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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网上流传的《曙光网络》计划的中文翻译版本，译者是安天安全研究

与应急处理中心（Antiy CERT ）的三位女性工程师。 

我们看到此文时，便能感到其堪称同类文献的精品，我们希望从事恶意代码

分析、安全事件响应的同事们都能读到这样一份文档，从资料组织、互联网信息

检索、信息聚合、综合分析、图和表格的使用等很多技巧，以及综合全面的视野、

富有逻辑的推导等方面，都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但我们有部分同事很少阅读外文文献，为此我们于是萌发了翻译的冲动。而

我们特别认为，对很多长期只关注底层技术和分析方法，而忽略文档能力和系统

思维的同事来说，本文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案例。 

当然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对文中作为背景的事件的政治立场，可能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但这些都不影响作为一份高质量的技术建议计划文献的学习价

值。 

本文篇幅较长，翻译用时 30 多个小时，时间较为仓促。水平非常有限，可

能有大量错误。希望大家理解。 

感谢产品与项目管理中心-文档组的同事们提供中文版排版。为了便于对照

阅读，他们将翻译文档基本排版成了与原文风格完全一致的风格。 

 

 

                                                           Antiy CERT 

Sunny、 Dirace、Ro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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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报告 

―曙光网络项目‖是一个由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埃及、意大利、突尼斯、英国

等 21 个国家和地区，合作努力研究的成果。网络安全论坛（CSFI）是一个非盈利的世界性

的组织，她肩负着这样一个使命：通过合作、教育、志愿者工作和培训来提高网络战意识，

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安全方案，以协助北约（NATO）各成员国在政府、军队方面的建设并保

障其商业利益。如今，CSFI 是一个由来自政府、军队、私营部门和学术界近 7 千名网络安

全和网络战略专家组成的群体。 

网络曙光项目：利比亚整理和分析了从公共领域汇集到的原始数据和它的相互关系，并

就此作了相关报告。近期事件与已知的历史数据是有联系的，它们能够就利比亚网络战能力

和防御能力提供一个深入的观察视角。 

鉴于近期北约保护利比亚平民的行动，主流媒体的焦点一直放在如何清除利比亚军方使

用过的、或者可以致命的，镇压利比亚平民的军事设施。在这个信息时代，这篇报告提供了

一份深入透视利比亚信息技术发展现状的详尽说明。 

通过上述分析，CSFI 不仅可以帮助国际社会了解利比亚影响网络空间平衡的潜力，同

时可以理解那些源自和针对利比亚的网络物理攻击将会产生的物理影响。鉴于近期爆发的，

STUXNET 病毒对西门子监督控制和数据采集(SCADA)系统的攻击，后续章节将就利比亚对

这种类型的漏洞攻击的抵抗能力和带来的危险进行详细分析。 

曙光网络项目的雏形：利比亚提供了一份当前互联网状态图示，并附有历史各时期的实

现方式，以及现阶段网络地形、基础架设、通信网络和依赖性等信息。近期内乱已导致利比

亚互联网连接中断，这恰好与居高不下的平民伤亡报告处于同一时期。报告还列出了一批崩

溃的政府网站和相应的提供商。对这些信息的综合分析表明了利比亚成为世界性的信息集散

地的潜力，并显示了政府试图通过故意关闭指向该国的互联网连接，隐瞒针对平民的军事行

动。为确保政府对互联状态的连续控制力，利比亚使用了国际服务器提供商，它们中的大部

分位于美国。 

利比亚的网络进攻和防御能力清楚地表明了它的大部分网络和通信基础设施缺乏相对

安全的环境，然而，考虑到其 IT 领域的高速发展，预计在不久的将来这会成为一个非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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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的领域。尽管利比亚在网络安全能力方面落后，但是在作为网络攻击威胁源及目的地方面，

它不应被忽视。在政府的大力招募网络雇佣团体的努力下，已成功招募超过 10 个绝对忠诚

的黑客团体。它们中的许多团体没有地域归属，因此出了名的难以监控和防御。如果没有国

际社会的监管，利比亚的网络环境将成为一个供恶意软件发展、针对同盟国网络攻击和进一

步网络活动家招募的沃土。 

一个针对恶意签名及活动的研究显示：利比亚排名很高（150+DLI 分），表明其较低的

网络安全水平和较高的签名破解风险。这种风险非常严重，通常预示着很高的数据丢失风险、

恶意先进持续威胁（APT）活动和传播、较多的合规失败。正在进行的监控显示：由政府主

持的因特网关闭期间，针对的黎波里地区的恶意活动减少了近 90%。这表明：在中断过程

中仍然有一些联系存在，而且这些系统无论对新一轮的攻击还是目前的感染都是易受攻击的。 

报告的第三章分析了对利比亚和外国合作伙伴的 IT 投资，同时指出了近期骚乱发生前，

部门整体的扩展和增长。在利比亚增加它们在信息技术教育方面的投资的同时，它正在发展

诸如卫星宽带、海底光纤、和 4G 移动通信等新的通信基础设施。尽管利比亚准备走向快速

发展和前进的道路，有关证据显示，由于近期事件的直接后果，仍然这种发展有中断的可能。

在目前形势下，针对利比亚的网络攻击有很深远的影响和很大的危险性。未来几十年，利比

亚很可能会继续保持这种高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 IT 自给自足的趋势。 

这种针对国家基础设施和团体知识攻击的危害性，正在随着对信息控制和获得的变得越

来越严重。近期媒体报道了这些攻击，一些专家推理说一些攻击很可能是受到国家资助的。

尽管利比亚国内对网络战争知识缺乏，但是，过去它已经从国外获得了很多并且很可能会继

续这样下去，直到年轻的学生一代俱备了足够的专业知识。利比亚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我

们建议国际社会联合起来，鼓励合法行为、协议和标准的发展，这样将有利于对年轻一代技

术人才的崛起。 

对利比亚的网络的攻陷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普通的个人或小团体，在最坏的情

况下，可能操控那些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利比亚石油工业的同盟国的经济。缺乏网络安全和工

业自主性的利比亚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攻击目标，这些攻击，力图得到重要基础设施的控制权，

或者破坏它们。潜在的影响将在局部地区和全球影响两方面进行讨论。针对基础设施的网络

攻击的危害并不局限于受影响的系统本身，甚至也不限于其有石油或汽油产品贸易往来的合

作伙伴。一次针对炼油厂或者电力系统的成功攻击，可能会导致对其他地区对于遭受反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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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的恐慌，由此产生消费者信心的缺失，进一步导致全球经济的通货膨胀率上涨，当然这只

是部分原因。即便其他系统被保护起来，但是仍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大众是否会信任这些

保护措施，政府面对这些威胁能否通力合作。 

计算机应急响应小组（CERTs）成立的目的是：当遭受网络攻击时，及时做出反应并防

护，为国家提供网络应急方法。尽管利比亚没有自己的 CERT，它却是伊斯兰世界 CERT 组

织（OIC-CERT）的正式成员。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利比亚已经从这种安排中受益，

或者俱备了这种网络防护能力。之前的处理模式表明：当利比亚遭受网络攻击时，它更倾向

于向塞尔维亚专业人员寻求帮助，而不是 OIC-CERT。塞尔维亚、突尼斯和马来西亚拥有可

以向利比亚提供帮助的有效的 CERTs。 

短期和长期对网络战影响的分析均表明：意大利已成为利比亚石油最大的消费国。爱尔

兰、意大利和澳大利亚都有占全国总需求量 20%的石油进口自利比亚。尽管这并没有将美

国至于直接的危险中，但是由于一些欧盟国家同利比亚有石油贸易往来，而美国又与这些国

家有经济上贸易往来，因此存在连带的风险。 

我们希望，本篇报告中的分析和研究能够提高人民在网络战方面的意识，同时将其视为

一种威胁的同时也将其视作一种实用工具，如果使用得当，可以减少对平民生活的负面影响

并最小化对全球经济稳定性的损失，从而可能加快决议进程或者对冲突后稳定利比亚局势起

到良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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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网络曙光项目‖的目的是：向当地团体和世界各国政府阐述利比亚当前在网络安全中的

地位。利比亚现阶段的不稳定局势，冲突双方同时对互联网和网络空间的使用，以及利比亚

为了吸引外资而急需提高它的 IT 能力的，这些都使利比亚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本文旨在

探讨这些领域的研究，并采用纳入数据链路智能的独特方式进行研究。由于结合了从开放文

件和开源软件收集到的信息，使得这个项目具有深刻的视角，能够被政府官员、研究人员或

其他想要了解如何使用利比亚网络空间和其中存在的风险的人们应用。由于该地区的新形势，

利比亚脱颖而出，在石油市场和国际社会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分析利比亚的网络能力，

CSFI 能够帮助国际组织理解以下两个问题：（1）利比亚如何影响着网络空间的平衡；（2）

源自和指向利比亚的网络攻击产生的物理后果。其中，对 SCADA 的探究给予了特别关注，

这是一个极为相关的话题，并且与利比亚基础设施中的潜在差距关系紧密。 

CSFI 认识到报告提到的潜在缺陷，并已采取措施，由国家参与者和网络操作中的非国

家参与者，通过省略特定敏感元素的方式，尽量减少这个文件的潜在使用。这篇信息报告完

全基于在公共领域中收集到的信息，因此是非机密的。―曙光网络项目‖是在拥有不同技术背

景的网络安全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建立的。21 个 CSFI 志愿者为完成这篇报告作了大量工作；

CSFI 感谢他们的服务与合作精神。CSFI 同样也感谢那些默默无闻的为网络空间贡献力量的

人们。CSFI 要特别感谢我们在中东的同事，以及他们为了完成这个项目所付出的辛勤的努

力。 

CSFI 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证报告的准确性。然而，我们却并不敢说它是万无一失

的。因此，我们仅希望这篇报告能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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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 

下面是参加到利比亚—网络曙光项目 CSFI 项目成员，没有他们的辛勤努力的工作和奉

献，就没有这篇报告的问世。 

人员名单——请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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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比亚与因特网 

2011 年的利比亚危机以及突尼斯和埃及暴动充分展现了计算机和互联网对革命进程和

未来政治体系的影响。在这些叛乱中，抗议者使用网络空间召集支持者，为民主举行游行，

并向外界传递各种消息。政府部门使用/阻止因特网以限制暴动的力量和阻断其与人民之间

的联系。在利比亚，正在进行的国内暴乱也影响到了世界经济，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抬高

了油价，并可能对未来几年的国际经济成负面影响。在每一个例子中，因特网对于形式的改

变能力，激进的或出乎意料的，清楚地证明了计算机可以以戏剧性的方式，作为个体联系的

工具，能够并且已经改变了个人、政府和政治结构方式。同样重要的，日益增长的国际动荡，

IT 业的进步，越来越多技术日臻成熟的黑客，过时的与基础设施连接的控制系统，和有限

的针对开展网络活动的法律威慑，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当今国际社会将会面临令人担

忧的潜在危机。以利比亚为例，这篇报告将会探索上述提到的一些问题，并试图提供一种用

于解决这些威胁的视角，并为可持续的未来寻找解决方案。 

近期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巴林岛和利比亚的暴动，个体间的协调和迅速集结，通过因

特网和社会媒体平台的使用变得可行，也凸显了个体、国家和政府现在的观察视角，以及使

用网络空间作为一种交通工具进行改变、改革和控制。相应的，同一时期，2011 年 2 月，

疑似中国的黑客攻击了五家炼油厂（电报，2011）。中东地区迅速蔓延革命的组合，对炼油

厂和伊朗核设施的攻击，格鲁吉亚/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的网络事件，以及利比亚反对派和政

