体系结构安全方面, 通过构建动态可重构的体系结构增强系统动态性, 进而提高系统主动防御
能力. 基于现场可编程阵列 FPGA 的局部动态可重构技术, 将整体系统按功能或者按时序分解为不同
的组合, 并根据控制平面的配置要求动态重构本地系统结构, 支持主动防御.
5.3

基于前置 UCL 认证的内生安全激发机制

次结构网络对主结构网络的内容进行萃取和能级区分, 并将这些知识存放在 UCL 中分发到每个
前置接入设备. 利用 UCL 对主结构网络内容进行安全监测, 防止主结构网络内容篡改, 并对低安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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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内容进行用户提示. 对于互联网内容的请求, 根据其 URL 检索在 UCL 缓存中是否存在对应的
UCL, 以提取 UCL 校验信息、安全能级等, 并进一步进行数据校验和内容引导. 若未命中, 则基于双
网内容交换中心的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对互联网内容进行安全评价和内容引导, 激发内生安全.
互联网内容的实际安全能级随时间动态变化, 为保障中心认证 UCL 与实际互联网内容安全能级
的一致性, 可基于 UCL 对互联网内容的一致性进行验证, 包括信源一致性、内容一致性、安全一致性
等. 考虑到验证过程会给网络用户带来额外的延迟开销, 可采用轻量级快速数据校验方法. 在校验算
法层面, 针对不同的数据类型、不同的软硬件资源设计动态自适应的轻量级数据校验算法, 对于视频、
音频等大块数据实施边传输边校验的实时校验方式; 在数据信息共享层面, 考虑到前置接入设备通常
连接多个用户, 在前置接入设备的 UCL 接入模块设置专用校验缓存, 对于已经被其他用户请求过、校
验通过的数据免去重复校验过程, 减少重复计算. 之后, 基于 UCL 建立可信内容提示和安全引导机制,
对于 UCL 认证不通过, 或者能级较低的网络数据通过在网络接入设备上定义的出错处理机制进行处
理, 如提示、警告、拒绝访问等, 从而建立安全与效益之间的强关联, 形成安全价值导向, 进而激发互
联网产业生态的内生安全.

6

未来典型应用

本节以车联网中高价值密度数据传输场景为例, 介绍双结构网络未来可能的典型应用. 如图 8 所
示, 在车联网高经济密度数据传输应用的主结构中, 智能汽车的传感器采集 “人 – 车 – 环境” 中的多
源多维信息. 随后, 这些采集到的多源多维信息通过互联网传送到位于双结构网络内容交换中心的云
端服务进行信息融合, 形成驾驶意图、风险态势、环境构建等新信息. 接着, 云端服务提供的态势感知
等新信息将被封装入 UCL, 通过次结构 UCDN 网络广播到其他车辆. 通过广播网络进行安全可信分
发, 极大地降低多管理系统建设成本; 另一方面, 在内容接收端, 通过结构简单、成本较低的次结构网
络, 减少网络建设和运营成本. UCL 充当了高经济密度数据的标准化信息集装箱作用, 因而极大提高
了传输效率.
综上, 在双结构网络基础上构建了智能网联汽车集成应用环境, 集成本文各部分研究成果, 为车
联网内高经济密度数据的大范围高效传输、多种信息融合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

7

结论

网络空间安全攸关人类福祉与国家利益, 但当前网络空间安全面临严重挑战: 具有优秀互联互通
性和开放性的当前互联网体系结构处处设防仍难以彻底解决安全问题, 严重依赖安全威胁先验信息的
传统安全防御机制难以应对不断演化的安全威胁, 安全投入与市场效益的弱关联导致互联网产业生态
缺乏内生安全的有效激励. 本文针对这些挑战, 提出了构建与互联网主结构平行的 “动态、异构、冗
余” 的次结构网络, 辅助主结构互联网解决安全问题; 还提出了不依赖安全威胁先验信息的数据与知
识联合驱动的新型主动防御机理; 此外, 提出了双网透明接入与前置主动防御技术等关键技术; 最后,
以车联网中高价值密度数据传输场景为例, 介绍双结构网络未来可能的典型应用. 本文所提出的主动
防御的双结构网络, 利用统一内容标签提取对互联网内容的安全认知, 借助次结构网络可信广播特性,
通过数据与知识、双结构网络之间以及经济效益与安全能级之间的牵连, 弥补了互联网难以兼顾互联
互通与安全可控、缺乏内生安全激励、低效应对复杂多变安全威胁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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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网络版彩图) 智能网联汽车集成应用
Figure 8

(Color online) Application of dual-structural network to vehicle network

国内外关于网络空间安全主动防御的研究, 多从网络的不同层次实现 “冗余、异构、动态” 的思
想, 本文所提出的双结构网络则是从体系结构层面实现. 要以较低成本构建覆盖各个层次、整个生态
链的主动安全防御机制, 尚有诸多理论和技术挑战有待我们去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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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structural network of active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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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yberspace security is vital to state interest. Recently, there are some challenges in cyber security.
In architecture for instance, although protection mechanisms are introduced and applied everywhere, the modern
network architecture (well connected and open) still has diﬃculty in completely ensuring cyber security. It is
also observed that contemporary cyber security protection mechanism highly depends on the priori information
of security threats and thus will hardly address unknown potential threats. In this paper, a novel cyberspace
security protection framework is proposed. A dual-structural Internet scheme that integrates the current Internet
architecture with a redundant secondary structure network characterized by its broad-storage scheme, heterogeneous structure, and dynamic protection mechanism is introduced. Also, a novel active defense mechanism
that is knowledge-data driven and thus independent of the priori information of the security threat is proposed.
Furthermore, some key techniques such as transparent access and prepositive active defense are introduced. The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work proposed in this paper oﬀers a comprehensively evolutionary solution to constructing a cyberspace in which the protection mechanism is more independent and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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