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美国司法部起
诉5名中国军方人士，指控他
们通过网络窃取美国公司的
商业机密。美国摆出网络攻
击“受害者”的悲情姿态，一
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无中生有，贼喊捉贼，对
美国当局来说，这算不上什
么新鲜玩法。5月29日，中国国
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说，
美方炒作网络问题的手法具
有惊人的相似，每当美军需
要扩编网络战部队时，都会
借机炒作他国网络威胁。

其实，美国“倒打一耙”
只是一个缩影，背后反映了
世界范围内的网络战已经风
起云涌。

以战机闯入叙利亚就像逛街
2007年9月6日，以色列出动8架没

有隐身能力的战机，长驱直入叙利亚
纵深地带实施了“定点”空袭打击。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核物理
教授乌兹·伊文称，叙利亚遭到以
色列军方空袭的在建设施，其实是
一座钚处理工厂，那里的高放射性
物质可以被用于制造核武器。

其实，比空袭“核设施”更让人
惊讶的是：以色列战机是如何大摇
大摆地跑到叙利亚逛了一大圈的？
叙利亚的防空雷达网集体放假休
息了？

此中必有蹊跷！
这一切原来是“舒特”搞的鬼。

舒特系统是军品巨头BAE系统公
司开发的军用计算机系统，负责攻
击敌方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系统。

在这次信息攻击中，舒特系统

渗入叙利亚防空网的C3I系统，植
入误导算法和数据，使其获得完全
错误的空中情报。叙利亚防空中的

“最高威胁等级”被评估为“毫无威
胁”，叙利亚防空体系成了瞎子、聋
子……

无独有偶，2008年8月8日至8
月18日，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为了争
夺南奥塞梯的控制权刀兵相见。这
被称为“第一场网络战”。在这场战
争中，俄罗斯先下手为强，一组携
带信息为“win+love+in+Russia”的
诡异信息数据流，瞬间瘫痪了格鲁
吉亚政府网站。格鲁吉亚几乎无法
向外界有效发声，外交部新闻只好
发布在谷歌的一个公共博客页面
上；时任总统萨卡什维利无奈向时
任波兰总统卡钦斯基求助，将新闻
发布在卡钦斯基的网页上。

□主笔 记者 丁捷

美国海军网络战司令部。

如果说美国担心遭受网络袭
击，源于忧患意识，那么其抹黑中国
搞黑客攻击，则透出冷战思维的气
息，完全是别有用心。事实上，美国
早就把中国当作网络暗战的对象。

根据IP地址显示，2012年中国
国防部网和中国军网每月平均遭受
来自境外的攻击达14 . 4万余次。其
中，来自美国的攻击占62 . 9%。很多
网友呼吁中国也应建立自己的网络
部队。

2011年5月，国防部发言人、新
闻事务局局长耿雁生说，解放军建
立了“网上蓝军”。这是根据训练的
需要，为提高部队的网络安全防护
水平而设立的。

当年4月下旬，广州军区组织了
一场演练，“网上蓝军”向4支“红军”
发起进攻，时而实施“病毒攻击”，时
而发布大量“垃圾文电”，时而渗透
进入“红军”内部网络，窃取兵力部
署和行军路线图等信息，逼着“红
军”指挥员不断出新招。

不过，网上蓝军算不上是网络
部队。国防部曾指出，网络蓝军由部
队已有人员构成，而他们既不是专
门招聘的专业人员，也没有被专门
编制，是常规部队的训练科目之一。

2013年2月28日，耿雁生再次表
态，网络蓝军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网
络系统的安全防护能力，这跟具有
攻击性的网络战部队是完全不同
的。中国军队没有网络战部队。

中国有没有必要建立真正意义
上的网络部队？对此也有争论。军事
专家戴旭认为，中国没必要建网络
司令部，因为中国与美国在世界上
的战略追求是不一样的。

军事专家尹卓则认为，中国没
有网络战部队，网络空间也基本处
于不设防的状态。信息化网络空间
的争夺将日趋激烈，中国有必要尽
快制定网络空间的国家战略，宣誓
国家意志，明确战略目标。

早前一家网站的调查显示，超
过94%的网民支持中国建立网络战
司令部。

本版参考资料来源：《环球》、
《晶报》、《山西晚报》、《科技创新导
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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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战 点点鼠标屈人之兵

研究生网上打败美国国防部
网络战有三种基本的战法：一

是网络盗窃战，通过寻找网络漏洞，
破解设备密码，窃取重要情报；二是
网络舆论战，编造和散布谎言、蛊惑
人心，破坏敌方士气；三是网络摧毁
战，通过网络武器攻击数字设备、网
络系统，摧毁敌方政府、军队的信息
网络。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通过网络
占领对方的舆论阵地，瓦解对方的
人心，这种作战原理古已有之，不同
的是现在更加便捷。

2006年，黎巴嫩真主党电视台
遭到以色列军情部门黑客攻击，直
播节目被中断，真主党领导人纳斯

鲁拉的漫画像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并伴随着这样的文字：“纳斯鲁拉，
你灭亡的时间提前了”。一时间，黎
巴嫩人心惶惶。