府军都在使用的互联网/计算机战略，这些事件都表明：电脑正在成为政治和革命野心的重

要组成部分；无论在地区性还是国家级，计算机都在战略、攻击和控制上都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尽管国际社会可以见证使用媒介手段点燃起义之火，我们也不应忽略网络攻击扮

演的重要角色。如果忽略它们的重要性，我们的基础设施、经济、政治制度将会处于危险之

中。 

2011 年 2 月 17 日，利比亚人民爆发的革命运动，到现在仍然没有平息。与突尼斯和埃

及不同，利比亚是中东地区第一个爆发内战的石油输出国。因此，当地局势对于研究因特网

/电脑在革命中如何使用以及将被如何使用起到重要作用。本文件回顾了利比亚因特网的发

展史，它的通信系统、社交媒介如何缔造了早期革命，以及军事双方如何使用因特网作为各

自战略的一部分。作为研究的一部分，这篇文件还回顾了利比亚信息技术部门、网络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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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动乱期间的恶意软件活动。我们也谈论了对利比亚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的潜在的网络

攻击威胁，审查了与 SCADA 有关的忧虑，以及这些是如何涉及和影响全球经济和国际安全

的。如果，存在对利比亚的威胁，同样的威胁是否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存在呢？对于潜在的未

来，以及对更高端的电脑和网络安全的需求，历史上的这一时刻，暗示了什么？ 

1.1  建立利比亚因特网的历史背景 

在过去十年中，电脑和互联网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优势，并已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我们是否选择打开笔记本，全球经济、政府、军事机构、媒体和基础设施都依靠由电

脑和互联网提供支持才能有效率、协调和互相通信。在过去五年里，随着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引入，互联网已经被深深的嵌入人类社交社会中了，将一个人瞬间与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

起来，并让人们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和视角。正如近期中东地区起义所反映的：它已成为

将人类团结在一起的工具；在这种意义下，就成为了革命。为了有一个更加清晰的印象来理

解互联网在利比亚发展的速度以及在起义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果我们首先简要回顾

一下互联网在这一地区的发展史，这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在 1998 年的最后几个月，由于围绕 Pan Am 航班爆炸事件而产生的紧张的对话，利比

亚仅为其官方引入了互联网。直到 2000 年，仅有极少数实际在线用户；不过，当年早些时

候，利比亚开始将互联网提供给普通公民。从那时起，关于互联网的发展和控制就形成了一

个非常紧张的关系，因为接入互联网被看作国家发展的机遇，但同时，也被视为一个通往全

球通信和信息的具有潜在威胁的桥梁。接下来的章节将就利比亚的互联网使用及发展所面临

的挑战和机遇进行说明。 

1995 年，一个从国际视角的比较研究发现：社会主义人民利比亚阿拉伯 Jamahirlya 报

道了北非的非政府 IT 入侵。由于联合国在 1992 年的贸易制裁，那段时间的数据是有限的；

然而，据报道，当时在北非利比亚却有最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税收的原因）和最少的人

口总数。尽管看上去商业的发展与互联网介入有着潜在的关系，利比亚却根本没有互联网连

接（Danowitz,1995）。 

尽管早年，利比亚有相对现代化的通信设施和支持近 100 万用户的互联网服务能力，然

而实际可用的线路却少的多，仅提供了大约 37 万条线路，大约 100 个人占用 4.8 条线。根

据 Danowitz 等人的说法，他们研究发现：这反映了普通公民对电话网络利用不足，而军方

和政府方面却又不堪重负（Danowitz，1995）。下面的例子足以说明上述事实：政府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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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延伸到公民和投资者的如下方面：要求公民和外国人注册电脑、电话、传真机以及利比

亚公民用于同政府联系的其他通讯设备（Danowitz，1995）。 

尽管早期互联网在利比亚发展缓慢，然而接下来的几年见证了互联网接入速度的飞速提

高。阿拉伯网络人权组织在 1998 年报道，利比亚互联网接入人数不会超过 100 人（阿拉伯

网络人权组织，ANHRO，2004）。它进一步证明，截止到 2001 年初，当互联网扩展到普通

大众，接入人数便达到了 30 万。截止到 2003 年中，这个人数便增加了一倍多，发展到了大

约 85 万。在 2005 年，上线用户总数激增至 100 万，这相比于 1998 年仅有极少数互联网接

入用户来说，增长的太快了。随着约 600 万用户，使用人数已经上升至人口总数的 1/6

（ANHRO，2004）。基于业务预测，利比亚和互联网的未来看似前途一片光明，但是当前

的动荡可能会使发展倒退，因为它不得不为国家的稳定和复苏而挣扎努力。机遇和挑战仍然

并存，时间将见证利比亚将用多长时间，才能返回到增长和充满机遇的轨道上（如果还可能

（复苏）的话）。 

1.2  利比亚动荡早期时间表 

―在利比亚正在经历的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我们发现自己仅有两种选择。我们要么获得

自由得到人权并赶上世界的发展，要么戴上枷锁，匍匐在暴君卡扎菲脚下被奴役，就像生活

在中世纪……为了联系国内外同胞，为了向全世界传递我们的心声，我们已经决定建立这个

网站作为互联网连接的官方入口‖（利比亚过渡政府，2011）。 

这条宣言出现在由联合过渡政府架设的网站上。在利比亚，在线地对卡扎菲讲话是一种

革命性的行为，也强调了互联网的重要性，它是自由和发展的象征。 

关于危机期间的互联网使用，在这一时期，一些特定的特征变得清晰了。首先，有关公

民行动和抗议的网上通讯迅速增长。第二，互联网被证明是一种工具，可以用来快速和大规

模的进行组织，这些观点可以参照来自 AI Jazeera 报告员的一则评论：―他们被很好的组织

起来了，他们会造就另一个 Egypt's Tahrir Square 的 Manama's Pearl Roundabout Bahrain 版本‖

（Fox，2011）。第三，抗议者并不是唯一使用互联网的。卡扎菲和他的政府军在革命早期战

略性地限制网络接入。这成为了人们的一个忧虑：不仅仅对利比亚平民，对外国商业投资者

也是，因为他们担心未来的机会。世界人民也担心对人权的践踏以及内战可能产生的对于沙

特阿拉伯、石油市场和与利比亚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如：意大利）的影响。 

随着因特网在过去几年中在利比亚的爆炸式发展，社会媒体的影响甚至发展、传播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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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也许正像 Gladwell 猜测的：就像一个病毒，变成了动摇政体、分享革命野心的工具。

突尼斯黄色革命（Jasmine Revolution,2010 年 12 月——2011 年初）向世界展示了突变能力

和互联网作为最强的代理的使用方式。埃及再一次证明了这一趋势，不久这股浪潮席卷利比

亚。利比亚网络活动家（Fox，2011）在 2011 年 2 月 17 日，利用 Twitter 和 Facebook 等社

会媒体组织他们的事业，称为 Day of Anger，那天是 1987 年因叛国罪公开处决 9 人的纪念

日。在 2011 年 2 月 16 日周二当天，Facebook 被报道已经有 4000 追随者了。截止到 2 月 17

日周三，人数已经达到 9600（半岛，2011）。 

下表列出了利比亚内战早期，根据冲突双方的重要事件归纳的一些重要事件。表格证明

如下事实：对每一个列出的日期，都对应着革命中的一个阶段，一个重要报告，来自利比亚

国内及西方世界的政治声明，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报告以及来自人民的最终反应——尽管限

制接入因特网，但是他们努力寻找方法互相联系并且与外界取得联系。  

下面的表格提供了一些局势时间进程的观察视角，范围包括：从境内的利比亚当权者到

支持反对派的人（政府支持者和反政府支持者）。也存在更大的可以从信息中提取出来的更

深层的含义。一些有趣的重要信息为： 

1）内战事件和社会媒体事件的发展是平行的。例如：冲突前夕，2 月 15 到 16 号，在

Facebook 上反对派成员增加了 5000 多。在冲突激烈时期，利比亚政府关闭了互联网，然而

利比亚境外支持团体马上准备改变公民与外界联系的方式。Arasmus 记录着有关每日报告的

信息，并创建了 Google 地图跟踪事件进展状况。在写作时期，地图在 12 天的时间里有超过

31 万 4 千的阅读量。在半岛电视台英文版可以找到。这则消息也在以下至少 20 个新闻出版

报道过：纽约时报 Lede Blog，Zeit  Online, Wired, Huffington  Post, Newshour, The Guardian, 

Global  Voices, Los Angeles Times, Wall Street Journal Blog, Kurier (Austria), La Stampa, 

Excite Italia, Le Post, Expresso, Prachatai (泰国), Observa Internacionales, Mashable, The 

Register-Guard, American Public Media, WiredVision (Japan)‖ (Arasmus, 2011)。类似地，在 2011

年 3 月 1 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也创建了一个地图记录事件。Telecomix 提供了安

全的网络资源，Operation Libya White Fax 提供了另一个交流的替代方式，甚至黑客组织

Anonymous 代表利比亚公民向联合国发了声明。 

支持者在一周之内做出了回应，同时反对派也开始了行动，并很快就聚集了大量追随者。

交通拥挤和外部团体的支持与 DHS 有关社交网络和灾难的研究有关。它的研究表明：Twitter

是一个非常好的灾难影响主要指示剂，当人们认为灾难即将过去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度

量（DHS,2011）。在这种情况下，来自网络的支持似乎是最紧迫的，在这种情况下：（A）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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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国内，仅有极少数甚至没有这种形式的交流。缺失了媒体报道，像 Arasmus 和联合

国地图这样的网站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已经没有其他可用的（信息）来源了。这也许可以

成为应对未来冲突或受灾地区的一个重要模型。（B）伤亡率的报道似乎在其最高点。 

表格 1-1 阐述了事件/革命与来自外界的应急反应之间的关联。这对于那些兴趣在追踪

社会网络和灾难/冲突的技术员来说非常有帮助。 

2）表格也体现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空缺：政府公开的反应速度与基层努力合作与反应速

率之间的差距。像 Telecomix 这样的组织，几乎在互联网服务被破坏时候马上为反对派提供

了替代品。利比亚国内外人民动员、联系并寻找方法向外界提供信息。政府和部门，由于受

到法律和程序的制约，行动却更加滞后，尽管可以从表中看出他们已经尽力了。一个正在出

现的，并且在未来冲突或灾难中期可以变成一个可行的工具的，有价值的趋势是：基层网络

社会所拥有的灵活性和充足的资源，是一个内在的力量，而且可以用来帮助或协助更大的国

际社会。外界的帮助是一致的、直接的，最起码能够鼓舞气势，向反对派提供交流的信息，

并作为一个桥梁，直到更大规模团体的介入。 

3）政府关闭互联网和死亡率高的那段时间，这两件事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这也暗

示着利比亚可能已经将互联网当作一种工具，让其国内情况消失在国际社会的视野中，同时

也将互联网作为军事努力和控制的一种策略。在过去几年，利比亚一直为满足国际标准而努

力，终于摆脱了支持恐怖主义的坏名声，并创建了一种支持和鼓励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文化氛

