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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Endogenous”之定义

    一个系统或一个模型内，存在互为依存或纠缠关系的因素

（或变量）称为“内生的或内源性的”

  

                  

   与内嵌（Embedded）或内置（Built-in）因素不同，凡是

无法独立存在或可分离的因素才能称之为 。



一切事物都是自在的矛盾，矛盾是一

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
                                                 

-----黑格尔 

内生安全问题是矛盾自在性表现



从一般意义上说，任何自然的功能或人造的功能，都存在

伴生或衍生的显式的副作用或隐式的暗功能。副作用可能是良

性的，也可能是不良的，但暗功能的性状及影响则完全是未知

的， 

 

内生安全问题之哲学诠释

事物的反面就是有弊的东西，通常只可能设法规避或抑制，不可能彻底

消除。按照矛盾论的表述，内因只有通过外因起作用，因此内生安全问题只有

在外部因素影响下才有可能转变为内生安全威胁



内生安全问题举例

Ø 大数据内生安全问题：分析结论的不可解释性

Ø 人工智能内生安全问题：分析结果的不可解释性、不可判识性、不可推理性

Ø 区块链内生安全问题：市场占有率>51%软硬件产品中存在共模性质的漏洞后门等

Ø 5G网络内生安全问题：云和边缘计算支撑等平台中的漏洞后门、病毒木马等

Ø 可信计算内生安全问题：依赖先验知识、可信根的可信性存在“灵魂拷问”问题

Ø 动态/主动防御内生安全问题：无法防护基于调度环节未知后门的未知攻击

Ø “零信任架构-ZTA”内生安全问题：分布式认证节点的漏洞后门问题

Ø ┄┄┄┄┄┅┅┄



报告提纲

         一、什么是内生安全问题

五、为网络空间技术产品赋能

四、内生安全理论与拟态防御

二、网络空间内生安全共性问题

三、现有网络安全发展范式之困



网络空间至少存在六个方面的内生安全共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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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是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产化程度弱相关或无关）
就普遍性而言，穷尽或彻查目标系统软硬件代码问题

不能也不可能构建一个“无毒无菌”绝对安全的理想场景

一个信息系统或控制装置中可能有成千上万行的软硬件代码

只要存在一个高危漏洞或植入一个后门或无意间导入一个陷门

就可能导致整个产品服务功能的不可信！

全球化、多极化时代，不可能建立起完全自给自足的产业链，

只要产业链存在不可控环节就不可能杜绝后门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与智能技术以及人为攻击因素不断渗透功能安全领域，

网络安全问题使得传统可靠性或功能安全的假设前提不复存在

网络空间因为广泛存在漏洞后门等内生安全问题，攻击者只要能

建立起可靠的攻击链，外因就能通过内因构成已知或未知的安全威胁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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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机

认证服务器

路由器/交换机

信息网络基础设施

    工业互联网

    物联网设施
     服务器
    边缘计算

云计算/数据中心/人工智能/5G平台等

部件

板卡

漏洞后门危害如何评估、服务可信性如何保证、内生安全共性问题如何管控？    产品安全质量不能保证问题已成为信息技术及产业发展的最大障碍，

  因而漏洞后门等可以从技术链和产业链的源头起持续污染整个网络空间

  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性不能确保之殇



网络空间安全幽灵---“未知的未知”安全威胁

漏洞/病毒木马

后门/陷门

未知漏洞 未知后门 未知攻击

Unknown  
Vulnerability

Unknown  
Backdoor

Unknown  
Attack

未知的未知---Unknow2安全威胁

内生安全问题及其共性因素

如何应对或防御基于目标系统未知漏洞、未知

后门等内生安全共性问题的未知攻击？

迄今为止，缺乏可靠的理论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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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S6

S4

S5

S2
S1

现有安全防御技术的逻辑悖论

显式
显式副作用

传统附加或内嵌式安全防御技术的特点

“亡羊补牢”后天免疫  加密/认证“底线防御”

有效性取决于先验知识完备性和攻击特征的精确感知及分析能力

        无法有效应对蓄意利用内生安全共性问题引发的未知的未知安全威胁

很难彻底排除补丁上或补丁后出现的新漏洞或后门问题



有无未知的软硬构件漏洞

有无预设的软硬构件后门/陷门

单一处理、共享资源环境
有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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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被保护对象还是“安全守护神”自身都无法回避这些共性安全问
题

