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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可信赖计算 — 简介 

 

 2002 年 1 月 15 日，比尔·盖茨向所有 Microsoft 员工发送了一个备忘录，宣布推出可信赖计算 (TwC) 计

划。1 在此备忘录中，他指出了“像供电、供水和电话服务一样可靠、安全的计算”之重要性，并提出了可信赖

平台的主要内容包括可用性2 安全性和隐私性。他还明确指出该计划不仅是关于技术方面：“Microsoft 需要对公

司进行许多改革，旨在确保并维持客户在各方面对我们的信任，包括从软件开发方式到支持工作，再到运营和业

务惯例等。” 

  

 

 

 

 

 

 

 

 

 

 

 

 

 

 

                                                      
1 请参阅盖茨备忘录：http://www.microsoft.com/about/twc/en/us/twcnext/default.aspx。继备忘录之后，公司发布了白皮书，其具体化了相关概念并提供

了关于公司如何开展计划的详细指导。请参阅由 Mundie、de Vries、Haynes 和 Corwine 主编的白皮书《可信赖计算》(Trustworthy Computing)：

http://www.microsoft.com/about/twc/en/us/twcnext/default.aspx。 
2 备忘录还使用了“可靠性”这一术语，并最终成为四个组成部分之一。 

可信赖计算的图示由四个组成部分和早期工作流程组成。 

 

 

 

 

 

 

 

 

 

 

http://www.microsoft.com/about/twc/en/us/twcnext/default.aspx
http://www.microsoft.com/about/twc/en/us/twcnext/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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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信赖计算的迫切需求来源于计算角色在社会中的不断演变。正如比尔·盖茨所说，“计算一直是许多

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10 年内，它将成为我们所有事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后一点陈述再贴切不过

了。在过去 10 年中，我们见证了网民数量的迅猛增长，这些社会成员通过电子邮件、即时消息、视频通话、社

交网络、社交搜索以及众多基于 Web 和以设备为中心的应用程序彼此联系。如今，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人们联系

更加密切并比以往更依赖计算技术。 

 

在这个新世界创造巨大机遇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各种新旧挑战。在电网、全球金融体系和其他重要基

础设施一直广受关注的同时，3新的威胁模型涉及持久而坚决的对手，同时网络战热潮给计算机安全专业人士带

来了新挑战。连接的设备激增，同时可用于收集、分析和传播的数据类型和数量大量增加，使得传统规则在保护

隐私上面临巨大挑战。随着人们对设备、云服务以及随时随地访问数据的不断依赖，信息系统的可靠性显得尤为

重要。总而言之，加强关注可信赖计算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那么 10 年后，可信赖计算该如何发展？ 

 

II. 世界再次改变 

 

尽管可信赖计算是因计算在我们生活中的角色增加而推出的，但了解世界如何再次改变以及这些改变如

何影响可信赖计算的四个组成部分十分重要。最深远的两大改变是以数据为中心和政府参与解决 Internet 相关问

题的方式。 

 

A. 生活在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 
 

我们正进入连接设备的世界（包括电话、计算机、电视、汽车和传感器），这些设备的数量现已远远超

过使用它们的人数。4 在这个世界里，有旧式的数据（如银行报表、电话记录），也有极其流行的新式数据（如

用户在社交网站上创建的数据和地理位置数据）。随着信息技术 (IT) 消费化，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分开的情况日

益减少 — 其中包括个人渴望能挑选 IT 设备并让其跨越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 — 合并甚至消除具有不同规则、由

不同实体管理的两个独立世界之间的界限。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存在集中式存储、聚合、搜索、分析和传播这

些丰富数据的全新功能。现在不仅能创建个人活动的历史路径，还能以新奇有趣的方式预测未来行为。例如，预

测某人是否会拖欠贷款的根据不是他的/她的信用分数，而是某人的社交网络朋友是否已还清债务。5 数据的丰富

性还意味着我们不仅能治疗生病的人，还可能预测到要产生的疾病，预测结果将能拯救生命或拒绝健康保险。 

 

                                                      
3 请参阅，如 1997 年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总统委员会 (http://itlaw.wikia.com/wiki/Critical_Foundations:_Protecting_America%E2%80%99s_Infrastructures) 和 

2008 第 44 届总统网络空间安全委员会 (http://csis.org/program/commission-cybersecurity-44th-presidency) 报告。 

4 到 2010 年 8 月，Internet 设备的数量预计达到 50 亿。http://www.cellular-news.com/story/44853.php。Cisco 还预测到 2015 年，Internet 连接设备的数

量将是世界人口的两倍。http://www.bbc.co.uk/news/technology-13613536。 

5 请参阅“银行开始查探 Facebook 和 Twitter，交友不慎可能降低您的信用 (As Banks Start Nosing Around Facebook and Twitter, the Wrong Friends Might 

Just Sink Your Credit)”http://www.betabeat.com/2011/12/13/as-banks-start-nosing-around-facebook-and-twitter-the-wrong-friends-might-just-sink-

your-credit/。 

http://itlaw.wikia.com/wiki/Critical_Foundations:_Protecting_America%E2%80%99s_Infrastructures
http://csis.org/program/commission-cybersecurity-44th-presidency
http://www.cellular-news.com/story/44853.php
http://www.bbc.co.uk/news/technology-1361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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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有数据不尽相同，地理定位数据则需要特别关注。事实证明，“定位、定位、定位”不仅是房

地产业的真言，为个人提供实时服务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同时还注意到“GPS 监控可生成关于个人公共

运动的精确而全面的报告，这些运动反映了大量关于家族、政治、职业、宗教和性别的相关信息….公布在 [GPS] 

数据中. . . 还可监控到不易找到且极其私人性质的地方：拜访精神病学家、整形外科医生、堕胎诊所、艾滋病治

疗中心、脱衣舞俱乐部、辩护律师、以小时计费的汽车旅馆、工会会议、清真寺、犹太教堂或教会、同志酒吧

等”）。6 

 

这个新世界带来的改变使人畏缩，并且存在明显和不明显的风险。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这些问题，知道信

息技术模式改变的方式十分重要。1990 年术语“万维网”出现时，它指在客户端/服务器体系结构中用户查看的

文档网络。7在这个世界里，威胁呈线性增长。 

 

如要用图片描述原始 Web，也许就如下图： 

 

 

 

 

                                                      
6 请参阅美国诉琼斯案(United States v.Jones,)，http://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1pdf/10-1259.pdf（Sotomayer, J.，并存意见）（引自 People v 

Weaver, 12 N. Y. 3d 433，441–442，909 N. E. 2d 1195，1199 (2009)）。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白皮书中的主题很普遍，但其内容是美国关注的 焦点。作者

是 OECD 组织的前任副主席（安全与隐私方面的专家）和 G8 下属组织（高科技犯罪）的前任主席，他认为完全精通每个国家的法律和文化是不可能的事

情。因此，作者描述了人们最熟悉的方面。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World_Wide_Web。 

http://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1pdf/10-1259.pdf
http://en.wikipedia.org/wiki/World_Wide_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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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仍使用 Web，但它已不仅仅是文档。我们的体验更加丰富，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拥有用户、计

算机、应用程序和数据构成的 Web。此外，某些连接显而易见（例如，键入 URL 可进入网页），但大多数连接

并不明显（用户不知道，网页事实上可从其他网站请求数据）。这个新世界就像这样： 

 

 

 
 

在这种环境中，每个元素（用户、计算机、应用程序和数据）可能有益或有害，也可能无害或危险。在此世界里，

威胁不再呈线性，这表明相互连接的网络在过去十年已有巨大发展。 

 