围。让世界见证一个残酷的对抗，这可能会破坏利比亚为发展所设立的目标。在这中暴力集

中的时间里，关掉互联网，将会阻碍对这些事件的即时报道。Renesys 说：利比亚采取了不

同于埃及的策略。不是一开始就完全关掉互联网，而是像缓慢地关掉水龙头一样，有一个缓

慢的关闭网络连接的过程，并且在 3 月份完全关掉之前，又可以联入（Renesys,2011）。这一

事件暗示着：由于谣传雇佣兵马上就会开到，政府相信他们有能力马上镇压叛乱。或者，这

也是一种策略，用来缓解进入到完全断网状态的紧张局势，为政府争取时间进行协调、调配。

这一行为也可以在断开反对派网络连接的时候，给政府提供接入互联网的机会。 

Renesys 也提到：就像上面提到的，完全断开互联网可能会让国际社会对反对派产生同

情，这不会是利比亚的主要战略。在危机时刻采用拒绝互联网接入的方式作为一种政治武器，

全都是为了时间和信息传送。Mubarak 等了很长时间才实行停电，然后让事件向超乎想象的

地步发展：对埃及经济的损害和国际社会谴责的代价超过了带给帝国的利益。最后，埃及政

府完成的所有东西就是吸引了某种同情的关注，和来自互联网社区的支持，而这些都是对民

主反对运动来说至关重要的。（Renesy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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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冲突早期阶段（参考报告结束时的状况）——参见原文 

——接原文 P20，正文 P10 

 

图 1-2 正在进行的利比亚互联网中断（2011 年 1 月 25 日——2 月 22 日） 

这些报道反映了利比亚国内外互联流量情况。根据这些报道再加上 Unveillance 在第 25

页中的报道，最初互联网并没有被完全关掉，尽管几乎所有的通信都被阻止了。连接到利比

亚的 BGP 路线完全没有受到影响，这意味着利比亚的 ISP 边界路由是持续工作的，并且光

纤也是可用的。事实上，我们能够确定利比亚国内的一些孤立的可用 IP 地址，通过对 ping

和路由跟踪的反应以及连接起来还不错。即使当国内其他地方还一片黑暗的时候，一些利比

亚的人还可以观看 YouTube（Renesys,2011）。 

 

图 1-3 利比亚网络流量（2011 年 2 月 25 日——3 月 4 日）：显示了 3 月 3 日的中断 

 

  



曙光项目 – 利比亚                                                   利比亚与互联网 

7 

 

图 1-4 利比亚应用程序互联网流量（2011/1/25——2/21） 

政府关闭互联网和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在时间上存在着某种联系，暗示着利比亚可能利用

互联网作为一种工具，让其国内情况消失在国际社会的视野中，同时也将互联网作为军事努

力和控制的一种策略。就像上面提到的，最初在 2 月，互联网仅仅存在几小时的中断，这意

味着卡扎菲的军队也许在那段仅有的时间里，密谋他们的策略，也同时意味着他们低估了反

对派的实力，以及他们预期战斗将不久结束（2 月 23 日 Tripoli 政府鼓励市民重返工作），他

们想要避免他们认为血腥的战斗或者他们希望维持交通以至于不让国际社会、投资者以及国

外经济合作者产生焦虑。无论如何，观察指向或源自一个国家的互联网流量，在推测政府的

潜在意图和暴力的进一步升级的中，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很好的政治、军事和情报分析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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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反对派和政府军伤亡人数 

 

由 Rensesys 提供的这些数据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比其他数据在度量紧张时期的

事件更有效果。对分析师、政府、或者其他在利比亚做生意的人们， 这些信息是至关重要

的。Rensesys 进一步报告指出：13 个到达利比亚的全球网络前缀在 GMT 时间 23：18 分被

撤销了（当地时间周五晚上，1：18 分），利比亚断网了。一个直接源自意大利电信的利比

亚的路由仍然是 BGP 可达的，但是入境路由跟踪在 Palermo 彻底失效了。仅有极少同行报

道了通过 Level3 和意大利电信的 peer 对等互联仅存的通路，但是对那些前缀的追踪是失败

的，这说明：利比亚被完全断网了（Renesys,2011）。 

 

图 1-5 进入利比亚的 Renesys 路由跟踪分析（2011/2/13——2/22） 

Trend Micro 的一位安全专家评论说：我测试的每一个利比亚网站（我的意思是服务器

位于利比亚境内，例如：www.bit.ly 仍是可用的）都是不可达的，测试方式：利比亚境外的

地址空间，最后一次连接因特网主干后，得不到通信回复。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类比是：尽管

大量的渠系系统仍然位于正确的地方来将流量导入正确的目的地，而利比亚简单地拔掉了塞

http://www.bi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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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抽干了水。（UPI，2011）。 

1.3  利比亚的网络地形 

利比亚的网络地形主要是政府所有的，并与西方科技有着一些有意思的战略联系。一个

有趣的例证是：一家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公司正为利比亚提供许多主机。 

图 1-6 是通过使用 Palantir 软件，由 CSFI 研究，它反映了利比亚政府站点之间复杂的

互联，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维护网站的一些地址。下面的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在美国境内

有许多地方为这些政府网站提供虚拟主机，例如加利福尼亚、田纳西和密歇根。 

下面的图片请参见原文！ 

1.4  网络基础设施和通信网络 

要了解利比亚的通信应该从 GPTC 或者被称为通用邮电公司开始。这间国有机构负责

监控所有的利比亚境内的邮政和电信业务，其中包括卫星通信、移动电话业务（例如：它与

AI Madar 和利比亚移动电话公司的合作关系）、固定电话和其他利比亚互联网提供商（如：

利比亚电信技术公司（LTT））。卡扎菲家族对利比亚通信掌控的力量和影响被如下事实充分

证明：利比亚最大的电信公司的主席是卡扎菲的长子，穆罕默德（Anima,2011）。 

一篇来自 Anima 投资网络的报告称：对于利比亚的网络，它拥有相对于其人口充足的

网络和传输设备：将近 180 部电话交换机（主要供应商：阿尔卡特、西门子、爱立信），13

个通过 ARABSAT 卫星进行国际互联的地面基站（DOMSAT 网络），国际连接以及 VSAT 网

络。 

图 1-13  显示了 2 条物理层面上将利比亚与世界其他各国联系起来的海底电缆（红色

椭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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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将利比亚与世界其他地区互联的海底电缆 

这是一条将近 1 万公里的依赖于无线电系统和边界-边界连接，它联通了从突尼斯边界

到埃及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同时，由 4 家意大利公司（Pirelli,SIRTI，CEAT 和 Telettra）建

设，它还提供长达 3 万多公里的 UHF 无线带宽，6500 公里的同轴电缆网络来备份无线电中

继系统并连接 107 个城市。（Anima,2011）。Thuraya 公司通过位于迪拜的总部向移动用户提

供卫星通信，这间公司是 GPTC 的一个子公司因此也受到利比亚国内法律的约束。 

2005 年，由全体人民委员会执行的，监管 GPTC 及其子公司的法律正式生效。它们同

时包括了―国际机关信息和文件‖以及―一般机关信息和通信‖。 

2009 年，当利比亚失去了连接马耳他/意大利的海底电缆的时候，它们通过突尼斯的海

底电缆作为他们的网络流量路径。同一时间段，由于它位于阿纳巴和马赛市（法国一城市）

之间的海底电缆故障，也通过突尼斯转发其大部分网络流量。 

1.5  政府网站及其供应商 

利比亚电信技术（LTT）公司控制着利比亚全境的互联网和电信业务。这项服务于 1997

年起步，由卡扎菲家族把持。2004 年，由 GPTC（通用邮政及电信公司）负责，同时也由

利比亚政府运作。尽管利比亚有许多互联网服务的供应商，但是所有流入利比亚的流量都是

通过这一家供应商接入的，它控制着所有其他服务供应商，因此对于互联网被关闭这一事件，

它应全权负责。最近，利比亚临时国民议会，即反对派的临时政府，建立了一个网址为

http://ntclibya.org/english/about/ 的网站，力图绕过这个中转站与国内外人民取得联系，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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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传出他们的声音。表格 1-3 列举了一些托管业务的政府服务供应商和他们的域名。 

表 1-3 利比亚主要的互联网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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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比亚的网络进攻和防御能力 

2.1  介绍 

利比亚的 IT 和安全产业，相比于中国、美国等国家，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由于

上述原因，他们解决网络问题的能力、方法和想法很值得回顾一下。在 2005 年，利比亚就

压制网络上持不同政见的人向境外求助（ANHRO,2006）。这件事情是可能的，因为利比亚

貌似缺少高科技系统和经验，而其他国家却拥有这些东西；有关网络防御/进攻的观点是这

样的：利比亚将会雇佣黑客们开发 enemy 系统或者在国内找到一种方法向被他们视为威胁

的人发起网路攻击。这部分将就有关利比亚未来网络防御选择和已知的支持这个国家的黑客

和组织的问题进行探讨。 

其中的一个担忧是：像利比亚这样的国家，它们没有能力在军事上或者经济上同任何更

大的国际力量抗衡，然而它们却可以对网络空间起到潜在的杠杆作用，且对其他目标国家的

重要系统起到攻击的作用。另一些人担心：利比亚可能仍然与私人公司和犯罪集团的恐怖组

织有联系，这些组织仅有很少甚至没有地理政治上的联系，但却能发动国际性的网络攻击。

甚至还有可能，一个由利比亚资助的恐怖组织，它们计划发动世界性的物理攻击，calls 

to―cyber-jihag‖，煽动反叛，并且建立了对于激进运动和招募必须的社会纽带。 

统观这些可能性，CSFI 的确发现利比亚网络支持者能够侵入可靠的资源，进入特定目

标，以及网络操作并可以自动化这些资源。CSFI 已经明确了超过 10 个黑客组织，他们能够

直接投身支持利比亚的黑客活动，还有至少一个已被证实的团体，它宣布于反西方的 jihadist

活动有联系。这些活动中最让公众熟知的一项被称为 iraq_resistance a.k.a iqziad运动（由Tarek 

Bin Ziad 小组发起）。Iqziad 已经加入电子圣战组织，并有报道称他们是―Here You Have‖病毒

的发明者，这款病毒已经感染了包括谷歌，NASA，AIG 等一些大公司。CSFI 相信

iraq_resistance 编写病毒所采用的语言是 VB6。Iqziad 也宣布发明一款病毒，可以从装有

Windows 的机器中删除掉 AVIRA Anti-Virus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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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利比亚境内描述黑客实体的 Palantir 调查表 

这些组织通过 Yahoo Messenger，IRC 渠道，以及加密的零星信道的标准英特技术进行

沟通。例如：Iraq_resistance 能够在 YouTuBe 上创建一个信道来进一步完成它的使命和招募

成员。 

也值得注意的是：利比亚政府可能已经招募并影响了塞尔维亚网络用户来支持利比亚主

席卡扎菲。来自塞尔维亚的积极分子已经在 Facebook、Twitter、Myspace 和其它社交网络上

发起了支持总统卡扎菲的运动，塞尔维亚的黑客们也在努力黑掉反对派的网站（依据利比亚

青年运动 LYM 倡议）（Speartip LLC,2011）。 

利比亚网络空间可能已经成为恶意代码、网络雇佣军、圣战招募和各种黑客组织发展的

沃土，尤其当国际团体没有介入来维持和调整其网络空间的稳定性的时候。 大部分黑客组

织由于其宗教信仰和财务动机都是支持卡扎菲的。 

 

图 2-2 基于历史证据和已知技能的实体威胁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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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 call to 网络圣战 