   内生安全共性问题造成的技术窘境

即使加密认等算法的安全性在数学意义上可能已足够强大

但其物理或逻辑实现载体的安全性也无法给出理论与工程意义上令人信服的证明

许多事例表明，基于加密和动态技术的防护体系常常被未知漏洞“旁路或短路”

  由于信息技术的泛在化应用，传统安全Safety和网络安全Security问题边界

已严重模糊，一体化安全成为网络空间信息系统或控制装置 的新动力！



内生安全问题之科学思考

ü 如何才能证明这种叠罗汉式

    的安全防护是安全可信的？

ü 如何才能证明叠上去的每一

    个罗汉其自身是安全可信的？

ü 由于内生安全问题及其共性因素的存在，

    所有安全技术怎样才能自证清白？

     无论采用外挂式还是内嵌（Embedded）或内置（Built-in）

式的安全部署方案，也不论使用何种动态防御或主动免疫或认证

加密等技术，都无法彻底摆脱内生安全问题带来的恐怖梦魇

信息产业或网络安全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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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体系创建与持续迭代

              基于一个猜想，解决二大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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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起源于2013年的一个猜想：能否借助现有可靠性理论和方法来克服内生安全问题？

ü 存在一个棘手的科学问题：可靠性问题的假设前提是：失效因素属于可用概率

                          表达的随机性问题，但基于软硬件代码设计缺陷或漏洞

                          后门的人为攻击属于不确定性行为，无法用概率描述，

                          如何能归一化这二个数学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

ü 传统可靠性理论技术局限性：由于现有的鲁棒控制模型根本没有考虑到基于目标

                          对象安全缺陷的网络攻击， 在人为试错或盲攻击条件下，

                          任何可靠性模型都不具有品质鲁棒性和时间鲁棒性，

                          怎么办？

《网络空间拟态防御导论》、《网络空间拟

态防御原理-广义鲁棒控制与内生安全》科学出

版社2017年12月、2018年12月先后出版；德国

Springer出版社2019年初推出英文版；2020年6

月，《网络空间内生安全-拟态防御与广义鲁棒

控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申请国际/国内专利超过70项，8项基础核心

专利已获授权。

拟态防御理论体系已从创建发展到逐步成熟

与完善，并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内生安全

学术与科研新方向

  

               基于内生安全理论的拟态防御核心机理

将网络攻击问题转化为动态异构冗余环境内应对差模/共模干扰的问题

 使得网络安全可以用广义鲁棒控制方法来设计与度量

实现网络安全与功能安全一体化处理之理想目标



内生安全理论基石--相对正确公理（共识机制）

 

约束条件
ü 对于个体成员而言，

ü 对于群体成员而言，

输入(a)

……

多模表决

输出

输入分发

相对正确公理的逻辑表达

≠

F1 F2 F3 Fi
=

功能等价
异构/冗余

求大同寻共识，存小异尊重大多数

 相对正确公理的再发现

ü 个体层面的不确定性（非概率）问题可以转化为群体层面差模或

共模表现形态的概率问题（感知个性化的未知问题）

ü 调整人数、类型、任务复杂度、完成时间、表决策略可以控制差

模概率的大小（控制未知问题的影响范围）

ü 即使是小概率事件，共识结果也可能不正确（需要动态迭代处理）



用动态互补构造抵消或降低暗功能影响---

PiP2

P1

Pi和Pj的暗功能交集，称为Pi和Pj的共模暗功能，存在逃逸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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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交集的暗功能，称为差模暗功能，不存在逃逸可能