在这种相互连接的世界里，我们应如何思考可信赖计算的四个组成部分（安全性、隐私性、可靠性以及

反映在前三个核心属性中的业务惯例）？我们应如何思考“易管理性单元”？在某种程度上与控制范围有关。用

户可直接负责自己的堆栈（例如，修补计算机、下载受信任的应用程序和备份数据）。公司可运行自己的数据中

心、雇用系统管理员、购买硬件、租赁软件和管理数据。在其他情况下，实体可与这些元素的管理方直接联系。在

此方面，用户可决定是否信任正在与其进行交易的实体（例如，依赖声誉好的公司），并可规定相关义务（例如，

通过合同规定，其中包括使用条款，至少包括用户获得条款执行的现实选择和合理机会）。事实上，当前许多云采

纳指导都属于这一范畴。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用户连接到远程的已移除元素，用户没有这些元素的直接或衍生的

可依赖控制权，同样重要的是，用户也无法了解重要实践或此类实践的变化。如何在这种远程关系中建立信任？我

们如何能让个人将更高的透明度注入远程业务惯例，同时确保他们与他人共享的信息能按其意愿使用？ 

 

一种方法是依靠元数据和声明，帮助传达有关数据使用和系统状态的信息。负责管理技术的人可以一致

代表管理业务惯例的方式以及他们遵守的国际标准。某些国际标准或公认惯例已经存在。例如，安全性方面的 

ISO 标准、隐私性的公平信息处理条例以及如何验证个人身份方面的标准。8 有时遵守的这些标准会透露给终端

用户；因为当双方同意支持 https:// 时，浏览器可能会呈现可视线索。 

                                                      
8 例如，NIST SP800-63 在申请身份验证时根据信任级别提供不同级别的保障，而其源于所使用的验证流程。如果 1 级涉及自我评定，4 级涉及严格身份验证，

依靠身份评定的人可在必要时要求“4 级”，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它们的含义。http://csrc.nist.gov/publications/nistpubs/800-63/SP800-63V1_0_2.pdf。 

http://csrc.nist.gov/publications/nistpubs/800-63/SP800-63V1_0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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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与机器运行状况、个人身份和软件出处有关的证明或验证要求的陈述将具有更大意义，事实上可

延伸至其他重要属性。例如，软件程序不仅可提供签名以显示出处，还指明是否依照了公认的安全开发标准进行

开发。同样，数据可能包含关于作者、可接受的用途以及其他重要属性的元数据（如数据是个人的还是企业的，

或是否包含个人可识别的信息）。这种元数据有助于执行与数据使用或共享方式有关的规则。尽管这些规则可能

附属于数据本身，规则和数据可以分开存储，而且数据可“指向”适用规则。这使人们可以标记数据以便以后更

改数据的处理方式，并可通过修改适用规则执行这些更改。总而言之，在用户与计算机连接并通过远程元素共享

数据的情况下，制定用于表达和遵守策略的公共机制可让所有远程参与方作出更有意义的信任决策。 

 

B. 政府角色 
 

设备与服务的连接和“大数据”的形成9 — 已对政府形成挑战。切记，任何技术变革都会改变我们的生

活方式，同时存在潜在的犯罪和民族主义活动，因此将引发政府的关注。但政府与 Internet 的“关系”实际上比

较复杂，政府可以是用户（本质上它们是具有公民作为客户的大型企业），是保护者（维护个人用户以及 

Internet 自身的权力），还是开拓者（通过 Internet 获得长期军事谍报10）。 

 

作为用户，政府关心的问题与其他 Internet 用户一样：我们如何在数据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并在所有系统

和设备中保护其安全和隐私？我们如何确保系统在需要时可用，尤其是在危机时期？代理是否应该使用云，如果

使用，我们如何确保云提供商能满足我们的需求？这些都是为 Internet /云用户提出的问题，尽管政府可能面临

一些独特的对手和职责（如选民与客户）。 

 

政府还要日益关注并保护 Internet 用户的权力（如隐私性、安全性、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以及 Internet 

自身。然而政府可利用市场力量增强购买力，市场力量本身是为反映市场需求，可不必满足有时由公共安全和国

家安全问题造成的特殊要求。简单地说，市场情况很难回到冷战时期的情况。因此，政府正在寻找可以使用的其

他工具，例如，通过法规保护安全性、隐私性和/或可靠性，或利用执法人员和军队更有效地阻止有害行为。由

于很难准确可靠地跟踪到攻击来源，使得执法人员和军队行动阻碍重重。 

 

与涉及军用飞机或部队调动的传统攻击不同，甚至与传统军事目标相反（如战争时军队操作计算机系

统），Internet 攻击可能由个人发起，与特定政府无关（不对称攻击）。换句话说，由于存在无数的 Internet 执

行者和动机，再加上全球连接和可追溯性的挑战，攻击者的身份、位置、归属和动机很难快速准确地确定。此外，

因为跟踪攻击将经常涉及私营部门参与方，所以要清楚公/私合作关系，但无需规定分享重要信息。事实上，参

与方有理由不收集和共享数据，包括保护客户的隐私权、避免潜在法律责任、避免牵连政府纷争和避免数据保留

的成本和潜在风险。 

 

                                                      
9“大数据”指非常大的数据集。人们相信大数据将是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领域。请参阅 

http://www.mckinsey.com/Insights/MGI/Research/Technology_and_Innovation/Big_data_The_next_frontier_for_innovation。 

10 请参阅 Cliff Stoll 的《杜鹃蛋》(1989)。 

http://www.mckinsey.com/Insights/MGI/Research/Technology_and_Innovation/Big_data_The_next_frontier_for_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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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私营部门是否应存储数据（某些国家/地区有强制性的数据保留规则，而有的国家/地区则没有）、

哪些数据必须给予政府、政府是否应监控私营部门网络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总而言之，核心挑战是政府如何在

不阻碍业务、抑制重要创新和不当损害公民自由的情况下履行其传统责任。11  

 

最后，如政府全心全意重视保护 Internet，事情将变得容易些，且还有利用 Internet 的理由。经济和军事

情报可能会为某个国家/地区带来优于朋友和敌人的竞争优势，网络冲突时的攻击性军事能力与动力学战争期间

的力量倍增器一样重要。此白皮书的重点不是详细讨论所有这些角色和职责的复杂性，而是表明在其他论坛中深

入探索的这些问题12已让政府开始积极细微地思考 Internet 及其对未来的影响。 

 

C. 可信赖计算组成部分 
 

当思考下一代可信赖计算时，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十年前描述的组成部分是否仍正确？”如某人关注于

“信赖”计算，则答案为“是”。人们还有许多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但实质上这些问题不涉及“信赖计算”。例

如，残疾人可使用这些设备和设备的设计考虑环境可持续性等。人们不希望使用不能被所有人使用或浪费能源的

设备，但这不意味着不能信任它以安全、隐私和可靠的方式执行计算功能。因此，当人们必须解决各种问题时

（这些问题远远多于可信赖计算的四个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有与信任技术相关的独特角色仍是事实。 

 

这意味着布满了新感应器和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将会改变我们对组成部分的看法，事实上，在这个新世界里

思考这些组成部分的内部关系和相关重要性是很有趣的事情。过去甚至现在，最引人注目的焦点都与安全性和隐私

性有关，它们既和谐又冲突。只有安全是隐私的保护者（安全的核心目标之一是保护数据机密性），才会实现和谐。

事实上，这是用于保护隐私的公平信息原则包含安全原则的原因。13 另一方面，安全技术可能侵害隐私，例如，为

了发现计算机滥用情况执行流量分析和深度包检测。最后，安全和隐私有时并无交集。更新系统以修补漏洞对保护

隐私不起作用，如同以隐私声明中未描述的方式使用数据，对是否适当地保护数据无任何关系一样。重要的是安全

与隐私有时也会重叠，当用隐私交换安全时，并不是“零和博弈”，反之亦然。我们已注意到 Microsoft 在联机标

识方面做出的努力，其首要目标是同时促进安全和隐私的价值，尽管现实中有时要权衡利弊。14  

 