下面是一些黑客组织如何组织、宣传和致力于网络圣战组织的实例。近期，在 osoud 网

站上， Tariq bin Ziyad 组织向圣战候选人，张贴了一个 call。这则消息有着重大意义，因为

它证实了一个有关支持利比亚的恐怖组织/圣战组织通过互联网展开网络战的例子，该战争

的目的是针对美国系统发动在线攻击。它也要求其成员通过 Yahoo Messenger 和 MSN 进行

网上沟通，它被证明是一种有力的紧急合作方案。作为支持利比亚的一个组织，尽管以近期

事件为背景，但是他们却是相关的，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一个组织——事业、国家或者政府

——是如何面临严重的网络威胁的。就像一般的犯罪团体雇佣黑客一样，国家也可以雇佣或

者远程支持圣战网络，并通过他们发动网络攻击。 

下面是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的，张贴在 Tariq bin Ziyad 突击队上的翻译。 

愿平安归于你，我的兄弟。 

我们的团队命名为前-Tariq bin Ziyad，我们团队的目标是渗透入属于美军的美国系统。

组织正在招募新成员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并增加它的有效性。为了加入 Tariq bin Ziyad 电子

圣战组织，候选人必须满足特殊要求并必须做出一些承诺： 

● 候选人必须有电子圣战的目标并承诺不使用从这里学到的技术和技能，除非从事与

属于美国军方有关的事情。 

● 忠诚并尊重团队成员，尊重前辈和效率；在团队和之团队中，仅有前辈和有效性比

领导重要。 

● 成员间的会议和通信要通过 Yahoo Messenger 和 MSN 进行。 

● 问题和倾诉应该交给大队的主要指挥官解决。 

● 候选人的经验水平不是很重要，因为他们将会得到小组的培训，学习并不困难，但

是学会的工具却是有效率的。 

● 候选人必须要遵从总指挥官的安排和指令，必须绝对忠诚与他，并且看在上帝的份

上，请努力工作。 

● 候选人必须忽视和解除他们中的任何误解，并且仅仅与敌人斗争而不要彼此争斗。 

● 效忠团队的誓言应该记录下来并被指挥官听到。 

最后，我们请求上帝的帮助和指引，并希望你能加入到这一神圣的事业中。我们要感谢

以下论坛的管理者[www.ousoud.net]，让我们可以粘贴这则宣言，直到运动结束，我们都会

让您成为最初粘贴公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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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加入我们，请加 Yahoo ID rqeredasfdsfewfw。 

期待您加入我们的组织。 

你们的兄弟 Brigades Tariq bin Ziyad 总指挥官。 

2008 年 7 月 10 日公布，2008 年 11 月 22 日更新。Ousoud 网站宣称是一个阿拉伯、伊

斯兰、国际网络，它包含了最优秀和最现代化的计算机网络论坛。他们的标语是―阿拉伯雄

狮，我们的眼睛是阿拉伯人。‖ 

2.3 利比亚境内的恶意代码活动 

曙光网络项目的特定部分是与 Unveillance 合作完成的，Unveillance 是一家数据泄露情

报方面的技术公司，合作的目的是向观众展现出一幅利比亚网路空间中恶意代码流通的清晰

图片。Unveillance 主要负责提供实时的有关识别电脑攻击和僵尸网络的情报（目的是减少

这种事情）。随着针对政府、军队机关和商业地点的越来越多的网络攻击，这种信息是非常

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快速的更新和有关违反安全规则和相关威胁的信息。

（Unveillance,2011）。对于利比亚，这些信息表明了利比亚在遭受网络攻击和提供安全级别

方面的脆弱性，而这些都是对政府和工业界来说非常有价值的数据。 

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利比亚的数据泄漏情报（DLI）值为 150+（高）。这个模型的刻度

值为： 

表 2-3DLI 安全级别 

 

对特定的公司、政府或国家，DLI 值（左边的数值）越低，安全级别越高，DLI 值越高，

安全级别越低。依据 Unveillance，DLI 值很容易理解，而且还综合考虑了针对一个国家、工

业部门、子部门、公司、政府、大学等不同实体间不同的衡量标准。DLI 值会依据组织当前

安全状态的升降进行实时的更新。 

根据这项研究，利比亚的 DLI 值为 150+，表示它的安全级别较低，并且很容易受到攻

击和出现问题。这个分数被定义为―严重‖——面临严重威胁、数据很可能丢失、恶意 APT

和传播活动、以及常规性失败（Univeillance,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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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数据是与 Unveillance 一起收集的。图像代表了利比亚境内数千个网络节点的分

析。 

 

图 2-3  利比亚恶意事件（2 月 1 日——4 月 13 日） 

在 2011 年利比亚起义中，联军宣布 Operation Odyssey Dawn 在周六正式成立（3 月 19

日）。 

起义大约在 2 月 15 日开始，2 月 17 日大转折，并在利比亚东部势头强劲。很像埃及起

义：在埃及，当时的埃及政府也尝试通过完全阻断埃及互联网，作为减缓革命运动的发展的

策略，利比亚政府似乎也想采用同样的剧本：据报道政府已经开始阻断部分利比亚的网络连

接了。 

起始于 2011 年 2 月 17 日，源于 sinkhole/tarpit 衍生的恶意代码，恶意代码活动的图形

走向开始戏剧性地以小时级别的方式变化，这一现象同时发生在公共主机和恶意软件事件中。

在起义发生的最初几周内，恶意软件事件的活动下降了 61.63%，针对主机的活动总共下降

了 34.25%，并伴有仅仅持续了几个小时的静默期。从 3 月 3 日开始，总体的恶意软件事件

活动变得很异常，与截止到 2 月 17 号相比，令人吃惊地下降了 88.93%，针对主机计数的与

同期相比下降了 70.73%。（Unveillance,2011）。 



曙光项目 – 利比亚                                       利比亚的网络进攻和防御能力 

17 

 

图 2-4 利比亚每小时的恶意软件活（2 月 17——4 月 13） 

在 Event Counts，Unique Host Counts，和每个主机的 Average Event 是所有明显的 2 月

17 日时间表的标杆。 

表 2-4 利比亚恶意软件活动带来的故障（2 月 1——4 月 13） 

 

从 3月 3日起，因特网被当局关闭以后，所有的恶意软件活动似乎都主要集中在以Tripoli

为中心地区及其周边地区——下图为证。 

这些信息不仅反映了利比亚正在遭受的很频繁的网络攻击，也巩固了利比亚就关闭互联

网方面独有的模式。数据显示：在 2 月 17 到 3 月 3 日间，活动缓慢了，但是在那以后，流

量也明显下降了。然而在 Tripoli 地区仍然有活动发生，这预示着一些站点仍然可以连接如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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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恶意流量定位 

很有意思的注意到：排名前五的主机（总数是 294），产生了最多的恶意流量，从 3 月 3

日共产生三月份总量的 70.24%，换句话说 5710。前 5 名主机有相同的 IPv4 前缀 daldfadadf

并且 AS 在 AS21003。 

表 2-5  3 月 3 日起前五名产生恶意软件的主机 

 

截止到 3 月 3 日（xx     x），集中于一个主机/网关的总数，所有来自主机的事件都代

表了一种 Mariposa——一种感染（微软 Win32/Rimecud）。简要看一下由 dfad 大多数的发 a

提供的反-DNS 地址。 

以下事实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主机感染了 Mariposa 病毒，但是它的衍生的僵尸网络仍

然非常活跃，下面的图片证明——图片是全球恶意软件活动的快照，并标将利比亚进行了标

注 within a two second range of data upon generating th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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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全球 Mariposa 恶意软件标记 

Mariposa 是蝴蝶的西班牙语。在计算机行话中，Mariposa 是由 Butterfly bot kit 发明的僵

尸网络。Mariposa 是通过即时通信（通常是 MSN/Live），以及 peer-to-peer 的文件分享网站，

进行传播的 autorun 蠕虫。Mariposa 窃取用户名和密码，并从感染的系统中获取电子邮箱的

地址。Mariposa 程序也能够用来定位 DDoS 攻击（Landesman，2011）。 

理解有关攻击种类的利比亚安全级别以及他们所处的位置，是在评估利比亚其他地区安

全形势的重要部分，也可以估计威胁的下一步会蔓延到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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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比亚及 IT 投资 

3.1  介绍与背景 

尽管利比亚与国际社会一直不具有良好关系，被列于恐怖分子观察列表中，同时尽管已

经在 2003 年末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其仍进行核计划，但是利比亚开始大刀阔斧地通过

投资发展其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国外商业合作伙伴成为具有经济力量的国家。作为目标的一

部分，利比亚必须转变策略，公然抨击恐怖活动，放弃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其他国家合

作显示其对贸易的贡献，信任以及透明度。为了吸引新企业，利比亚决定简历自己的 IT 部

门，并开始增加通讯网络和提供访问互联网权限作为与国际社会沟通的一部分。通过采取措

施成为更加开放的经济合作者，随着不断增长包括网络犯罪和攻击在内的互联网访问量和计

算机使用，利比亚也暴露于风险之中。 

多年以来，利比亚在其创建可行性全球商业合作伙伴目标的实现和发展其 IT 部门方便

取得了很大进步。一些显著日期包括： 

 2004 年 9 月 20 日- 乔治·布什总统颁布一份总统令以结束 IEEPA 相关经济制裁。

对于美国公司来说，可以在利比亚投资并进行商业经营。 

 2008 年利比亚投资局成立，一个政府部门开展经营监督政府投资。该基金特别重

要，因为其控制至少 700 亿美元的固定资产和准备金。其已经在欧洲银行和企业投

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荷兰华比富通银行，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皮尔森出版发行

帝国，意大利器械工业投资公司，与英国石油公司签署的石油产出共享协议，甚至

与意甲尤文图斯足球的合作（赫芬顿邮报，2011）。为寻找机会促进 IT 部门的发展，

Baram 报道：一些优势是 Layas 发现美国战胜了利比亚合同中的欧洲竞争者，是与

欧元相比美元的劣势，此外美国有权使用更多的先进技术（赫芬顿邮报，2011）。 

 2008年11月舒拉亚卫星终端ThurayaIP与邮政总局和利比亚电信公司建立合作关

系，开始安装终端至全国关键区域，包括政府机构，区域内的国际公司，天然气和

石油公司-表明利比亚信守承诺持续发展(Thuraya, 2011)。 

 2010 年惠普公司宣布计划在利比亚设立销售与支持部门。在此之前英国电信公司

沃达丰刚刚与利比亚国家移动公司 Almadar Aljadid 签署了非股权合作市场协议，

提供大经贸机会，更好的支持和连通（TechnoLibya，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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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正如所期盼的，利比亚至少列出了 Al Madar 和 Libyana 的 30%证券交易，最初

利比亚政府拥有 100%的份额。他们正是今年 20 个期望上市的公司中的 2 个。（利比亚新

闻与观点，2010） 

这些是利比亚如何被推向快速发展 IT 部门和国外投资与合作的几个例子，但仍有其他

的例子。根据一份报告，国际公司（特别是阿尔卡特，西门子，爱立信和诺基亚）已经在利

比亚进行商业经营。对于小公司而言有许多网络和数据处理的机会。例如，安装一个数据处

理网络连接至利比亚银行需要花费大约 1500 万美元。在公共部门对于信息通讯技术相关的

设备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在增长，对于进行中的网络策略公共服务和私营部门的总体规划框架