基于相对正确公理及再发现，提出了一种动态异构冗余构造模型               

已经开展的研究表明，DHR与香农“一次一密”模型很可能在数学上是等价的

倘诺如此，即使用量子计算机对DHR模型也无法在理论上实现

因为DHR构造具有类似量子的“测不准效应”，不属于计算复杂度的求解范畴



内生安全理论的技术实践

u 发明一种构造：  动态异构冗余构造DHR，可自然接纳既有或未来各种安全技术

u  基于一个再发现 运用相对正确公理能将不确定问题转换为有感差模/共模问题

u  导入一类机制 基于生物拟态现象的伪装机制（增强防御迷雾）

u   产生一个效应 测不准效应（从机理上使试错或盲攻击失去效能）

u  获得一类功能 的内生安全与广义鲁棒控制功能

u 鉴借二种理论 信息论与可靠性理论

围绕一个前提 在不依赖（但不排斥）先验知识条件下，管控利用暗功能引发            

的内生安全威胁

u 提出一种理论：  内生安全理论，可支撑功能安全与网络安全的一体化技术实现



  构造（DHR）主要特性：  测不准构造效应、时空非一致性防御迷雾

功能为P的异构执行体集合K

反馈控制调度器

输入序列 输出序列

控制指令 裁决参数

导入控制策略

   执行体或运行场景 1

  执行体或运行场景 2

     执行体或运行场景 m

【I】 【O】

反馈信息即使存在未知的软硬
件漏洞后门或病毒木
马等暗功能情况

基于迭代裁决的多维动态重构反馈运行环境

 使得任何独立的试错或网攻击事件都会被异构容错机制所屏蔽

反馈控制环路会引发服务环境呈现功能等价条件下的测不准效应

   逼迫攻击者必须具有对“非配合条件下，动态异构冗余系统协同一致攻击”的能力，

    运用DHR构造固有的随机、多样、冗余、反馈迭代机制的测

不准效应，可以在不依赖外部先验知识和附加防御措施的情况

下，依靠策略裁决、反馈控制和多维动态重构等机制，可以同

时应对“ ”和 等内生安全

问题，即可实现



拟态防御机制可视化表达

迭代判决

拟态括号

策略调度   异构

处理器池

异构

硬件池

异构

软件池

异构
执行体

异构
执行体

异构
执行体

异构
执行体

异构
执行体

…

软硬
构件库

当前执行体集合K

拟态界

输出代理/策略裁决

调度指令
反馈控制函数

外部命令 虚/实
执行体

I

O

输入代理

执行体1

执行体2

执行体3O
O1 O2 

O3
一致

I

O3

O1

O2

II

O1 O2 
O3

不一致

异构
执行体

判决信息

功能安全或网络安全问题导致的广义不确定扰动都能被拟态构造的内生安全机制变

换为构造内“差模或共模扰动”的概率问题，并遵循“求大同不存异”的处理原则

攻击目标无法识别、攻击效果难以评估、攻击经验无法继承、攻击场景难以复现

调节冗余度、调节异构度、调节比对长度、调节闭环响应时间

、更换裁决策略、改变反馈函数┈┈可以量化控制逃逸概率和持续时长

拟态构造能将“未知的未知安全威胁”变换为“已知的未知安全问题”

将无法量化控制的security问题转换为基于可控概率的可靠性问题检验内生安全功能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如同可靠性测试那样，通过第三

方白盒注入方式，测试/验证目标对象的安全性是否达到给定的设计阈值



拟态防御愿景与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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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功能与安全功能自然融合，能够对付任何基于“ ”攻击

拟态防御看似网络安全技术，实质是网络空间软硬件产品亟需的广义鲁棒控制技术
Ø遵循隘口设防/要地防护的防御原则

Ø需要融合使用密码/认证技术应对“来自正门的攻击”

Ø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赖跨异构软硬件平台的软件工程技术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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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态基线1.0产品开发模式

在成熟的信息技术产品的关

键部位或模块上设置拟态括号及配置相

关的软硬资源，不影响或很少影响目标

产品原有的功能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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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某种信息技术产品的功能

性能以及技术架构，在核心部位设置拟态

括号并配置相应的COTS级软硬构件

：在目标平台本身就具备动态、异

构、冗余等特质时，只需在资源分配或调度

环节、服务应用输入/输出接口增加拟态括

号部分功能和机制即可

A
A

B
1

C
C

左括号

右括号

B B
2

B
3 系统

A1

C1

A2

C2

B
1

左括号

右括号

B
2

B
3 B1

A1

C1

A2

C2

B2 B3

A1

B1

C1

A2

C2

B2 B3
左括号

右括号

造

对现有IT/OT产品实施内生安全赋能的技术开发模式称为：拟态基线1.0



拟态域名服务器拟态路由器 拟态交换机 拟态安全网关

拟态数据中心 拟态web服务器 拟态云系统拟态工控网关/MCU 拟态存储

拟态防火墙

已推出基于拟态构造的基线1.0网络产品或样机

基线1.0产品

利用现有的COTS级器件、组件、部件、系统等

搭建DHR（拟态）构造的信息系统或装置

已推出10余类30多种 的产品，技术开发涉及

IT/ICT/CPS/ICS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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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控制网络领域拟态构造基线1.0技术产品