即使不明显，但这些组成部分之间还存在其他有趣的相互影响。例如，可靠性问题可能由安全事件所致

（例如，拒绝服务攻击），这些事件可能会导致增强网络监控，从而影响隐私。此外，为了确保云服务的可靠性，

服务提供商可能会根据地理位置分配数据，以确保在世界某个地方的自然灾害不会导致严重的数据丢失。然而，

将数据置于其他国家/地区可能会引起有趣的安全和隐私问题，一部分原因是可通过当地法律程序将数据用于外

国政府，或者因为外国管辖的法律可能会对这些数据提供不同级别的安全和隐私保护。 

                                                      
11 重要的一点是国家间的差异影响“危害”的定义。 

12 请参阅编辑 Owens、Dam 和 Lin 编写的“美国网络攻击战力的技术、政策、法律与伦理的研究(Technology, Policy, Law, and Ethics Regarding U.S.)”报

告，http://www.nap.edu/catalog.php?record_id=12651，和新美国安全中心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发表的“美国的网络特征：信息时代的

安全和繁荣(America’s Cyber Future: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http://www.cnas.org/cyber。 

13 请参阅 OECD《关于保护隐私与个人数据跨国界流动的管理准则》(OECD Guidelines on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Transborder Flows of Personal 

Data)，http://www.oecd.org/document/18/0,3343,en_2649_34255_1815186_1_1_1_1,00.html（安全保护原则）。 

14 请参阅 IEEE 安全与隐私“联机标识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Online Identity)”，2009 年，9 月/10 月，第 5 期，第 7 卷，第 56-59 页。 

http://www.nap.edu/catalog.php?record_id=12651
http://www.cnas.org/cyber
http://www.oecd.org/document/18/0,3343,en_2649_34255_1815186_1_1_1_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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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还能改变组成部分的相对重要性。不过分地说，在过去安全性最为重要，其次是隐私性和可靠性。在

新世界里安全性很可能仍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因为安全事件能够影响隐私性和可靠性。也就是说大数

据会加剧隐私性问题，而可靠性问题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和商业动荡。因此，组成部分的相对权重将更为公平，

且人们将更为均衡地对待这些问题。此外，由于社会对 IT 依赖程度的重大变化和新兴 IT 模式的复杂性，对已有

组成部分的关注将日益复杂。在下述内容中分别讨论各个组成部分时，我们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些改变。 

 

然而描述大数据和政府参与的每个社会、商业和技术含义是不切实际的，某些问题已上升到最前沿：进化

的威胁模型和其对 Internet 安全性的影响；大数据的出现和隐私性是否有可能沉浸在数据分析的奥威尔时代；当

社会日益（完全）依赖系统的可用性和数据时以及由于正常事件（如硬件故障、软件漏洞、配置错误）或蓄意攻

击导致核心资产不可用时，将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这些问题将引发对可信赖计算未来的思考。 

 

III. 安全性 

 

A. 背景知识 
 

比尔·盖茨十年前宣布可信赖计算时，就强调了安全性、隐私性、可靠性和业务惯例这四个主要组成部分。

尽管这样，大多数人最初还是将可信赖计算等同于安全性。部分原因是由于可信赖计算出现在一系列与安全性相

关的重要事件之后。2001 年夏天，红色代码蠕虫让 Internet 用户意识到了恶意攻击的潜在后果。2001 年 9 月 11 

日，动力学恐怖袭击让美国的股市停盘了 5 天，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恐怖袭击中断了信息系统。意识到这种 IT 系

统中断已通过网络攻击实施，911 事件引发了人们对重要基础设施保护的新担忧。结果在 911 袭击的一周后，尼

姆达蠕虫出现，这是影响全球的另一种病毒。因此，世界将注意力转到安全性问题上，Microsoft 也将大量精力

和资源用于提高其产品的安全性。并提出了名为 SD3 的公式：设计成就安全 (Secure by Design)、缺省巩固安全 

(Secure by Default) 和部署实现安全 (Secure in Deployment)。“设计成就安全”是指降低代码漏洞，并通过强制

使用安全开发生命周期 (SDL) 实现目标。15“缺省巩固安全”指产品在缺省情况下具有较少打开的功能，从而减

小产品的攻击面。为了确保“部署实现安全”，公司更新了其修补技术和流程，其中包括减少了安装补丁的数量、

构建了更好的修补工具并采用了更具预见性的修补节奏。 

 

Microsoft 还专注于非技术解决方案。意识到客户面临的许多联机安全威胁并不是利用了软件漏洞，而是

人们的信任本性，这点尤为重要。名为 Broad Street 的项目衡量了恶意软件如何危害计算机，表明现有 50% 以

上的危害涉及社会工程。16 部分问题是很难做出信任决定，人们很少了解关于安全风险的信息并缺乏做出安全决

定所需的指导（隐私决定也是如此）。软件行业有机会通过减少用户做决定的次数和降低做决定的难度来提高安

                                                      
15 在设计时，SDL 参与了构建威胁模型，之后又参与了构建和测试产品以确保减轻这些威胁。关于 SDL 的详细描述，请参阅 

http://www.microsoft.com/security/sdl/default.aspx 以及由 Michael Howard 和 Steve Lipner 合著的《软件安全开发生命周期》(The Security Development 

Lifecycle) (2006)。 

16 请参阅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0/3/3/0331766E-3FC4-44E5-B1CA-

2BDEB58211B8/Microsoft_Security_Intelligence_Report_volume_11_Zeroing_in_on_Malware_Propagation_Methods_English.pdf.  

http://www.microsoft.com/security/sdl/default.aspx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0/3/3/0331766E-3FC4-44E5-B1CA-2BDEB58211B8/Microsoft_Security_Intelligence_Report_volume_11_Zeroing_in_on_Malware_Propagation_Methods_English.pdf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0/3/3/0331766E-3FC4-44E5-B1CA-2BDEB58211B8/Microsoft_Security_Intelligence_Report_volume_11_Zeroing_in_on_Malware_Propagation_Methods_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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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和隐私性）。为了帮助实现此目标，Microsoft 发布了关于设计信任用户体验的指导，名为“NEAT”

（Necessary、Explained、Actionable、Tested）：必需、可解释、可执行和已测试。“必需”指如他或她具有

能做出正确决定的专业知识或环境，用户应参与到信任决定中。应能清楚地“可解释”做出正确决定的原因。解

释必须是“可执行”的，用户能够在有利和不利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定。最后，应“已测试”体验，以便它能适

用于广泛的潜在用户。17 

 

尽管做出了这些技术和非技术努力，提高计算机安全性仍具挑战。这是由于攻击目标的目标性质

（Internet 提供全球连接、严峻的可追溯性挑战和丰富的目标），各种攻击方法（通过供应链攻击、漏洞、系统

错误配置和社会工程），以及攻击者的适应性（当操作系统变得更安全时，会将攻击目标从堆栈上升到应用程序

层；当应用程序变得更安全时，网络犯罪分子会将注意力转向社会工程）。18 这些现实限制了 Microsoft 早期对

安全性进行的实质性工作的有效性，意识到这点后，Microsoft 继续改善安全性策略。 

 

  最明显的改变是我们越来越专注于建立端到端信任，此战略在 2008 年的白皮书中也有提到。19 这一更新

战略更详细地提出了让安全性植入 IT 系统的不同方法。我们意识到 SD3 必要但不充分，它是实现成功的基础，

但还远远不够。因此，Microsoft 开始加强关注整个 IT 堆栈，从硬件到软件再到用户。我们还注意到难题的解决

方案需要结合社会、经济、政治以及 IT 的利益和能力，但这经常无法十全十美。除了端到端信任工作，我们还

重点关注了一些其他主要领域，其中包括更改威胁模型 20 以及如何将公共健康模型应用到 Internet 才能有效地

改善安全状况。21 

 