的需求也在增长，尤其是国外石油公司，确实需要合适的基础设施实行他们的计划。（Anima，

2011） 

包括 LG，阿尔卡特，三星和华为在内的具有经济实力的其他国外技术公司，数量和兴

趣自从利比亚推动增加在无线市场的竞争并鼓励增长后，已经大大增加。同时主动从国外公

司寻找投标。结果，像惠普和沃达丰这样的技术巨头已经与利比亚重新建立合作关系。 

在利比亚与国外公司建立合作关系较为平常，同时许多公司被有关国外投资机会的最新

修改法律强制执行。例如，在利比亚从事经营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最新修改的法律要求许

多在国家的投资需要是合资企业。因此，不仅仅是一个国外的公司需要寻找国内的合作伙伴，

同时也必须了解这样合作的含义（US & Foreign Commercial Service，2008）。 

以下为在利比亚经营的 913 家 IT 公司。第二个为对于中国供应商联系购买者的列表。

这包括了利比亚商业类型，公司名称和联系人。 

在利比亚经营的 913 家信息技术公司列表： 

http://www.adcbuae.com/directory/information_technology_companies_in_libya.htm 

利比亚公司列表，类型和联系人（对于中国供应商） 

http://www.made-in-china.com/global-company-index/Libya-5024-1.html (Made in 

China.com，2011) 

部分国内外信息技术公司及其服务范围和用户包括： 

 Altaqnya 

 利比亚 ITC 市场领导者 2006 

 合作伙伴：EMC，Keymile，Aastra 

 计划：BOCD, Wehda 银行, Libyana Mobile Phone, LITC, Bank of Sahel & Sahara，

利比亚石油学院，Veba Oil, Ras Lanof Oil 等 

http://www.adcbuae.com/directory/information_technology_companies_in_liby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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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资信利 

 信息，通讯和外包专业 IT 服务 

 迪拜总部- 利比亚办公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 

 Iratlel 集团-意大利 

 设计并安装多重服务网络 

 利比亚最大的两个联系人，目前在利比亚 

 Ai-Ada Mutkan Networks 

 IT，通信，电力系统 

 安全，银行，系统 

 的黎波里 4 处办公场地，班加西 4 处 

 Al-Manteq IT 公司 

 利比亚的黎波里的 IT 公司 

 提供计算机硬件及配件，打印机及维护服务 

 Al-Malak IT 公司 

 利比亚软件，硬件及信息技术解决方案 

 微软利比亚公司 

 微软利比亚国际软件公司的当地办事处 

更多说明利比亚推动技术，建立支持网络、国外投资和连通性的经济体制的案例如下： 

 Alada Smart Infrastructures- 建立基础设施和通讯系统 

 诺基亚西门子网络和 MoreMagic 解决方案- 与 w/LPTIC 合作移动支付解决方案 

 Al Jeel Al Jadeed 将成为 Thuraya IP 和海事服务的分销商 – 后付费服务 

 SLIIT 将在利比亚建造一所大学（斯里兰卡信息学院） 

 Omnix 国际 – BIM 解决方案 

 腓尼基集团在利比亚推出 BGAN 卫星网络技术 

 由中国政府提供部分资金的绿色未来有限公司与由 LAP 部分拥有的电信签署协议，

利比亚在非洲卢旺达投资 

 利比亚 IMS 是利比亚 LPTIC 与 IMS 强强联合的产物。 

 海底电缆合作 – WIOCC 是唯一一个非常投资公司，由 14 家非洲主要电信运营商

拥有，包括利比亚。他们从各类全球发展金融机构获取资金，比如世界银行，非洲开发

银行，法国发展署，德国复兴银行（WIOCC,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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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海洋将在地中海下建立海底光缆连接利比亚与希腊 – 这是在过去的两年中华

为在利比亚接手的第二大项目。 

以上所提及的WIOCC电缆合作企业涉及到了东非海底电缆系统的创建，该项目是10，

000千米的海底光缆，服务于非洲大陆的最大光缆。Joe Sloan，代表项目投资者，国际金融

公司和世界银行发表声明，东非海底电缆系统的完工拉近了东非地区各国家的距离，也拉近

了东非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距离。东非海底电缆系统的到来以及低消费访问全球通讯网络是一

个潜在的巨大转折，这使得该地区在商业，医疗和教育领域获利更多，同时获得更多的就业

机会（IT News Africa，2010）。 

JBB 研究报告表明 Al Madar 计划接受 LTE 并直接进入 4G 时代，利用合作伙伴关系奋

力达到信息技术的增长，使利比亚做好充分准备成为 IT 领域，国际贸易合作和连通的全球

参与者（TechnoLibya，2011）。 

利比亚同样投资于教育事业，特别是 IT 领域。利比亚鼓励许多国外组织在教育领域内

寻找机会，交换计划，进行 IT 开发，培训以及进行计算机相关设备销售。2008 年，利比亚

宣布其将耗资 50 亿第纳尔（超过 40 亿美元）学习 IT 领域的先进技术。2011 年 2 月，在暴

动之前，利比亚开始分发 150，000 台电脑该学龄儿童（Libya Investment，2011）。 

尽管利比亚看起来在技术市场稳步前进，但当前动荡的局面仍引起国际商业伙伴的一些

不确定和担忧。2011 年 2 月 25 日，阿布扎比，萨拉亚电信公司宣布其移动卫星通讯服务在

利比亚过去的 7 年内一直在遭受破坏和蓄意干预。干预已经影响到利比亚与其他周围地区数

据与语音通讯（萨拉亚，2011）。同时，微软也对于工作在利比亚的一名员工近期的失踪表

示担忧。关于石油工业，英国壳牌集团已经公开宣布决定将其工人从动乱区域转移。尽管英

国石油公司仅与国家进行商业探索，但由于政治的动荡不安也受到影响。意大利石油天然气

公司，西班牙石油天然气公司，美国马拉松石油天然气公司以及 Hess 均已暂停石油业务，

或者采取一定的手段削减在利比亚战争区域的分支机构以较少损失比例（Best Growth Stock，

2011)。 

对于利比亚来说另一个挫折是：作为冲突的结果，美国已经对利比亚的资产进行阻碍，

美国总统奥巴马颁布总统令冻结穆阿迈尔·卡扎菲 300 亿的资产，他的家庭和比利亚政府能

够影响几个美国银行及私人股本公司，包括高盛投资公司，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公司和凯雷

集团。奥巴马政府表示这是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国外资金扣押处理（Huffington Post，2011）。 

当前利比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过去受恐怖事件和恐怖组织的影响，潜在的政权变更，

成熟的石油市场，以及利比亚极力为信息技术开发和创造机会，以上所有因素均为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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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系统的网络攻击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氛围。上述网络攻击的目的是，从事间谍活动，黑客

行为，盗取重要公司信息或者发现和利用基础设施中的漏洞。利比亚重新开放边境既是机遇

也是挑战，为了促进贸易增长和为公民提供相关机遇，利比亚被迫重新考虑它的某些政策及

内部控制。利比亚在过去的几年内快速的发展，几乎弥补了较晚进入市场的缺陷。在以后的

十年内，发展完全取决于当前动荡局面的后果，如果没有更多的进步，那么可能会持平。对

于利比亚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发展、IT 能力、国外市场、全局稳定性和增长方面，这将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国家。 

3.2 网络攻击是现实问题吗？ 

由于叛乱中东一直吸引着国际的眼球，在网络世界，中国黑客正秘密地开展对于石油精

炼厂的攻击。他们成功的突破了 5 次。攻击行为似乎专注于商业利益，盗取钻井信息，运营

和设备信息，报价和其他财务记录。但是，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如 2010 年的 Google 攻击，

这些攻击更加专注，协调的，隐蔽的和有目标的，开始时间为 2007 年（Telegraph，2011）。

可能与国家或者企业资助的攻击有某些关系，因为所有的点击量均在北京工作时间之内。在

未被检测到的情况下，攻击持续进行了 3 或 4 年，说明仍然存在人才空缺，其他漏洞仍在受

到攻击。 

这个过去的事件可以证明：攻击关键领域如石油精炼厂是可能的并且是现实的。目前，

政府正将阻止网络流量最作为斗争策略的一部分。很快或者可能目前，正如石油攻击所证明

的，策略可能包括破坏对手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或者雇佣恶意黑客削弱金融系统，破坏输电

网或者关闭石油生产。巴西，伊朗和 Night Dragon 攻击已经说明全球基础设施网络事件不再

是未来的担忧，他们就发生在当下。 

对于利比亚的网络防护，有少数唯利是图的黑客和黑客组织宣称忠诚于利比亚；然而，

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破坏网站，攻击可以感知或真正的威胁，或者正如在伊拉克的抵抗力，发

动对美国军队和隶属机构的攻击。卡扎菲似乎缺乏由黑客支持的内部状态，利比亚的 IT 部

门能力是有限的（尽管正在发展中）。正如 Unveillance 发现的信息，利比亚的安全问题尤

为严重，数据丢失和恶意 APT 活动和传播具有很大的可能性，以及多样的违规性（Unveillance，

2011），因此，对于利比亚而言利用内部储备解决安全问题不是最佳选择。一篇 2005 年的

文章中提到，卡扎菲为了处理网络中的反利比亚言辞和演讲，已经将手伸至俄罗斯和巴基斯

坦（Eid，2005）。作者 Gamel Eid 写道，反对派网站，人权网站，论坛，新闻网站甚至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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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均可以建立在国外，很快被跟进。根据这些网站背后的组织表示，利比亚政府已经指派

利比亚总统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的 Moussa Kosa 管理反对派网站并试图限制其发展。Moussa 

Kosa 从俄罗斯、波兰、巴基斯坦召集专家协助限制这些网站。他强迫网吧所有者在计算机

上贴纸警告访问者不要访问被认为反对派的网站（Eid，2004）。尽管对于这些专家利比亚

只有有限的信息，但它有手段从境外雇佣力量寻求帮助作为其战略防范能力的一部分。 

尽管利比亚多数网络防范或攻击资源似乎来自于利比亚外部，但去年利比亚为学龄儿童

分发了 150，000 台电脑。目前在利比亚也建立了一个技术学校。这说明将来利比亚将具有

更多的人才和具有丰富的网络方面知识的公民。这可能对全球的影响依然是看得见的，但在

这些网络知识学生发展成网络专家前，下一步需要尽快发展在网络活动，语言，法律和可接

受的行为方面的国际共识。目前这对利比亚是没有帮助的。 

对于利比亚，就保卫他们基础设施来说，由于当前区域的不稳定，这是一个陷入内外危

机的关键时期。利比亚不同于突尼斯和埃及，因为它是石油生产国；这个政治起义已经变成

控制石油。对内，卡扎菲和抗议者因为石油战争，在四月初，反叛者得到控制权将石油运输

到秘密地方。这仅是一个暗示—不稳定的利比亚如何维护他的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关于

网络安全，没有一个关于防御的全面计划，利比亚仍然处于易受内外网络攻击的状态。很明

显，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计算机已经成为运行和控制的工具或手段。当状况出现时，想知

道它是如何继续被利用的，这是不切实际的。聪明的反叛黑客能攻击石油基础设施吗？如果

卡扎菲离开，唯利是图的黑客组织会向利比亚发起网络攻击吗？ 

佐治亚州，俄国，爱沙泥亚，伊朗和巴西都已经遭受到了采取特定方式或聚集方式的网络攻

击。在 2011 年 2 月，中国黑客攻击了五个炼油厂，并且成功。现实是全世界正经历对国家

和基础设施的不同程度和目的的攻击。问题是，世界政府准备好处理与这些增长趋势有关的

威胁了吗，利比亚呢？ 

下面章节将调查利比亚基础设施的某些潜在威胁，观察模拟攻击场景，这些攻击是如何

破坏利比亚，如何伤害国际社会的其它成员的。 

下面我们关注一下SCADA和在利比亚以及世界其它地区，关于安全方面，这个地区如

何受到攻击的。最近在伊朗，一个蠕虫破坏了他的其中一个核设施，很明显，网络攻击正以

比某些军事要地更新更快的速度快速发展。今天，关于SCADA和STUXNET蠕虫的谈论都是

非常重要的并且与利比亚的基础设施潜在的缺陷和漏洞有关，使全世界的石油天然气行业和

重要基础设施暴露出来并存在潜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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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对利比亚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网络攻击的潜在影响 

