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空间安全专业

赵大伟

齐鲁工业大学



网络空间安全发展现状

网络空间安全学科与专业介绍

社会需求与就业

齐鲁工业大学网络空间安全专业介绍

目录
01

02

03

04



网络空间

美国54号总统令对Cyberspace的定义：Cyberspace是

信息环境的一个整体域，它由独立且相互依存的信息基础

设施和网络组成，包括互联网、电信网络、计算机系统、

嵌入式处理器和控制器系统等 。

国内对网络空间的定义：网络空间是信息时代人们赖以生

存的信息环境，是所有信息系统的集合，是复杂巨系统。

网络空间被视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空间”

网络空间安全学科
网络空间安全学科是研究信息存储、信息传输和信息处理中的信息安全保障问题的一门
新兴学科。



服务器入侵与攻击

内网渗透

数据窃取

软件加密 编写恶意软件

编写蠕虫、木马

软件漏洞挖掘

软件安全测试



震网病毒
2010年6月，第一个专门定向
攻击真实世界中基础设施的
“蠕虫”病毒，比如核电站，
水坝，国家电网，被称为“超
级 破 坏 性 武 器 ” 。 令 伊 朗
2000多台离心机爆炸。

棱镜门事件
2013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
局“棱镜”项目，揭秘美国
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通
过进入微软、谷歌、苹果、
雅虎等九大网络巨头的服务
器，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
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
等秘密资料。

勒索病毒
2017年5月，勒索病毒全球爆
发，攻击主机并加密主机上存
储的文件，然后要求以比特币
的形式支付赎金。至少150个
国家、30万名用户中招，造
成损失达80亿美元，已经影
响到金融，能源，医疗等众多
行业。



巴纳比·杰克在安全大会
上演示如何让ATM吐钱

攻击心脏起搏器使其进
行足以致死的跳动

周鸿祎说：360公司的
安全团队能劫持特斯拉
出的每一款车



Ø  破解了包括MD5、SHA-1在内的5个国际通

用哈希函数算法

Ø  设计了中国哈希函数标准SM3，该算法在金

融、国家电网、交通等国家重要经济领域广泛使

用。

王小云，中国科学院院士



 美国 ---《网络空间安全国家战略》

      美国21世纪的经济繁荣依赖于网络空间安全

      将网络空间安全威胁定位为举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国家经济和国家安
全挑战之一

 英国 ---《英国网络安全战略》

      使英国面对网络攻击的恢复力更强，并保护其在网络空间中的利益；

      帮助塑造一个可供英国大众安全使用的、开放的、稳定的、充满活
力的网络空间

 中国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

        2016年12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
略》，阐明中国关于网络空间发展和安全的重大立场，指导中国网络安
全工作，维护国家在网络空间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网络空间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增设“网
络空间安全”为一级学科

2015年6月

2016年6月

2017年8月

中央网信办、发改委、教育部等六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网络安全学科
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意见》

教育部印发《一流网络安全学院
建设示范项目管理办法》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国家
网络空间安全战略》

2016年12月



网络空间安全相关专业

信息安全专业（105所）

信息对抗专业（17所）

保密管理专业（11所） 

网络安全与执法专业（20所） 

网络空间安全专业（10所）

----上述数据统计截止至2017年7月

全国高等学校共计2914所

普通高等学校2631所（含独立学院265所）

成人高等学校283所。

----上述数据统计截至2017年5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电子科技
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四川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防科学技术
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解放
军理工大学，解放军电子工程大学

国内高校

山东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
青岛大学，山东科技大学，
齐鲁工业大学　

省内高校



Ø   安全基础为其他方向的研究提供理论、架构和方法学指导

Ø   密码学及应用是为系统/网络/应用安全提供密码安全机制 

Ø   系统安全保证网络空间中的单元计算系统的安全

Ø   网络安全保证网络自身和传输信息的安全

Ø   应用安全保证大型应用系统的安全，也是安全的综合应用

网络空间安全基础

系统安全 网络安全

应用安全 密
码
学
及
应
用

网络空间安全学科研究方向及关系



数据库安全 系统安
全理论
与技术
知识模

块

网络安
全理论
与技术
知识模

块

可信计算 代码安全与漏
洞挖掘

操作系统安全 芯片安全 恶意代码分析
与防御

访问控制技术 物理安全 可靠性技术

IPv4/v6安全 无线通信安全 网络漏洞检测
与防护

ＶPN 通信网络安全 入侵检测与防
御

网络安全协议 网络攻击与防
护 防火墙技术

网络空
间安全
基础理
论知识
模块数论 信息论 计算复杂性

操作
系统 数据库 计算机

组成

网络空间安全
导论

网络空间安全
法律法规

网络空间安全
管理基础

程序设
计语言

计算机
网络

密码学
基础知
识模块

对称密码 公钥密码

密码分析技术 量子密码

密码协议

应用安
全理论
与技术
知识模

块
隐私保护技术 云计算安全 大数据安全 垃圾信息识别

与过滤
数据存储与恢

复
电子政务/电子

商务安全

信息隐藏 物联网安全 WEB安全 计算机数字取
证

舆情分析及预
警

数字版权保护
技术

网络空间安全学科知识体系



网络空间安全学科培养目标

使学生掌握密码和网络空间
安全基础理论和技术方法

基础理论和技术

掌握网络安全、信息系统安
全、信息内容安全和信息对 
     抗等相关专门知识    

安全技能

具有较高网络空间安全
综合专业素质、较强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能够从事科学研究、技
术开发、应用、服务和管
理工作