在这段时间里，为了衡量成功我们跟踪了一些统计信息，最初的目的是“减少因代码引起的漏洞”，而

之后升级到“让客户更安全”。这一转变十分重要，特别是在人们意识到无法将复杂产品的漏洞数量降至零漏洞

的情况下。它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其有助于制定战略方向：当我们继续提高 SDL 以减少漏洞时，纵深防御变得

日益重要。 

 

纵深防御战略的目标是提供额外保护，从而黑客很难成功地攻击具有漏洞的产品。此类技术包括数据执

行保护 (DEP) 和地址空间布局随机化 (ASLR)，它们已应用于 SDL 并在成功减少攻击时实现了预期效果。统计信

息显示，早在前几年，Microsoft 漏洞数量已显著下降，而由于漏洞研究员数量增加和工具更先进，漏洞减少率

趋于平稳。尽管如此，运行已进行安全更新的最新版本软件的计算机不易受恶意软件的感染，且大多数成功的攻

                                                      
17 http://blogs.msdn.com/cfs-file.ashx/__key/communityserver-components-postattachments/00-10-16-10-

50/NEATandSPRUCEatMicrosoft_2D00_final.docx。 

18 除了攻击类型，安全性无疑仍是系统攻击者和系统保护者之间的军备竞赛。例如，一旦 Microsoft 为了在“星期三补丁日”发布补丁而创建了可预见性

的修补，黑客将逆向工程这些补丁并在“星期三攻击日”发布恶意软件。Microsoft 随即会执行 Microsoft 主动防护计划 (MAPP)。在此计划中，MAPP 合

作伙伴会提前收到漏洞信息，以便它们可通过自己的安全机制为客户提供已更新保护，如更新病毒签名或基于网络和基于主机的入侵保护系统。请参阅 

http://www.microsoft.com/security/msrc/collaboration/mapp.aspx。 

19 请参阅“建立端到端信任(Establishing End to End Trust)”，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7/2/3/723a663c-652a-47ef-a2f5-

91842417cab6/Establishing_End_to_End_Trust.pdf。 

20 请参阅“反思网络威胁(Rethinking Cyber Threats)”，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en/details.aspx?displaylang=en&id=747。 

21 请参阅“集体防御：公共健康模式的互联网应用 (Collective Defense: Applying Public Health Models to the Internet)”，可访问 

http://www.microsoft.com/mscorp/twc/endtoendtrust/vision/internethealth.aspx。 

http://blogs.msdn.com/cfs-file.ashx/__key/communityserver-components-postattachments/00-10-16-10-50/NEATandSPRUCEatMicrosoft_2D00_final.docx
http://blogs.msdn.com/cfs-file.ashx/__key/communityserver-components-postattachments/00-10-16-10-50/NEATandSPRUCEatMicrosoft_2D00_final.docx
http://www.microsoft.com/security/msrc/collaboration/mapp.aspx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7/2/3/723a663c-652a-47ef-a2f5-91842417cab6/Establishing_End_to_End_Trust.pdf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7/2/3/723a663c-652a-47ef-a2f5-91842417cab6/Establishing_End_to_End_Trust.pdf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en/details.aspx?displaylang=en&id=747
http://www.microsoft.com/mscorp/twc/endtoendtrust/vision/internethealth.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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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都是社会工程产品，但漏洞的修复程序已存在。22 更具体地说，恶意软件删除工具（可作为每月自动更新流程

清理已感染的机器）可应用于 32 位系统中，Windows XP SP3 每 1,000 次扫描清理 10.9 台机器，Vista SP2 每 

1,000 次扫描清理 4.4 台机器，Windows 7 SP1 每 1,000 次扫描清理 1.8 台机器。23  

 

这些统计信息表明投资计算机安全是为了减少机会主义的威胁，特别是在计算机用户已执行了“基本计

算机安全卫生”的情况下，如部署较新版本产品、及时修补漏洞、认真管理配置和参与连续监控（如防病毒和入

侵检测系统）。还表明了社会工程存在许多棘手问题，因为用户仍倾向于单击附件、访问危险网站，并经常回复

网络钓鱼。 

 

B. 进化的威胁模型 — 面临持久而坚决的对手 
 

 尽管代码质量有所提高且感染率有所降低，但威胁模型仍面临着挑战。除了技术水平愈来愈高的网络犯

罪分子，某些企业还对计算机安全产生巨大兴趣，包括提高其进攻技巧。攻击增加了机会主义的威胁且这种威胁

更加持久，在许多情况下，更令人担忧。然而这些针对性攻击类型被称为“高级持续威胁”或“APT”有些用词

不当。因为某些攻击为“高级”（或“复杂”）攻击，而多数不是“高级”攻击，其向量通常是传统且不复杂的：

未修补的漏洞和错误配置（都可利用普遍且简单的工具进行修补）以及社会工程。是否为高级攻击要看这些对手

是否持久（长时间攻击）和坚决（下定决心渗透特定受害者）。重要的是，如企业成为坚决对手的持久目标，则

很可能被成功渗透或其主要系统被中断。 

 

计算机安全社区需要适应这个新世界，因为机会主义威胁和针对性威胁的数量在不断增加。适应性意味

着推行双管齐下的策略。首先，管理 IT 系统必须要提高基本卫生条件以对抗机会主义威胁，并让持久和坚决的

对手难以攻克。这些策略包括迁移至更新、更安全的系统、及时修补漏洞、适当地配置系统（可通过提高自动化

实现）、针对社会工程风险培训用户和采取其他措施（考虑是否涉及到个人、流程或技术），旨在比现在更有效

地管理风险。这些对于企业安全专业人士并不陌生，但同样适用于自我管理 IT 系统以及计算设备的家庭用户，

这些用户尚未对系统和设备进行积极的管理。24 政府在这个领域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为某些国家目前在

法律上强制采纳信息风险管理计划以及针对信息、通信和技术 (ICT) 系统进一步披露风险。25 

 

战略的第二个部分是计算机安全专业人士如何根本地解决持久而坚决的对手。在许多情况下，对手会经

过长期努力悄悄侵入计算机系统，然后利用被攻击的外围设备泄露内部软件，可以轻松长期操纵这些内部软件。

                                                      
22 请参阅 www.microsoft.com/sir：http://www.microsoft.com/security/sir/story/default.aspx#!0day_results 和 

http://www.microsoft.com/security/sir/story/default.aspx#!0day_exploit。 

23 请参阅 SIR 报告，73-80 页，http://www.microsoft.com/security/sir/keyfindings/default.aspx#!section_4_2 

24 一个方法是将公共健康模型应用于 Internet，旨在更好地确保家庭机器运行正常并及时地处理受感染的机器。请参阅“将公共健康模型应用到 Internet 

(Applying Public Health Models to the Internet)”，可访问 http://www.microsoft.com/mscorp/twc/endtoendtrust/vision/internethealth.aspx。 

25 立法示例包括美国参议院在 2012 年 2 月 13 日颁布的《2012 网络安全法案》(The Cybersecurity Act of 2012) 。关于披露，美国安全与交换委员会最近

发布了一项指导，“如果网络事件的风险属于让公司投资陷入投机或风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则注册者应披露此类风险”。 

请参阅 http://www.sec.gov/divisions/corpfin/guidance/cfguidance-topic2.htm。 

http://www.microsoft.com/sir
http://www.microsoft.com/security/sir/story/default.aspx#!0day_results
http://www.microsoft.com/security/sir/story/default.aspx#!0day_exploit
http://www.microsoft.com/security/sir/keyfindings/default.aspx#!section_4_2
http://www.microsoft.com/mscorp/twc/endtoendtrust/vision/internethealth.aspx
http://www.sec.gov/divisions/corpfin/guidance/cfguidance-topic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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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减少机会主义的威胁部署了安全战略，此战略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然后是事件响应，但这不