拟态构造网关

拟态构造云平台

拟态构造DCS系统 拟态构造MCU评估系统

拟态构造云存储 拟态构造新型配电管控平台 拟态构造Web应用

拟态构造交换机



  基于DHR构造的智能网联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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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网联汽车内生安全的概念定

义、本体特征、内涵外延、理论模

型、机制机理、模拟仿真等方面进

行原理性论证，在国际上确立智能

网联汽车内生安全的新定义

2）自动驾驶内生安
全系统拟态构造方法

1）功能安全和网络
安全联合分析模型

3）内生安全感知决策
三元拟态决策方法

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内生安全技术设计

方法、评估方法、检验方法、应用方

法的工程实践，为国家提供实用化的

内生安全技术套件，实现智能网联汽

车内生安全的新创造
自动驾驶内生安全汽车工程实践

内生安全为AV填补了safety-security-fail技术空白，使智能网联汽车

无论经受随机故障或者网络攻击都可以获得一体化的底线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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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碑节点一：2017年12月

中办/国办《网络强国实施纲要》明确要求：

               里程碑节点二： 2018年1月起，

工信部通过层次化、成体系地实用化部署，检验拟态构造的网络基础

设施在提供高可靠、高可用、高可信“三位一体”服务功能的情况。

三年多来的使用表明，拟态构造设备在技术成熟度、技术普适性和技

术经济性方面都达到了

所有功能、性能、效费比等都有真实运行数据佐证

开创了信息技术装备安全性可量化设计、可白盒度量的新纪元

里程碑节点四：2019年9月9日

 工信部在郑州组织召开了试点任务评估会，认为

“ ”

里程碑节点五： 2020年10月28号

在中央网信办、工信部、科技部、工程院、江苏省政府的指导下

成立“中国网络空间内生安全技术与产业联盟”

有100+家科研院校、研究所、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创新企业参与发起



         开展系列试点应用及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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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网络领域
  2019年6月起，在XX中心部署

拟态域名服务器，保障总控中心

域名访问安全。

2020年1月起，在XX专网开展拟

态路由器、交换机、网关等8类

设备试验应用，为基地级网络提

供内生安全保障，目前正在开展

系统测试。

  2020年1月，12套拟态web门户系

统参与XX数据工程建设，目前正在

开展系统集成联调。

★  国家重点行业领域

  2018年7月以来，在工行、国

家电网、上海地铁、四川政务等

部署拟态交换机、web服务器、

拟态网关等设备。

★ 运营商和大型IDC领域
  2018年1月，根据工信部网

安局任务部署，在河南联通、

广州电信、郑州景安网络

（IDC）对拟态路由器、域名

服务器、防火墙、web服务等

成套拟态设备进行了体系化部

署，取得突出的试点应用效益。  试点及应

用部署情况

★ XX数据工程



标准体系初步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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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以来，陆续向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提

交了系列拟态设备的标准建议，包括：

《拟态构造域名服务器技术要求》、《拟态构

造域名服务器检测规范》、《拟态构造路由器技术

要求》、《拟态构造路由器检测规范》、《拟态构

造web服务器技术要求》、《拟态构造web服务器检

测规范》、《拟态构造交换机技术要求》， 且均在

通信标准化协会立项通过。

目前，中国通信标准行业协会已立项16项拟态

构造设备技术标准即将形成行业标准。

  



专用器件、组件、子系统和工具软件开发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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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拟态括号/调度器和MCU等专用ASIC计划在20213Q完成