科学研究与开发管理

培养目标



电子对抗、
网络对抗等
国防保卫

司法鉴定、刑侦、
公共服务、管理
等公共安全业务

电子政务
电子党务
电子商务

信息安全系统
的设计、开发、

维护、应用

政府、军队、公安、
司法等国家重要部门

银行、IT、金融、证
券、通信、电商等公

司企业

岗位需求 岗位需求 岗位需求

行业需求 行业需求

网络空间安全专业人才

学校、研究所、培训
机构等教育咨询行业

教育、科
研、培训、

咨询

网络空间安全行业社会需求



人才需求巨大

行业待遇很高

网络空间安全人才连续几年一直被列为最急需的人才之一

目前我国网络空间安全专业人才缺口高达70万，而每年毕业的网络空间安全相
关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仅1万人左右，到2022年，网络空间安全人才需求可能
超过百万以上，网络空间安全人才缺口十分巨大。

各领域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各行业对于网络空间安全会更
加重视，网络空间安全领域各层次人才需求会更加迫切，职业发展空间广阔！

根据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最近发布的《2017年就业蓝皮书》
统计数据，信息安全专业成为本科生毕业后收入最高的专业，同时也是2015年
来连续三年就业满意度最高的专业。

360周鸿祎说：“网络安全人员平均收入水准，肯定会超过一般的技术人员、工
程师和程序员”。

“一个挖掘漏洞的研究员，在美国、中国都很容易找到百万年薪”



山东省计算中心
（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信息学院

教育 科研

理论 实践
网络空间安全专业

山东省科学院齐鲁工业大学
教育 科研

理论 实践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省科学院）

国内一流、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应用研究型大学

科教融合示范专业



方向

团队

平台
获奖

成果

产品
三个团队：网络安全与数字取证团队、保
密安全团队、声信息安全团队；共40余
人，20人拥有高级职称，硕博士导师10
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名

网络安全、数字取证、声信
息安全、保密技术、云安全、
物联网安全

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 
山东省计算机网络重点实验室
山东计算机司法鉴定所
山东区块链技术应用创新中心
山东省云计算中心

山东省科技进步奖
国家专利奖
国家安全部科技进步奖
军队科技进步奖

项目>50项、论文> 200篇
专利> 20项、软件著作权>20项

计算机屏保密码破解系统
计算机在线取证工具
特种木马检测系统
涉密场所信息安全评测、
防护及排查工具和装备

科教融合聚集的丰富科研与教育资源



科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2+2”“导师制”“小班制”培养模式
“2+2”指学生前两年完成由信息学院主导的通识课程与专业基础课程，
后两年完成由山东省计算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负责的专业
核心课、专业方向课与各类实践课程。计算中心实行导师制，导师负
责学生的综合培养和管理，包括指导学生参与高水平科研课题与工程
项目，以及生产实习与毕业设计。同时，以小班制方式开设专业方向
课和各类实践课。

专业科研团队主导专业教学与专业建设
网络空间安全专业核心课、方向课与各类实践课程均由计算中心各科研
团队主导建设并负责开展教育教学工作。此模式能使学生真正参与高水
平的科研课题与工程项目，了解最前沿的网络空间安全专业知识和先进
技术，为未来的就业或继续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多层次的综合实践体系
构建了四个层次、逐步细化的网络空间安全专业实践体系，包括专业核心课
程综合实践、专业方向实践、生产实习和毕业设计。该实践体系集合了优质
的科研平台、拥有一线工程研发经验的优秀教师、高水平的课题项目，能保
证学生获得良好的实践能力培养与训练，更好的适应未来就业需求

分类培养 因材施教
根据学生不同发展规划，实施学术型（考研、出国为主）和应用型（创业、
就业为主）两类人才培养模式。学术型注重理论知识学习与科研素质培养；
应用型注重实践能力，强化工程项目研发和管理能力。学生根据自身情况
选择相应的学术型导师或应用型导师，由导师实施分类培养。

特色人才培养机制
以实际能力为衡量标准，不唯成绩，不唯学分，突出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实行竞赛成绩、资质证书、通过专家评议的专业特长等驱动的评价机制。
通过建设网安竞赛团队、引入专业培训师资力量，开设线上课程，搭建专
业竞赛平台，特色成绩抵扣学分等措施，全方位支持特长特色人才发展。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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