足以抵抗攻击。事实上，我们必须重视四个方面：保护、检测、防范和恢复。 

 

这些元素并不新颖，因此能够在这些方面显著地提高效率。例如，当许多企业管理入侵检测系统时，安

全战略不必跨企业地关注捕获、关联和分析审核事件以检测表明攻击者行为的异常情况的异常。当大数据为很多

领域带来新机遇时，我们现在需探索大数据如何能在安全环境中创造情景意识，同时还能确保解决潜在的隐私问

题。此外，尽管服务网络相互连接，我们仍要重视防范（如网络分段、限制用户使用最低权限），以确保在部分

网络被破坏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对手。 

 

还有一种与以往促进安全开发工作同等重要的处理方法。许多安全专业人士都在争论截止 2002 年，安全

行业已开发了安全开发技术和工具，并在某些情况下实施了纵深防御代码保护。但此类工作并未广泛展开且尚未

吸取某些重要教训，我们应努力将理论变成现实并广泛加以运用，如在分散环境中发布多种产品版本。如同 

Microsoft 对安全开发和 SDL 的长期承诺，防范和恢复技术并不是新兴技术，但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时间内应用

这些技术无疑将为如何保护、检测、防范和从攻击中恢复提供同样宝贵的经验教训。简单地说，旧观念需要新行

动，且必须广泛准确地采取行动。 

 

C. 云和大数据 

除了持久而坚决对手的涌现，云和大数据也需要采取计算机安全措施。在最高概念层次，Microsoft 不断

反省“云加强了安全性还是削弱了安全性”，而答案“是”有些不适用。换句话说，云在某些方面比如今使用的

分布式 IT 环境更具安全性，但在某些方面云属性的安全性更具挑战。具体来说，与设计成就安全、缺省巩固安

全和部署实现安全相关的原则必须伴随着安全操作原则。我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云，并更深入地研究云的安全

性。26 

 

在最高水平，云至少能提供四个优于现有分布式系统模式的重要安全优势。第一，全球严重缺乏计算机

安全专业人才，而这个问题在短时间内无法解决。27 事实上，许多小型企业并无 IT 员工，更不必说安全专家。

由于云提供商实现了大数据中心的安全技术集中化并恪守运营安全领域的新兴国际标准，因此安全性会随着时间

流逝显著提高。28 第二，数据集中化结合更先进的监控工具可比现有分布式系统更能保证安全，在分布式系统中

所有企业中的监控并不准确，且企业之间关联数据仍很困难。第三，云自身创建的许多代码（如 Windows 

Azure，用于云和虚拟化技术的操作系统）是在实施安全开发实践后创建的（如 SDL），因此有利于更好地保证

安全代码的质量。第四，在由越来越多通过“应用程序商店”出售的沙箱应用程序组成的世界里，用户可能越来

                                                      
26 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判断云适用于特定企业还是企业职能部门的基础。关于这些问题的指导，请参阅 http://www.microsoft.com/en-us/cloud/default.aspx 

和“云计算关键领域安全指南 v2.1 (Security Guidance for Critical Areas of Focus in Cloud Computing, v2.1)”(https://cloudsecurityalliance.org/wp-

content/uploads/2011/07/csaguide.v2.1.pdf)。 

27 请参阅 CSIS“网络安全领域存在人力资本危机(A Human Capital Crisis in Cybersecurity)”，http://csis.org/publication/prepublication-a-human-capital-

crisis-in-cybersecurity。 

28 请参阅 http://www.informationweek.com/news/government/cloud-saas/231902850（政府云提倡包括易于修补在内的云安全好处）。 

http://www.microsoft.com/en-us/cloud/default.aspx
https://cloudsecurityalliance.org/wp-content/uploads/2011/07/csaguide.v2.1.pdf
https://cloudsecurityalliance.org/wp-content/uploads/2011/07/csaguide.v2.1.pdf
http://csis.org/publication/prepublication-a-human-capital-crisis-in-cybersecurity
http://csis.org/publication/prepublication-a-human-capital-crisis-in-cybersecurity
http://www.informationweek.com/news/government/cloud-saas/23190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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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喜欢从已知资源（或有较好声誉的数据资源）中下载应用程序，这些资源可能在应用程序证明是恶意时具有更

好的安全技术以对恶意应用程序做出响应。 

 

同时，云的出现无疑会导致新的威胁，某些威胁显而易见，而有些需要更深入地分析。例如，安全专业

人士意识到云将导致大量数据合并，相对来说也为网络犯罪分子提供了丰富目标。此外，访问这些丰富数据集时

频繁地被的身份验证机制封闭，身份验证机制仍过于依赖容易被盗取、预测或请求用户名和共享秘密（密码），

最终用户自己或呼叫中心也可能通过社会工程将访问权错误地授予未经授权的个人。事实上，我们仍需要更强大

的身份元系统，使其很难欺骗他人。29 第三，犯罪分子将尝试利用云内部构件（如通过数据流试图预测某些客户

数据所在的位置），且可能还会利用云力量攻击他人。30 最后，设备激增和日益增加的连接将为攻击者创造许多

未经授权便可访问系统和数据的方式。 

 

例如，某人可能利用设备攻击云，或利用云攻击设备。简单地说，新环境需要开发新的威胁模型，而其

必须有全面的保护、检测、防范和从安全事件中恢复的计划。 

  

IV. 保密性  

 

A. 背景知识 
 

2002 年宣布可信赖计算计划时，安全性就已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初的可信赖计算通信意识到，用户

对隐私性的担忧也将对建立更高级别的信息技术信任起到关键作用。事实上，隐私性一开始就是可信赖计算的核

心组成部分，Microsoft 已重点投资提高和扩建隐私计划。Microsoft 是首批任命首席隐私官的公司之一，目前有

成千上万名员工负责确保隐私政策、程序和技术应用于全世界的所有产品、服务、流程和系统中。这些人是高度

多样化的群体，其中隐私律师帮助我们理解并遵守隐私规则和法规；软件工程师、营销人员、科学家和商业分析

师帮助我们开发和实施隐私计划。此外，通过对提高隐私性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Microsoft 营造了一种员工可

深入了解和尊重隐私问题的环境。这些投资有助于为工程师提供了创造基于客户需求和对客户隐私担忧的敏感技

术、服务和功能的机会。 

 

此工作的具体实例与我们设计和开发软件的方式有关。隐私标准融入安全开发生命周期当中，就像 SDL 

本身一样已公布于众，以便所有工程师能创造出更多可信赖且支持隐私的产品和服务。31 我们在 2008 年制定并

公布的隐私原则指导了如何收集并使用客户和合作伙伴的信息，并让员工清楚工作框架以确保我们能负责地管理

数据。32 此外，满足隐私承诺是对所有产品和服务的要求，同时明确的隐私权规定可将全球政策转化为我们的工

                                                      
29 更多的实体开始使用更可靠的身份验证机制。例如，德国发布了 eID 卡，而且加拿大政府将很快接受由银行发布的电子 ID。请参阅 

http://silicontrust.wordpress.com/2010/11/01/germany-introduces-national-eid-card-the-beginning-of-a-new-application-era/（德国）；

http://www.finextra.com/news/Fullstory.aspx?newsitemid=23132（加拿大）。 

30 请参阅 http://techflash.com/seattle/2011/05/sony-attack-launched-from-amazon-cloud.html（报告：Amazon 云发起的 Sony PlayStation 攻击）。 