就像格鲁吉亚/俄罗斯，这一趋势表现在中东地区是这样一种情况：冲突和计算机之间

的联系日益紧密，而且网络空间对于冲突策略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考虑到与发动攻

击有关的威胁等级，分界线也变得模糊不清了。威胁已经不仅仅限制在国家对国家或者共同

体对国家。位于世界各地的黑客或者小团体是一样的，如果不存在更多的危险性的威胁，因

为他们的动机和方法都很难被检测到。这篇报告介绍了其他的可能性，包括被雇佣的黑客的

情况：国家或者团体可能会雇佣一个技术熟练的技术员发动一次攻击。 

 

图 3-1 利比亚的人口和能源产量 

考虑到利比亚的内战和对针对于其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的脆弱性，这篇报告将会就预测

模型介绍 3 个场景。场景分析是这样一种方法：它能够帮助人们提前观察各种可能出现的结

果和可能性，以做出明智而全面的决定。它是竞争情报专业人员，企业、军队和政治分析员

采用的方法，可以开阔思路以及对潜在的未来进行广泛讨论，并可以提供额外的应对可能出

现的最坏情况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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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利比亚道路及输油管道 

场景一：在这个场景中，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卡扎菲和他的支持者失去了对利比亚的控

制权，新政府已经成立。卡扎菲或他的某个亲信不希望其他人截取利比亚的石油利益，因此

他们雇佣了一批萨尔维亚（也许是）黑客毁坏利比亚境内的基础设施。他们企图控制油田、

输油管道和能源部门。他们选择的进攻武器：STUXNET 病毒或其衍生体。攻击者将会企图

控制利比亚石油工业和 critical power 和电厂。 

攻击向量：STUXNET 病毒用来获取系统的控制权。 

另一种可能是：卡扎菲已经将一切都准备好了，因此他可以远程控制一切。正像俄罗斯，

利比亚能够控制有关居民和商业、电信业的内部信息/控制权的所有网络数据，而且可能还

有些同盟者支持卡扎菲并帮助他东山再起。 

潜在的受到危害的领域：由于发现了 Stuxnet 病毒，西门子注意到了一个安全漏洞。明

确地说就是：恶意软件利用西门子 MSSQL 账户的默认密码登录到 PCS7/WinCC 数据库，盗

取过程数据和可能的 HMI 屏幕（Dow，2010）。西门子已经成功融入到利比亚的基础设施中，

并成为攻击的首要防线。2010 年，西门子利比亚公司在工业和能源领域发起了各种项目。

（Ahlia 水泥公司，大人工河项目，Benhazi、Misurata 和 Zwitina 电厂煤气/电力改革）（西门

子，2011）。 

攻击向量：Stuxnet 病毒，获取系统的控制权。 

场景二：冲突结束，新政府建立。针对利比亚的网络攻击不是由流氓黑客展开的旨在毁

掉利比亚的行为，而可能是基地组织或一个国家的测试或发送消息。实际的目标可能是一个

更大的国家，例如美国、中国或者整个石油工业。利比亚仅仅是为对付更强大的敌人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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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由于利比亚正处于混乱不稳定的过度状态，它不会对基础设施的检查投入过多精力。

在过渡政府期间，寻找和开发空白基础设施比抵抗更大目标更简单可行。黑客将目标锁定在

诸如电厂，空中交通控制系统，石油网、天然气网、电网，水和下水道线。方法可能与发生

在巴、格鲁吉亚、伊朗和韩国的 DDoS 攻击类似。 

下述博客概括了 STUXNET 的组成的大致内容： 

http://www.symantec.com/connect/blogs/distilling-w32stuxnet-components 

3.4 替代的预测模型 

另一些可以用于更广泛的模型预测分析的替代模型，或者进一步发分析可以在如下网

站找到： 

https://www.recordedfuture.com/rf/?ts=1303084571962 and 

http://blogs.forbes.com/energysource/2011/03/28/europe-and-the-endgame-scenarios-for-int

ervention-inlibya/? 

partner=relatedstoriesbox 

3.5  有关石油，天然气，和国际合作 

    问题的关键在于是此类攻击是否会影响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这关乎全球经济安全。攻

击与混淆常常会影响购买者和投资人信心，也会影响到证券市场。无论如何，即使是专家也

很难评价其对于石油、天然气价格的影响。不管怎样，这会有助于考虑以及攻击利比亚基础

设施的关键问题以及会如何影响到其他国家。 

   近期市场走势反映出，早在利比亚危机初期，油价就已有上涨。而这种上涨源于人们对

攻击关联风险的担忧，并直接影响到了国际石油储备。一旦实施网络攻击，哪怕这种威胁稍

被提及，以便让全球看到此类攻击只针对利比亚而不是世界石油产地，那么多数相关价格都

会急涨，但在最后会趋于稳定。否则，无论担忧是否成真，若攻击者可以自由地打击某国或

多国的国家基础设施，必会危及全球石油储备的安全。那时，其价格将会受到长期影响。但

是，这将使全球互联网安全受到威胁，这样的攻击不亚于全球范围的宣战，其攻击范围将决

定全球作出怎样的反应。 

   如果攻击没有被宣布或者能够被遏制并且打退，那么主要的受害国将是利比亚。首

先，利比亚也许无法从 2011 年的石油危机中走出。一些专家将现在形势与突袭科威特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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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形势进行了对比。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未来几年的石油产量问题。而且，针对基础设施

的攻击，对利比亚的影响更大，因为石油产量占了利比亚出口税收的 95%，政府收入的 80%

（Frayer,2011）。意大利和欧洲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意大利 1/4 的石油需求由利比亚提供，

但是有充足的世界石油资源来遏制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危机。其他贸易合作伙伴最终也会遭受

（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来自国外市场的投资机会也会受到影响。 

回头再看美国，美国的石油并不来自利比亚。现在，利比亚 1/5 的石油生产已经停止

（Frayer，2011），尽管石油价格已经上涨，美国仍然有充足的石油储备。而且，进一步考

虑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最大的石油国家是沙特阿拉伯，据报道有 250 百万桶石油。伊拉克、

伊朗、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加拿大都有大量的石油储备。（加拿大是世界第二大石

油国）其他拥有石油的国家有：委内瑞拉，利比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尼日利亚，巴西，

中国和一些欧盟国家（Gethard，2010）。 

在未来市场，石油通常是通过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全球电子交易系统

（Globex）或者英国洲际交易所（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购买和出售的。降格受到 OPEC

和其他变化的影响。不稳定会影响油价，但相比于石油供应来说，感知和信心对稳定的影响

更大（2011/02）。 

想要解决针对利比亚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需要时间和金钱的投入，但是，有关其规模、

成功、追踪攻击者的能力、攻击种类、合法性、将会受到影响的国际和国内政治问题等东西，

将会有重大意义，相比于对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微小影响，这些将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和全球

安全的头等大事。然而，考虑以下问题也是重要的：对于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来说，是否有主

要的破坏；而且似乎世界储备的平衡很容易打破的，（因此我们）不仅要担心价格和未来的

可用性问题，还应找到一种方法，它能够迅速地分类/评估利比亚及国际社会已经遭受的损

失，和对未来发展的潜在危害。 

一个直接的手段是判定对全球石油储备、基础设施、财务部门和国家的当前状况的威胁。

黑客会在其他地区发动反复的攻击吗？这是系统的、可控的吗？国际社会有必须的工具来应

对灾难吗：迅速保护其他易损设施，定位攻击源并说出相应的反应以确保能够控制住威胁并

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这种威胁是地方的、国家的和全球范围的，并且正像前面提到的，

攻击者比地区、国家政府部门都行动迅速，因为政府部门总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官僚作风。 

在这点上，另一个顾虑是：地方和国际政府并没有准备好解决，围绕在网络攻击方面的

众多问题，无论这些攻击是针对个人、机构、商业、基础设施还是国家。如今，很多网络活

动是跨越国际界限的，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努力和协作才能确定攻击者的位置，以致对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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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阻碍作用，更不要提在电网和核设施方面的问题了。以下事件是重要的：在过去，谁曾

经为了解决网络问题，雇佣国外力量？对于保护自己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不受伤害，它对

主要攻击是如何回应的？卡扎菲的军队已经展示了他们将要保护这些领域的范围。对于缺少

大量成熟的 IT 资源的利比亚来说，雇佣黑客成员们来定位并排除攻击源，这是很可能的。

这类攻击的影响会是什么呢？这种回应方式会不会变成一些国家的主流的回击方式，并逐渐

助长由国家支持的网络恐怖主义呢？ 

下面的例子并不代表针对输电网和基础设施的（实际）攻击，但是它表明：国际社会为

讨伐和阻止网络攻击，将要面临的挑战。这与我们现在手头讨论有关：因为若没有资源结构

化计划，很有可能受到攻击的国家将会找到保护自己的其他方法，而这些方法可能会对网络

空间存在潜在的危害。 

有关威胁和讨伐的挑战的一个例子涉及到了 Mariposa 僵尸网络，本文前面讨论过这种

恶意软件类型。它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发起的一种攻击；然而这一形式可以被应用到对关键

基础设施的攻击。Brian Krebs 更新博客称：2010 年 3 月，创造并传播 Mariposa 僵尸网络的

3 个人在西班牙被捕。他们直接从受害者银行账户中窃取钱财，在美国和加拿大使用 money 

mules，并在在线赌博网站洗钱（Krebs，2010）。不幸的是，在西班牙，拥有并操作僵尸网

络或传播恶意软件是不犯法的。因此，即使我们已经证实他们使用了僵尸网络，我们却无法

证明他们也窃取了身份和其他什么东西，这就是我们的调查防线现在所面临的问题。（Krebs，

2010）。虽然当时，西班牙已经签署了欧洲议会的网络犯罪条约，但是西班牙的立法机关还

没有通过相应的网络犯罪法律，这恰好又证明了威慑和起诉间的鸿沟。 

（攻击）目标包括了美国和加拿大地区，但是法律却保护身处西班牙的罪犯，这就是国

际社会正在面临的众多挑战之一。考虑到网络事件，在基本水平上，仍然缺少共同语言，因

此我们心急如焚地提出以下问题：我们的国际社会什么时候才能就紧迫问题，及时地互相协

调地联合起来？此处缺少一种紧密却必要的结合方式，黑客和网络攻击者不会等待法律政策

的制定，也不会等待政府和机机构的通力合作。 

在大多数国家，网络破坏的收益远远大于其付出的代价，甚至一些黑客宣称：即使他们

被抓到，也不会面临牢狱之灾。这一现象延伸到政治黑客，圣战黑客和国家支持的攻击人员。

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利比亚的可能性，过去，他们从俄罗斯或巴基斯坦雇佣外部黑客（转包），

来控制利比亚网络反对者。如果利比亚在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可能的话），回归到一个由