u 拟态括号服务器已进入试用阶段

u 多样化编译器和异构环境增强规约已完成

u 已开发完成一批相关调试工具

u 拟态IaaS、PaaS、SaaS云全套开发工具

u 拟态系统白盒测试规范

u 拟态系统安全性量化设计理论和方法

u  ┈┈┈



首届 2018.5.11-12  南京

全球顶级战队

CTFtime2018年度全球排名

第一、二、三位的乌克兰

DCUA战队、波兰P4战队、

日本TokyoWesterns战队

CTFtime2017年度全球排名

第六位的俄罗斯LCBC战队

全国顶尖战队

DEFCON CTF成绩不俗的0ops战队、

Sixstars战队和AAA战队

     来自各知名安全厂商的战队有360

信安联队、HAC（安恒）战队、山石

科技战队等

第二届对抗赛结果表明

   2019年5月22日，第二届精英挑战赛有国际顶尖战队10支，国内顶尖战队19支，采用

全球独创的“黑盒/白盒/登顶”BWM赛制，历时20小时，296万次有效攻击，5700多次高

危漏洞攻击，无一队得手。技术裁判：鹏城实验室网络安全中心 

第三届线上对抗赛结果表明

2020年6月19、20、21日，15支国际顶尖战队、25支国内顶尖战队，连续48小时线上BWM赛

参赛队可以无限制的使用各种攻击资源，无约束的进行线上协同，PML办公网作为真实靶标

300多万次攻击，2.7万次高危攻击，无一队突破任何一个靶标设备的拟态防线

技术裁判：360安全大脑

中国 ‧ 南京---紫金山实验室(PML)

网络内生安全试验床—NEST

   2019年6月26日起，面向全球，全天时的开

放基于内生安全功能的COTS级网络信息产品的

众测服务环境，对全球参与者实施常态化的赏

金机制，对设备生产厂家提供有偿的众测服务

Mocopus

摆下全天时、全天候线上擂台，全球征召 “赏金猎人”！
  正如欧式空间三角形的几何稳定性经得起科学检验一样

  基于内生安全的拟态防御也可以承受任何形式的黑白盒测试



2020.12.20-22   中国杭州

     来自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和我国的40支“白帽黑客”战队，

对该实验室开发的系列化拟态构造工业互联网核心设备发起连续72小时、90多

万次（包括白盒注入在内的）高强度攻击，无一人一队成功实现拟态逃逸

   作为对照组的3款商用工业控制DCS系统（美国霍尼韦尔、日本横河、

中国和利时），三家公司产品占我国市场30%以上，在45小时内被多支

国内战队通过国际互联网“ ”11次之多！

比赛结果再次证明，我国工业互联网领域当前的安全态势已非常严峻！

2021年，之江实验室开始建设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互联网内生安全试验场

并以此作为一年一度“之江杯国际精英挑战赛”平台



拟态2.0的目标与愿景

为计算机体系结构、软件工程、通信与信息系统、工业控制系统、工业

自动化、网络安全、信息物理系统等一级学科

开辟了新的学科方向----

截止去年底，

已有近200家企业、大学、研究所、投融资单位加盟

打造内生安全技术与产业生态环境，颠覆现有信息产品市场的战略格局

信息或相关产业洗牌大幕即将在全球开启，

前所未有的挑战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渗透性

继承性

普适性

集约化

拟态构造理论及基本方法

能够破解信息系统或控制装置内生安全共性问题不能管控的世界难题

使得“从源头管控信息技术及相关领域产品安全缺陷”成为可能

漏洞后门资源将失去战略性作用，“隐匿漏洞、设置后门”不再具有战略意义

能从根本上抵消美国人在网络空间基于漏洞后门甚至前门的战略优势

构造：目前全球最好的

赋予于可量化设计、可验证度量的内生安全功能

有望彻底扭转当前网络安全领域“有合规性管理，缺乏可支撑手段”

“即使自主可控也很难达成安全可信目的”之困局

从理论和技术层面证明

  “开放性与安全性、先进性与可信性、自主可控与安全可信、功能安全与

网络安全”的矛盾，能够在机理上得到统一，可以从根本上颠覆基于软硬件

设计缺陷的攻击理论与方法

信息领域和相关行业将迎来泛在化内生安全时代

将迫使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与相关产业重新洗牌

所有没有安全质量承诺和保障的信息技术产品将会被市场拒绝！

    抓住国家新基建发展之机，“双循环”战略格局形成之初，信息技

术与相关产业洗牌之时，在中国定义的创新领域打造全球范围具有拟态

防御等内生安全功能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装备和新型基础设施！

可满足相关领域从软硬器件到系统到网络到各个层面内生安全功能部署之需求



谢谢聆听

   网络空间安全亟需改变游戏规则的理论与技术创新

内生安全必将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赋予前所未有的澎拜发展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