31 请参阅 http://www.microsoft.com/privacy/processes.aspx。 

32 请参阅 http://www.microsoft.com/privacy/principles.aspx。 

http://silicontrust.wordpress.com/2010/11/01/germany-introduces-national-eid-card-the-beginning-of-a-new-application-era/
http://www.finextra.com/news/Fullstory.aspx?newsitemid=23132
http://techflash.com/seattle/2011/05/sony-attack-launched-from-amazon-cloud.html
http://www.microsoft.com/privacy/processes.aspx
http://www.microsoft.com/privacy/principl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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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师、销售及营销员工可执行的程序和流程。我们还通过应用从设计入手保护隐私 (PbD) 的原则加强支持隐私性。

对于 Microsoft，PbD 意味着开发和实施原则、政策以及程序，它们有助于在软件产品和联机服务开发初期实现

隐私特定的设计目标，并将继续解决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内的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 

 

B. 云和大数据 
 

尽管我们对保护隐私的承诺从未动摇，但新计算模式已对保护隐私的传统方式构成挑战。在过去的 40 年

里，信息性隐私已受到保护，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采纳并遵守公平信息原则 (FIP) 实现。在世界的许多地区，FIP 或

其衍生规定已写进了法律和法规，而在其他地区，它们已成为自律模式的一部分。尽管在不同的地区 FIP 可能略

有不同，但它们已逐渐开始重点关注某些共同主题。最重要的主题包括收集限制、通知和选项（通常用“同意”

表示）、赔偿和安全。33 某些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变得日益完善。例如，过去比较重视“通知和同意”以及

“收集”；之前的原则支持用户“控制”收集和使用关于他们信息的方式；而之后的原则提供了预防性保护，因

此收集到的数据不可能误用。 

 

 然而也许在概念上令人满意，在收集时重点强调通知和选项（同意）的情况下，此模式存在于巨大压力

之下并无法承受施加于个人身上的负担。事实上，一些人争论说它已经几乎崩溃且不再以预期的方式服务社会。
34 设备激增、大量数据（例如，用户创建的内容、网络生成的数据，包括来源于用户操作的地理定位数据、交易

记录数据和分析数据）、不断增加的存储、完善的搜索和提高算法决策是云世界的标志。 

 

这个世界具有丰富数据，可揭示某人的过去，甚至他或她的预期未来，为个人和社会带来了益处，同时

也带来了风险。例如，分析数据可以揭示某人现有的健康状况是否可以治疗，或者未来可能出现这种状况的危险。

这些数据与其他数据结合时，可能会带来令人吃惊且非常必要的医学突破，这不仅有利于个人，也有利于整个社

会。了解数据分析有多强大十分重要。例如，大数据允许医院生成新的见解以改善患者的医疗保障。这种情况下，

Microsoft 研究队伍近期关注医疗保健行业的两个重要的问题：患者的再入院以及与医院相关的感染风险。一项

研究表明，结合多种变量的分析（包括诊断、实验室结果、患者所服用的药物以及患者住院期间所在的特定医院

科室信息）与预测模型可帮助减少患者再入院。一项单独的研究显示许多变量对确定与医院相关的感染方式十分

重要。具体而言，该研究检查了医院不同科室中“交叉传播”以及 25,000 多个有助于预测患者被感染的可能性

的其他变量。在该研究中，医院病房的位置 - 以及众多其他因素 - 可能会造成被感染的风险。 

 

                                                      
33 另请参阅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公平信息惯例原则 (http://www.ftc.gov/reports/privacy3/fairinfo.shtm)；OECD 隐私原则 

http://www.oecd.org/document/18/0,3746,en_2649_34255_1815186_1_1_1_1,00.html；和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 1973 年发布的公平信息处理条例（重

印版详见 https://www.privacyrights.org/ar/fairinfo.htm#1）。 

34 请参阅 Fred Cate 的“公平信息惯例原则失败(The Failure of Fair Information Practice Principles)”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156972。 

http://www.ftc.gov/reports/privacy3/fairinfo.shtm
http://www.oecd.org/document/18/0,3746,en_2649_34255_1815186_1_1_1_1,00.html
https://www.privacyrights.org/ar/fairinfo.htm#1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15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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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真正的挑战是个人和社会必须重新肯定、重新定义和/或根本上改变对这个新世界中隐私性的期望，

特别是由于数据主题和数据用户的利益尚未良好地统一。事实上，以数据为中心的新世界已呈现，在其中人们越

来越关心隐私性，经常担心已不存在隐私35或关心社会必须采取措施避免具体、明确的隐私伤害。在这个新世界

里，以数据为中心的社会无法通过传统隐私原则充分解决隐私挑战，而传统原则在收集时重点强调收集数据和通

知，这种情况似乎日益明显。 

 

传统方法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了解并管理关于数据收集和使用选项的负担给个人带来了巨大压力。暂

且不说实体收集数据可能有很多合理用处（数据不仅用于满足客户的需求，还能防止欺诈或确保网络安全性），

日益复杂的商业关系使实体无法单独收集并使用所提供的数据，并且个人和数据收集器将不会处于严格的双边关

系之中。事实上，因为实体收集数据时可能与他人合作或与提供相关服务的许多其他企业共享数据（如营销公司、

数据分析公司和广告公司），所以个人要解决不断增加的相关隐私权声明，这给个人提供了越来越不实用和有效

的方式以确保有意义的用户选项。事实上，提供的选项可能不会给个人提供所需的控制级别；收集时个人必须同

意通过单击大量的隐私通知或退出参与所需的活动使用数据。 

 

第二，现有模式假设收集和使用数据的个人与实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这种关系并不存在。例如，

根据最近报道，保险代理机构通过 Facebook 照片查看申请残疾福利的个人正在参与一些可证明属于欺骗性保险

索赔的活动。36 同样，面部识别技术涉及在公共场所的个人的照片与此人在其他公共场所的照片匹配。事实上，

在收集或使用数据时并不知道被“识别”人的真正身份，因此讨论用户同意是不切实际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

收集并使用数据可做对无关或零知识身份的个人作出决定。 

 

第三，收集时无法理解数据的真实值，且不利于个人和社会在未来使用。当然这并不是说，应收集并不

需要的数据（实际上，这会导致使用较高存储和安全成本），或者无论何时发现有益的新目的，都盲目地使用因

某种目的收集的数据。然而，重点是这个以数据为中心的新世界将为社会提供诸多可能性，其中一些在收集数据

时还能带来意外惊喜（例如，40 年前收集的血样数据未提及 DNA 检测有潜在用处，但最终它可帮助无辜的人开

脱罪名）。同时，误用数据也是事实，划红线注销（拒绝贷款给由多数少数民族组成的社区）就是一个例子。但

数据使用是“好”还是“坏”可通过使用情况判断。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对数据收集的限制起到重要的预防性作用。

真正的争论应是过度使用和如何在社会利益和个人隐私之间实现良好平衡。这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值得深思

的问题。 

 

 如果将 FIP 应用到具有丰富数据的世界必然会发生改变，并且我们清楚这些改变，则新关注点必须考虑

新世界中的新业务模式、新数据使用模式、新技术和个人隐私敏感性，随着时间推移，事实证明其适应性极强或

极易改变。即使在今天，一些人仍在争论 Internet 交互正演变成类似实物的交易，在交易中人们可交换个人身份

服务信息，而某些人则认为这种实物交易在“价值”方面不是很透明（例如，不清楚填写的性别复选框有何价值，

也不清楚选中该框能得到多少回报）。其他人也许会争论个人信息应公开“定价”，然后可像其他资产一样进行

                                                      
35 提出此观点的最著名代表也许是 Sun Microsystems 的前 CEO Scott McNealy，他说：“总之，你没有隐私。忘了它吧。”

http://www.pcworld.com/article/16331/private_lives_not_ours.html。 

36“保险公司监视 Facebook 页面？”http://abclocal.go.com/kabc/story?section=news/consumer&id=8422388（2011 年 11 月 7 日）。 

http://www.pcworld.com/article/16331/private_lives_not_ours.html
http://abclocal.go.com/kabc/story?section=news/consumer&id=842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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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37 这些争论都有其各自的理由且符合逻辑，但仍不清楚改变关于数据收集和使用的隐私敏感性将对各种方