恐怖主义支持的国家，则其他小国很可能在成为威胁源的事业上变得激进：盗取知识产权和

国家机密，发动对电厂和电力网的隐蔽性袭击。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从今天开始准备（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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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抗争）。 

近期研究表明：美国和中国的国家基础设施可能正处于危险中。真正令人的担忧是：世

界还没有准备好目睹或经历一场真正的，针对利比亚基础设施、中国、美国和其他关于那点

的国家的网络战争。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与国际经济关系紧密，但是当个人、政府、或者恐

怖组织可以或者已经可以展示其摧毁国家基础设施的能力的时候，对我们的全球安全的威胁

才是一种更高级别的威胁。 

3.6  CERT - 可能的模型 

如果网络攻击针对利比亚基础设施的敏感区域，利比亚所拥有的潜在处理资源就是

CERT（计算机应急响应预备小组）。考虑到该国历史上曾雇佣黑客与雇佣兵解决网络问题的，

不难预料利比亚是否会依赖其 CERT 组织。由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网站得知，CERT 是这样的

一种组织，"他们乐于使用恰当的技术，并具有抵抗网络攻击的系统管理经验，在遭受攻击、

事故及故障时，能够减少损失，并确保国家关键服务正常运转"（卡内基梅隆大学，2011）。

CERT 由高级防御研究计划局（DAPRPA）组建，并在 1988 年 11 月（当时莫尔斯蠕虫 爆

发并使互联网瘫痪）之后得到发展。 

仅有的两个接近利比亚的 CERT 中心位于突尼斯（TunCERT）和埃及。至于突尼斯 CERT

（TunCERT），也许不会被利比亚所考虑。利比亚没有发展的网络安全体系，虽然利比亚在

一些‖敏感网站―使用了美国的主机，但那更象是利比亚在依赖少数受雇的网络安全公司来抵

御攻击。比如：Serbian 公司很像利比亚的‖CERT―，其目前受雇从事黑客活动。 

    利比亚是 OIC-CERT（伊斯兰国家 CERT 组织，http://www.oic-cert.net，是一个位于马

来西亚的咨询论坛，并无实际的技术活动）的正式成员。但利比亚并没有进入该组织的指导

委员会(http://www.oic-cert.net/mmb_listofmembers.html) 。不过，利比亚通过其经济信息文

档中心和经济贸易投资部在 OIC-CERT 中扮演着角色。 

    OIC-CERT 被用于在成员国家中提供网络紧急通道，不过，此事并未确认。马来西亚国

家 CERT，是非常活跃并且学术化的，其人员超过 240 个(OIC-CERT, 2011)。 

    OIC-CERT 大事记。 

    2005 年 6 月，伊斯兰协商会（OIC）组织成立 CERT，成员国在 伊斯兰发展银行（IDB）

年会期间提出，管理委员会所在地为马来西亚布城。 

    在其它要求中，会议任命了首个行动小组，用于与 OIC 领导成员国家合作，以确定



曙光项目 – 利比亚                                                   利比亚及 IT 投资 

32 

OIC-CERT。 

    2006 年 7 月 27 日，首次 OIC-CERT 行动小组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马来西

亚（ 马来西亚网络安全）与突尼斯（计算机安全国家代理，ANSI）被分别指定为主席和秘

书。其中，ANSI 所管理的 TunCERT（CERT 成员），是此区域最好的一个。 

    2008 年 6 月，伊斯兰协商会组织（OIC）被批准并接受了 《OIC 成员国计算机应急响

应小组协作》相关决议。 

    2009 年 5 月，伊斯兰协商会组织（OIC） 接受了《同意伊斯兰协商会 CERT 组织

（OIC-CERT）机构身份》相关决议。此决议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马士革，第 36 届外交

大臣理事会期间（2009 年 5 月 23 日 - 25 日 ）形成。 

    对于利比亚，虽然它不是创始成员，但还是成为了 OIC-CERT 的正式成员。然而，这不

是很重要的动作令利比亚没有了 CERT，而且 

似乎也不会在攻击事件中仅仅依赖 CERT。很可能利比亚会求助马来西亚和突尼斯 CERT，

甚至塞尔维亚 CERT。作为利比亚网络合作伙伴，当针对利比亚的网络攻击发生时，利比亚

很可能会求助塞尔维亚的专家帮助其抵御攻击。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UAE）等国与 CERT 签署谅解备忘录（MoU），以求在网络环境

下强化网络攻击机构，也是毫无用处的。谅解备忘录包括了杜拜的港口操作员(DP World)，

他们有着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电信管制局（UAE Telecommunications Regulatory 

Authority ，TRA)的合作经历，代表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CERT（UAE 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aeCERT)，防御对于任务关键系统的网络攻击。 

3.7  网络攻击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为了更具体的了解攻击利比亚与经济有关的石油基础设施的影响，考虑以下因素是很重

要的： 

 对利比亚经济的长期影响 

 对利比亚基础设施的短期影响 

 对其它国家经济的长期影响 

 对其它国家基础设施的短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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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对利比亚基础设施和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出口石油，原油和精制石油产品，占据利比亚出口额的几乎95%，占据财政收入的80%。

没有石油出口，很明显利比亚将受到收入减少的长期影响。就算是没那么重要，由于多数精

制石油产品的减少，也会立即会影响到本地的基础设施。大多数精炼厂，都不能存储超过几

天的产品价值，这就意味着，在一周到两周内，本地库存将开始枯竭。利比亚目前在国内没

有必要的天然气分布网络，进而无法有效地利用天然气生产电力。大部分的发电厂需要精炼

厂提供的燃油。因为燃油供应在减少，发电量也开始下降。柴油和汽油也开始减少，运输系

统将中断。这将会影响二线经济，阻碍了产品，服务的生产，销售和分配。 

这可能会引起社会深层的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性，导致侵略性的行为。 

 

图 3-3 利比亚石油生产 VS 消耗 

此图显示的是利比亚石油生产和消耗率的对比。（从 EIA 获得数据）基于与石油生产设

备当前状态相关的信息，利比亚的生产率已经下跌几乎与消耗率持平。 

3.7.2 其它国家经济和基础设施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如同以前提到的，提炼厂使用指定的原油混合物来运作，突然改变一个炼油厂的原料是

很难做到的事情。利比亚现在有九个原油出口等级，级别从美国石油协会燃油比重度数26.0

度（重油）到43.3度（轻油）。大多数的轻油被输出至欧洲市场，而重油的目的地是亚洲。

下图显示的是利比亚当前输出油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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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利比亚的石油出口目的地（2010 年 1 月至 2010 年 11 月） 

由于从利比亚进口的原油突然下降，意大利冒着受最大经济影响的危险。在意大利，德

国，瑞士，和埃及（从 1998 年初），利比亚是最直接的精制石油产品的生产者和分配者。在

意大利，塔姆石油控制大约石油产品和润滑剂 5%的国家零售市场。这些石油产品和润滑剂

分配给大约 2200 个塔姆石油服务站。 

为了更彻底的理解突然减少对特定国家的原油出口量的含义，有必要理解利比亚石油供

应对该国石油基础设施的实际影响。下图显示来利比亚石油在该国消耗石油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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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从利比亚进口的原油（包括浓缩的和天然液化气） 

数据表明，不仅意大利，还有奥地利，法国，希腊（在有经济压力的地方），爱尔兰，

和瑞士，对于他们先前的敏感经济都存在潜在的影响。 

利比亚和意大利有多种能量关系，包括 32 英寸的 Greensteam 管道，起点是瓦法油田，

延伸到地中海的美丽塔转向海底，在西西里岛浮出水面，继续延伸到意大利北部边界终端。 

受利比亚影响而寻求原油资源的大多数国家，有意将原油精炼成高价值产品（作为每日

生活用品一部分）。意大利对于利比亚供应他们精制石油产品也有巨大的依赖性。下图显示

意大利超过 20%的精制石油产品消费是由利比亚供应的。 

 

图 3-6 从利比亚进口的全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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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石油，天然气及 SCADA 系统 

4.1 介绍与背景 

利比亚是 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尽管其并非最大的石油产出国家，但其确

实持有非洲最大的储油量。根据 2008 年 BP 能源数据统计，证明在 2007 年年末利比亚拥有

414.64 亿桶的储油量，占全球储油量的 3.34%（数据来源于 MBendi 网，2011 年）。 

其他来自于 MBendi 网关于利比亚石油产出的数据如下： 

利比亚是非洲最大的石油产出国，同时也是欧洲的最大的北非石油输出国家之一。北非

石油输出国将石油输出至欧洲具有时间和成本的优势。根据 2008 年 BP 能源数据统计，利

比亚 2007 年每天产出 184.77 万桶原油，占世界总量的 2.2%，与 2006 年相比有 0.5%的变化。

利比亚经济依赖于石油，出口收入占国民收入的 75%至 90%之间。 

根据 2008 年 BP 能源数据统计，利比亚 2007 年天然气储量是 1.49 万亿立方米，占世界

总量的 0.84%，同期产出 152 亿立方米天然气，占世界总量的 0.51%（数据来源于 MBendi

网，2011 年）。 

另外，NOC（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控制所有下属部门及众多的子公司和海外分支，

Umm Jawwaby Oil Services 公司和 OilInvest，以及其两个分公司 Gatoil 和 Tamoil。Umm 

Jawwaby Oil Services 公司在伦敦，担当着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的采购部门。在意大利，德

国，瑞士和埃及，利比亚是直接输出国和分销商。在意大利的米兰，Tamoil 拥有大约 2100

个加油站，控制了该国石油产品和润滑剂零售市场大约 5%的份额（数据来源于 MBendi 网，

2011 年）。 

根据 2011 年 4 月 6 日 oilprice.com 网的报告，暗示最担心的利比亚石油出口可能会脱离

几年，或者甚至似乎更加夸张（数据来源于 MBendi 网，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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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利比亚原油占国家原油进口总量的百分比 

该文章中继续谈到，如果着眼于世界产出水平，会意识到利比亚每天的产出量大约在

170 万桶，占世界 880 万桶总量不到 2%。除去每天 170 万桶的量，欧洲是利比亚顶级的原

油用户，11 个国家每天进口量为 110 万桶（见下图）（数据来源于经济学家杂志，2011 年）。 

如上所述，石油和天然气是利比亚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他们的产出不充足的情况下

将直接影响美国。尽管事实如此，但许多可能受到成功攻击利比亚基础设施的消极影响的国

家是美国的同盟国，这样可能将拉紧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果最终受影响的可能是美国。 

除了影响，更重要的是一些攻击可能是受金钱的驱使，其他攻击的目的可能是希望制造

混乱，同时一些攻击可能受更多的机密目的所驱使。潜在的攻击者可能为中国黑客，比如

Night Dragon，黑客团体，有组织的通过互联网寻找有利条件的犯罪团伙成员，国家发起的

黑客或者工业间谍，这仅仅是其中的几种。 

对于系统或者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目标和动机是重要的因素。在经济扩张方面，找到

有利可图的目标或者以经济或者政治利益为目的的期望值也在不断的增长。例如，工业系统

是一个不变的目标，如果给予时间和财力，可以获取几乎任何系统的访问权限。这在

STUXNET 攻击事件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当前任何使用 SCADA 设备（该特殊设备类型为行

业工具）的公司可能成为潜在的目标， 只不过是为了引起混乱和犯罪。 

如维基网所述的关于利比亚石油工业的其他说明：（维基，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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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 Zwara 石油加工公司已经指定汇丰银行作为融资顾问：Zwara 石油加工公司