网络战争的“实战”就是网络
攻击。1988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
莫里斯把自己设计的病毒输入五角
大楼网络，导致美国国防部战略C4I
系统的8500余台电脑瘫痪。这或许就
是网络战的雏形。

首次把网络攻击手段引入战争
的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战前，美国中
央情报局派特工到伊拉克，将其防空
系统使用的打印机芯片换上了染有
计算机病毒的芯片。结果可想而知。

英国 拟拟拟 模模模 仿仿仿 美美美 国国国 五五五
角角角大大大楼楼楼设设设立立立的的的网网网络络络司司司令令令部部部
成成成立立立一一一个个个英英英国国国版版版本本本的的的网网网络络络
战战战指指指挥挥挥中中中心心心。。。

俄罗斯

设设设立立立信信信息息息安安安全全全委委委员员员会会会，，，专专专
门门门负负负责责责网网网络络络信信信息息息安安安全全全。。。

北约
将将将网网网络络络安安安
全全全纳纳纳入入入其其其
未未未来来来的的的任任任
务务务清清清单单单。。。

印度
欲欲欲招招招募募募黑黑黑客客客
组组组建建建网网网络络络部部部
队队队。。。

韩国
成成成 立立立 网网网 络络络 司司司 令令令
部部部，，，以以以提提提高高高网网网络络络
作作作战战战能能能力力力，，，包包包括括括
应应应 对对对 网网网 络络络 攻攻攻 击击击
威威威 胁胁胁 并并并 在在在 遭遭遭 进进进
攻攻攻后后后实实实施施施反反反击击击。。。

日本
建建建立立立“““网网网络络络空空空间间间防防防卫卫卫
队队队”””，，，以以以防防防备备备黑黑黑客客客攻攻攻
击击击，，，加加加强强强保保保护护护机机机密密密信信信
息息息的的的能能能力力力。。。

互联网快速发展催生世界范围内的网络战。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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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网络军演定期来袭
搭起了班子，就得操练。网络

军事演习开始成为军事演习的重
要一课。

2006年，美国举行了一次名
为“网络风暴”的网络战演习。安
全部任总指挥，115家政府部门、
私营机构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
演习中，“攻击方”不断向电力、银
行系统等要害部门发起攻击，次
数超过800次，受攻击一方及时应
对，使攻击没有得逞。

两年后，“网络风暴Ⅱ”在美
国9个州上演，18个联邦机构的信
息技术专家和事故应急小组代表
参与。

到2010年“网络风暴Ⅲ”演习

时，参与者已经扩大到包括美国7
个政府部门、11个州、60个私营企
业以及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
法国、德国、匈牙利、日本、意大
利、荷兰、新西兰、瑞典和瑞士12
个国际伙伴。

一方面忙着演练防御，一方
面攻击他国练手。美国“棱镜”项
目爆料者斯诺登说，为了破坏伊
朗的核项目，美国国家安全局和
以色列合作研制了“震网”蠕虫病
毒，以入侵伊朗核设施网络。

“震网”病毒是世界上首个针
对工业控制系统编写的计算机病
毒。专家认为个人无法制造出这
种病毒，只能由国家层面研发。

进入140部队得先有高智商
“TAO”是美国“特定入侵行动办

公室”的英文缩写，干的是窃取情报
的勾当，是国安局的“顶级秘密武
器”。在过去的15年里，TAO已成功
渗入中国计算机及电信系统，获得
了有关中国国内所发生的“最好的、
最可靠的情报”。

一天到晚“黑”别人的人特别担
心被别人“黑”。掌握着网络攻击利
器的美国，患上了网络攻击焦虑症。
2012年，时任国防部长帕内塔甚至称，
美国可能面临“网络珍珠港”事件，外

国黑客可能让美国的电网、金融网络
和交通系统陷于瘫痪。

从上世纪90年代起，美军开始
大量招募网络人才。2002年，世界上
的第一支“黑客”部队——— 美国“网
络战联合功能司令部”成立。这支部
队由世界顶级电脑专家和“黑客”组
成，包括了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
联邦调查局以及其他部门的专家，甚
至还可能包括盟国的顶级电脑天才，
所有成员的平均智商在140以上。因
此，它被外界称为“140部队”。

2009年，“网络总统”奥巴马一
上台，就开始了网络空间威胁评
估，随后将网络威胁视为美国面临
的第一层级威胁，明确了美国核、
太空与网络空间“三位一体”国家
安全战略。

2010年10月，美军网络空间司
令部正式投入运行。

美军网络空间司令部组建前
后，各军兵种也成立相应机构，美
空军网络空间司令部、美陆军网络
空间司令部、舰队网络战司令部等
应运而生。

美国陆海空三军网络部队至
少有3000-5000名网络战专家，涉
足网络战的军人多达5万，甚至有7
万之众。有人估计，如果加上原有
的电子战人员，美军网络部队人数
很可能在8 . 87万人左右，相当于7
个101空降师。

美国组建了网络部队，其他
国家也纷纷跟进。目前，俄罗
斯、日本、以色列、法国、德
国、新加坡、印度和韩国等国家
军队也都相继成立了自己的网络
作战部队。

美国三军都有网络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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