式有何影响。在改变期间要回答的两个核心问题是 (1) 是否完善公平信息原则以反映此变化环境，如果这样，(2) 

这些原则能否满足保护隐私并有利于个人和社会使用的这两个目标？ 

 

在以数据为中心的当今世界，似乎数据的使用才是定义个人信息相关义务的焦点，而不是数据收集和相

关的通知与同意架构。然而盲目认为不再重视与收集相关的原则是不正确的，必须注意收集和通知原则仍存在于

新模式中，不同之处是已将重点从收集和通知转移到使用。这种使用模式38需要所有企业透明，提供并尊重恰当

的选项（控制），同时确保评估和管理与数据使用相关的个人风险。这将捕获所有用途（不只是来自双边关系的

交互资源使用），提供对个人更有效、对企业更易管理的治理途径，并承诺监管机构加强监督管理。 

 

在应用这种模式时，必须意识到尽管存在新型数据和新型数据用途，但最终只用三种方式思考数据使用，

数据使用必须 (1) 可广泛接受，有时须合法授权或要求；(2) 已禁止；以及 (3) 受个人情感影响（指用途对于某些

人可接受，但他人也可合理反对，因此通用规则并不适用）。还必须意识到尽管社会或个人指定某种用途可接受

或不可接受，此观点也许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并很难对已存在的数据执行新的使用规则（例如，如某人将信

息公布于众，但公布后后悔，已不可能有效控制数据传播）。而且，通过这种方式思考数据使用，社会现已决定

如何创建框架以使适当的用途归入适当的类别，以及如何制定与特殊用途关联的适当“义务”。 

 

例如，在广泛的可接受类别中，某些用途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尽管其缺少明确的用户内容。这可能包括

使用客户数据以提供所需的产品或服务（订单执行）；销售或营销相关的产品和服务（除非客户已放弃这种数据

用途）；改善服务；从事研究（只要数据无法确认，在适当的情况下，可采用商业和/或技术手段）；防止服务

欺诈；如法律允许或需要，向负责调查的政府部门举报非法活动。如能在广泛可接受的用途构成方面达成协议，

个人将期望获得这些用途并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读取与这些做法相关的通知时间。在较少关注广泛可接受用途的

情况下，涉及各种理性初衷的相关用途选项则更显著突出，同时，我们可将精力投入到与这些活动相关的风险管

理中，包括根据数据敏感性选择或放弃已有用途。然后使用数据的企业可负责满足这些偏好。注意：仍要提供关

于使用惯例的通知，真正的区别是执行规则的负担从个人（读取链接的隐私陈述后经常不得不保护自己）转移给

了使用数据的企业。这允许制定更多一致、可行且强制性的社会规则，并可利用技术（例如，将政策应用到元数

据）、个人和监管机构更好地执行这些规则。 

 

                                                      
37 例如请参阅“新兴企业力图帮助用户为个人数据定价(Start-Ups Seek to Help Users Put a Price on Their Personal Data)”，

http://www.nytimes.com/2012/02/13/technology/start-ups-aim-to-help-users-put-a-price-on-their-personal-data.html?_r=1。 

38 关于客户隐私的商务论坛 — 使用和义务 — 前进之路。(The Business Forum for Consumer Privacy – Use and Obligations – a Path Forward) 

请参阅 http://www.huntonfiles.com/files/webupload/CIPL_Use_and_Obligations_White_Paper.pdf。 

http://www.nytimes.com/2012/02/13/technology/start-ups-aim-to-help-users-put-a-price-on-their-personal-data.html?_r=1
http://www.huntonfiles.com/files/webupload/CIPL_Use_and_Obligations_White_Pap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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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模式下，使用数据的企业必须完全负责地履行其义务。因此，在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中 FIP 应包

括“责任原则”：接收数据（直接或间接）的实体应负责确保合法地收集数据，并按个人和社会的意愿使用和保

护这些数据。”负责”指企业采取措施开展并实施隐私风险评估、政策、流程和程序，这些有助于执行符合社会

规范的数据使用规则、尊重用户控制并确保数据合理可靠。39 重要的是，在监管机构的要求下，企业必须能够证

明它们已履行了此原则下的责任。 

 

迄今为止，出于商业目的从个人那里收集数据时必须提供通知，指明 (1) 使用数据的目的；(2) 与之共享

数据的人；(3) 这样使用或共享数据如何有利于个人；(4) 利用商业流程或技术手段后用户是否仍不可识别；(5) 

收集信息的一般类型和性质；(6) 个人行使哪些控制可影响此数据的使用和共享；(7) 如何保护数据。当然，所有

收集和数据使用必须满足法律要求，并符合所提供的通知。 

 

  合理实用的用户控制应当具体、符合环境且具自动化，因此针对数据传输才能做出更有意义的决定以换

取价值。关于这一点，一些现有规则可提供很好的指导。例如，作为控制的一部分，收集、传输和额外使用数据

时或者要收集或共享的数据较为敏感时，应获得明确同意。40 此控制还应解决关于匿名或无法确认数据的规则。

例如，如果使用的数据中包含值，个人应该可以通过现有商业流程或技术手段（如有可能）保持非识别。最后，

与访问权限、赔偿、安全和违约通知相关的传统原则在以数据为中心的新世界中意义重大，并应适当地加以运用。 

 

如上所述，这种方法代表了一种关注转变 — 它以 40 年的历史经验为基础而非完全否定历史 — 但它旨在

实现 5 个目标：(1) 以有效的方式保护隐私；(2) 优化数据的使用，以让个人和社会受益；(3) 确保使用数据的人

可以放心地使用；(4) 为管理者提供一个实行有效监督的标准，以及 (5) 在各方面紧密联系的现代社会中高效工

作。在一个数据丰富的世界中，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关注数据使用、有效的数据控制和透明性。 

 

                                                      
39 责任原则对企业的要求已得到普遍接受和认可。请参阅 http://www.informationpolicycentre.com/resources/ 和 

http://www.huntonfiles.com/files/webupload/CIPL_Galway_Accountability_Paper.pdf。 

40 敏感个人身份信息（也称为敏感客户信息） 包括 PII 和匿名数据，它们可用于 (i) 辨别（如种族、民族、宗教或哲学信仰、政治观点、工会会员、人类性

行为、生理或心理健康），(ii) 协助身份盗窃（如母亲的姓名）或 (iii) 允许访问用户的帐户（如密码或 PIN）。它还包括其他技术上不属于 PII 但在历史上

已造成用户不安（例如，用户的准确位置）和预期会给用户带来麻烦的数据。 

http://www.informationpolicycentre.com/resources/
http://www.huntonfiles.com/files/webupload/CIPL_Galway_Accountability_Pap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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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政府对数据的访问 
 

随着个人和组织采用各种服务，产生了政府对数据的访问问题，尤其是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访问数据。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以数据为中心和以服务为导向的新式方法确实打破了个人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这是因为，

过去许多个人文档（例如，个人信件、照片和其他个人文件）存储在家中或办公室中，即便某些其他记录（例如，

通话记录、银行记录）可能由第三方提供。事实上，查找此类数据的政府不得不直接涉入个人，即使涉入强行扣

押（例如，执行搜查令）。现在，使用 IT 服务的个人可能在第三方处存储大量的个人数据，包括信件（电子邮

件）、文本文档、照片和财务记录和健康记录的副本。此外，还可能包括其他形式的有趣信息（在线购物信息、

准确位置数据）。甚至，政府可以在不通知个人的情况下从服务提供商手中获得此类数据，这引发了担忧，因为

想要完全融入这个社会而又不留下任何明显的电子记录是非常困难的。41 

 