（Zorco)）计划建立一个日产出原油量为 200，000 桶的石油加工厂。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投标利比亚 Verenex：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

司（CNPC）正在投标加拿大能源公司 Verenex 能源，估价高达 30，000 万美元；

增加一个成功的投标将扩大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非洲的资产。印尼国家石油

公司 Pertamina 已经宣布其有兴趣加入加拿大能源能源公司 Verenex 在利比亚的石

油领域。（路透社，12/15/2008）。 

 Hess 在利比亚苏特尔近海发现石油：利比亚 A1-54/01 井位于距离苏特尔盆地 38

米的近海，已被钻至一定深度。 

 土耳其石油海外公司限于十余家公司优先获得提供钻井服务的资格：已经发布资格

预审通知，正在运行中的公司均位于利比亚。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宣布阿拉伯海湾石油公司发现石油：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宣布

国有石油石油公司阿拉伯海湾石油公司在加达麦斯盆地发现石油。该井位于的黎波

里南部大约 500 千米的距离。 

 利比亚通过变更石油交易获利 54 亿美元：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报告显示去年在与

埃及集团，加拿大石油公司，以及两个分别由美国 Occidental 和西班牙 Repsol 领

导的两个财团的交易中获利 54 亿美元。 

 澳大利亚 Woodside 发现新石油和天然气：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宣布在位于的黎波

里南部 900 千米的加达麦斯盆地钻井测试时发现石油和天然气。 

 Shell 公司获得地震合约：英国/荷兰 Shell 集团获得了一个 BGP 的地震合约，调查

苏特尔盆地天然气开采情况。由于潜在的地雷风险，这个区域被认为是最难工作的。 

 利比亚投资于埃及石油加工厂：在埃及总统侯赛尼•穆巴拉克访问的黎波里期间，

利比亚在 2008 年 12 月签署的一份协议中规定，利比亚将在埃及投资一个石油加工

厂和大量的建设项目。除石油加工厂外，利比亚将同时在埃及建立多处加油站和一

个商住综合楼。两国也在朝着在他们的边境建立自由交易区域的方向而努力。 

4.2  利比亚 SCADA 系统漏洞 

在考虑特殊漏洞之前，了解利比亚石油天然气行业的结构更为重要，包括初始探勘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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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活动，通过分配，提炼和运输。随着2003年美国禁令的解除，利比亚的探勘与生产业务不

仅仅是国有的，同时也有近几年成立具有极大的国际石油利益的合资企业所组成(接着是

2004年美国的禁令)。其中的一些合作关系包括原油和天然气产出井，然而其他的尚未被完

全开发。 

 

图 4-2 石油加工厂 

在这个空间内有大量的参与者，很可能存在一个相当大的来自于众多供应商经过多年修

改和跨平台的SCADA系统。 

该区域更易受到网络攻击，这可能不仅影响利比亚收入主要来源，而且影响到国家能量

的主要来源，同时可能是专注于石油加工设备的攻击。没有石油加工产品的情况下，很难为

卡车、坦克和飞机添加燃料而无法开展任何有效的战争。 

利比亚可以每天至少产出380，000桶原油，主要来自于利比亚东部的Sarir和Mesla。对

于该能力，主要通过两个石油加工厂处理：Ras Lanuf每天处理220，000桶，Az Zawia每天处

理120，000桶。由于高质量的原油原料，这两家石油加工厂最初建立为直馏或者拔顶蒸去轻

油。Az Zawia受任于1974年，Ras Lanuf受任于1984年。基于这些日期，初始控制系统很可能

基于气动型仪器。1986年，里根总统颁布了一个完整的禁令，禁止与利比亚进行直接进出口。

1992年，联合国开始限制向利比亚销售石油设备的禁令。尽管其中未直接包括自动设备的销

售，但这些禁令的结果暗示着利比亚几乎无法获得新的自动技术。 

1995年Ras Lanuf经历了一次更新，增加了一个催化裂化装置（重整装置）和石脑油加

氢处理装置以增加汽油和火机产品的产量。由于禁令仍然有效，可以想象任何新装置均在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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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全非数字的气动型设施的基础上进行改装。 

2004年，总统布什解除了对利比亚的多项经济制裁，允许再一次恢复贸易。似乎到了利

比亚开始大规模更新石油加工设施的时候，最开始是Az Zawia进行了自动化更新，包括控制

系统设施的重大改进，包括分布控制系统（DCS）的更新，紧急关闭和燃烧器管理系统（BMS），

以及实时全厂数据历史记录。 

2009年初，Ras Lanuf五年更新计划启动，接着建立了利比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合资

企业。该计划有望耗资20亿美元，不仅仅包括机械至设施的更新，也包括完整的控制系统更

新。 

信息收集揭示出Ras Lanuf近些年已经经历了较小的，独立的自动化项目。这些更新为

现存于该加工厂的漏洞提供得了便利，同时为影响控制系统的操作和控制工厂提供了一些方

法。 

对控制系统网络实施适当的安全控制，以防范和检测内部攻击，四分之一的石油公司对

此持抗拒心理，因为他们坚信所有的威胁都来源于独立的和可信的控制系统环境之外。2010

年STUXNET证明了内部攻击的能力，此外证明了它可以从内部不受任何限制的有效操作。 

更多信息说明这些精炼厂所拥有的设备极易受到攻击，主要是由于这些系统不可能正确

的安装补丁，另外，在STUXNET中发现的不可能作为一个正常的维护行为的一部分。 

STUXNET开发了西门子SIMATIC PCS7控制系统和S7-315、S7-415程序逻辑控制系统。

调查表明2002年具有潜在受攻击威胁的S7-315程序逻辑控制系统，已经安装在脱盐设备中用

来处理锅炉给水。精炼厂的发热及发电依赖于蒸汽（尽管中东的多数精炼厂由于具有充足的

天然气而不再依赖于蒸汽发电）。多数精炼厂在没有蒸汽的情况下仍无法正常运转。 

其他参考资料同样证实应用于汽轮机的 *              **** 控制器组成精炼厂的动

力装置。这些程序逻辑控制系统可能在里根总统颁布禁令前已经被安装使用，并且可能仍在

使用中。考虑到他们很可能在最近几年，通过简单添加以太网通讯模块而整合至人机接口类

型的架构中，所以更容易作为攻击的目标。 

最后，参考资料在已经实施的项目中被发现了，从*    之后他们使用了  *              

**             ***              **             **。   * 版本 * 发布在 *   并且

在任意 *              **             ** 平台上运行 - 通过网络攻击彻底的妥协是未

经证实而又脆弱的。 

    该信息证实了在利比亚精炼厂易受攻击的设备存在的可能性。如果无法进行对设备进行

物理工程攻击，那么网络攻击将是最简单和直接的注入系统的方式。现存的无数客户端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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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支持可以破坏SCADA应用程序平台的有效负荷。



曙光项目 – 利比亚                                                             分析 

42 

5 分析 

利比亚目前的状态存在威胁也有机遇。这些威胁伴随着国内的动荡而产生的：一个正在

改变的不稳定环境，将来几年反对武装力量可能寻找报复机会，大量武器进入区域，形形色

色的忠诚也为不可预知的将来创造了条件。在未来，谁控制利比亚，推翻卡扎菲政权统治后

怎样组织军事和政府仍然不明朗。 

利比亚也充满着机会。以下是一些建议： 

 通过现存的网络技术，将有助于影响搜集方法。 

 部署先进信息技术传感器以帮助信息搜集。 

 处理受害IP的被动搜集的恶意流量。它会将原始数据转换成行动情报，流入到利比

亚的网络情报机关。 

 传感器可能跟踪财政运转，军事变化/购入，外交通讯，中国政府在利比亚的活动，

极端分子入侵和扩张，石油生产/定价等信息和波动情况。 

其它建议包括： 

 重建他们的基础设施以适应他们自由通信新时代，那样的话，所有的基础建设蓝图

和详情都会被事先了解，添加或去除都将不是问题。 

 得到CERT有关的{EG,TU}会是有益的，因为它有助于建立―信任‖。（比在中东和

北非地区的文明更可信） 

 对于政府------对感兴趣的国家维持一个数据库，搜集每个关键基础设施信息 

 成为OPEC的成员，利比亚与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家有关联。鼓励这些国家帮助利

比亚引进石油/天然气设备。这不仅包括控制设备，也包括这些设备如何通讯（无线/手

机/卫星和陆上通讯线/DSL）。 

 通过鼓励利比亚邻国帮助更新，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确定对我们的同盟国和朋友很

有信心。这将会是一个意义深长的感知，不仅在利比亚和中东本地，而是全球性质的。 

IT：与同盟和商业机构合作，以研究，跟踪，访问和分析在利比亚的投资和资金流情形。

我们将发起一个由LIA（利比亚投资授权）控制的主权基金。试图凝结LIA资产已经在美国，

加拿大，UK发生。但是，所有主权基金的投资详情都是未知的，并且部分基金投资到恶意

网络行为中，操纵力量的转移。这些基金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前卡扎菲支持者牵涉进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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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是不透明的而且一些偶然事件也与基金有关联。 

5.1  社交网络站点的创建 

现有的机遇是建立两个不同的社交网络站点，贡献给冲突的双方。传统网络工具，如

vBulletin，可能用作网站参与者的情报搜集工具。每个站点会彼此关联吸引和确定对卡扎菲

忠诚的政权和叛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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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CSFI已经关注与利比亚网络安全状态和威胁水平相关的原数据和处理过的数据。我们

已经扩展并得到利比亚攻击者的一些方面的线索，包括军事行为引起的动态效应。我们最后

的结论集中于三个方面：范围，规模和严重性。我们关注范围集中于利比亚在网络空间方面

的防御和攻击能力。从CND（计算机网络防御）角度，利比亚保护、监测、分析、检测和

响应网络攻击、入侵，破坏或其它非法行为的能力是极差的。利比亚有大量受危害的网络系

统，没有国家级的计算机安全策略，有的是一些陈旧的技术。这种在网络空间的危险安全状

况可以被攻击者，具有恶意的国家和黑客组织利用。此时，利比亚唯一能做的就是切断连接，

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对抗攻击。CSFI警告国际社会利比亚的一些石油加工厂正运转着一个

巨大的SCADA系统，该系统经过多个供应商多年的修改，并可跨多个平台。反对石油加工

的网络攻击不仅破坏了石油生产，也影响了全球的石油市场。 

从CNA（计算机网络攻击）方面，利比亚的中断，拒绝，降低，破坏计算机和计算机

网络信息的能力应该受到重视。他们当前的攻击能力不能被他们的政府或支持者充分利用。

但是，由于他们弱的防御状态，他们国家大部分网络系统被攻击者劫持和利用，并转变成有

利的武器。 

CSFI对美国提出建议，他的同盟国和国际伙伴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利比亚网络域名规范

化，这样做可以最小化通过网络发生的经济破坏。 

6.1  关于 CSFI（网络安全论坛主动性） 

网站：www.csfi.us 

CSFI是一个以―通过合作、教育、志愿工作和培训帮助美国政府，美国军队，商业和国

际伙伴提供网络战争意识，向导和安全解决方案‖为使命的非盈利机构。CSFI的产生是由于

许多专家的合作，而现在CSFI是一个由7000个来自由政府，军事，私营机构，和学术方面

的网络安全方面的专家组成的。感谢我们的协作努力，CSFI致力于为人民创建网络战争培

训材料以提升一个更强大的后台，并且能够遍及美国国防部社团。 

 

http://www.csfi.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