事实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与国内调查有关。假设调查完全在国内进行，政府应遵

照何种法规来访问个人数据？第二个问题与国际调查有关。在国际案例中，政府在无国际援助的情况下，能在多

大程度上强制获得存储在其他国家中的文档？ 

 

1. 国内调查 
 

关于政府是否有权对国内存储的记录进行隐私访问的争论持续很久。正如一份美国 政府报告中所述： 

 

个人记录的存在，特别是政府要访问这些记录时涉及到了严重的隐私保护问题。记

录持有者通常应该（有时必须）在未征得个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其相关记录泄漏给政

府，无论这次泄漏是政府要求或是记录持有者蓄意所为；而且，关于此次泄漏却无

任何记录。这位被泄漏记录的个人可能永远无法得知政府的代理人已调查了他的记

录。而只有在少数情形下，记录持有者或政府才有义务向个人告知，政府已出于安

全需要打开了其记录。 

 

此份报告无关大数据和云服务；事实上，它在个人计算时代前就已编写完毕。42 但随着个人不断地将数据存储在

云中（并因此存储在第三方的数据库中），上述事实能在多大程度上侵犯个人的隐私期待？一位美国最高法院的

法官最近就此问题表达了看法： 

 

                                                      
41 在美国，健全的法院判例规定，政府可在不违反美国宪法增修条文第四条搜索与扣押问题的情况下从第三方手中获得数据。请参阅史密斯诉马里兰州案

(mith v. Maryland),（1986 年判决）《美国判例汇编》第 442 卷第 207 页。然而，最近一个巡回法庭认为，《电子通讯隐私法》(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ECPA)允许政府在无搜查证的情况下访问电子邮件在某种程度上则属于违反宪法。请参阅美国诉 沃谢克案 (United States v. 

Warshak)，详见 http://www.ca6.uscourts.gov/opinions.pdf/10a0377p-06.pdf。 

42“信息社会中的个人隐私：隐私保护研究委员会报告(Personal Privacy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Report of the Privacy Protection Study Commission)” 

第 9 章，此报告于 1977 年 7 月 12 日提交给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重印版详见 http://aspe.hhs.gov/datacncl/1977privacy/c9.htm。 

http://www.ca6.uscourts.gov/opinions.pdf/10a0377p-06.pdf
http://aspe.hhs.gov/datacncl/1977privacy/c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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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重要的是，或许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个人在将隐私信息自愿地泄露给第三方时

无合理期待这一前提。例如，史密斯案《美国判例汇编》第 442 卷第 742 页；美

国诉米勒案《美国判例汇编》第 425 卷第 435、443 页（1976 年判决）。此方法

已不适合当今的数字时代，现在人们在完成普通的任务时也会向第三方泄漏有关自

己的大量信息。人们将拨打的电话号码或发送的文本泄漏给手机供应商；人们访问

的 URL 和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交互的电子邮件地址；以及他们从网上零售商处购

买的书籍、杂货和药物。或许，正如 JUSTICE ALITO 所述，某些人可能发现出于方

便而采取的隐私“折衷方案”是“值得信赖”的，或者开始认为“隐私程度的降低”

“不可避免”（参见第 10 节）或许不是。我不认为自愿泄漏给一些政府工作人员

的所有信息不受《第四条修正案》的保护。43 

 

即使在琼斯案以前，Microsoft 本身已主张重新考虑从第三方处查找数据的标准。44 

 

 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出现明显加重了此类隐私担忧。当以高级别反映人们活动的数据长期存在时（例如，

用信用卡购物时留下了一长串所购物品的清单，包括事件和地点），所泄漏数据的数量和质量将显著增加。现在，

除了纸制记录或依靠物理检测某人的位置外，公共场所的摄像头可拍下带有元数据（如日期和时间）的图片，并

稍后采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分析。还可从包括手机、汽车和计算机在内的一系列移动设备中捕获非常精确的 GPS 

信号。在这样的新环境中，人们可快速辨别出此类数据对于调查非法活动的重要性，45 或者就此而言，政府尝试

监管与结社自由有关的合法活动。很明显，对云中所存储信息实施保护的争论已无法避免。 

 

2. 国际调查 
 

虽然国家可以决定在国内应用何种法规，但政府如何访问存储在其他国家中的数据则成为了更加复杂的

问题。简单地说，由于更多的人将数据移到云中以便于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进行访问，全球政府也要访问该数

据，这就产生了涉及通信、地理位置甚至是主权的重大综合性问题。在世界上某些地方，有人公开表示担忧并声

称，在 911 恐怖袭击之后 美国法律通过的《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 赋予了美国 政府相关权力，进而可强制

美国公司 提供财产数据，即使该数据存储在其他国家/地区中。46 事实上，与《爱国者法案》相关的此类说法纯

属误导；美国 已在 911 恐怖袭击大约 20 年前就建立了数据访问的法律案例，因此，远早于《爱国者法案》。鉴

于有些人不是很了解这段历史，有必要在此稍加分享。 

 

                                                      
43 请参阅美国诉 琼斯案 (United States v. Jones)，详见 http://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1pdf/10-1259（Sotomayer 法官赞成）。 

44 请参阅 Brad Smith 的“商业和社会中的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 for Business and Society)”，详见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brad-smith/cloud-

computing-for-busin_b_429466.html。 

45 在美国，最高法院最近认为，政府代理人必须在将 GPS 用于某个车辆前拥有搜查令。请参阅美国诉琼斯案 (United States v. Jones)，详见 

http://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1pdf/10-1259。 

46 请参阅 http://www.infoworld.com/d/security/european-distrust-us-data-security-creates-market-local-cloud-service-180706（“欧洲对美国 数据安全的

不信任为本地的云服务市场提供了机遇；欧洲人不相信美国的《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更愿将数据存储在欧洲”）。 

http://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1pdf/10-1259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brad-smith/cloud-computing-for-busin_b_429466.html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brad-smith/cloud-computing-for-busin_b_429466.html
http://www.infoworld.com/d/security/european-distrust-us-data-security-creates-market-local-cloud-service-18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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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3 年 3 月 4 日，总部位于多伦多的加拿大丰业银行已在 46 个国家/地区拥有分支机构、办事处和

机构。在那天，该家银行位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的办事处收到了美国佛罗里达南部地区法院大陪审团传票。此

外，该地区法院还要求该银行为其开曼群岛支行的两个个体和三家公司提供金融单据。该家银行声称，提供所需

文件将违反开曼群岛的保密法。该地区法院签署了一份命令，强制该家银行提供相关文档，这是上诉法院的最终

判决。 

 

在商业交易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冲突不可避免。法院和立法机关应采取合理的防范

措施，以避免让个体[银行]自行裁决。然而，该法院无法简单默许一种法案，即在

政府与其他州出现利益冲突时则必须进行美国犯罪调查。 

 

简单地说，法院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强制位于 美国的公司提供其掌握的数据，无论该数据存储于何处。47有趣的是，

没有其他政府只因为数据存储在国外则持相关反对意见或建议，拒绝强制位于当地的公司提供文档数据。 

 

如果将“银行”换作“云供应商”，然后考虑云用户、云供应商和政府的含义会很有趣。对于用户而言，

“哪些政府将获得我的数据，以及我是否知道这些数据已被发布？”48 用户担心外国政府访问其数据是可以理解

的。此外，访问用户数据的政府是变化的，例如，如果服务提供商在另一个国家设立了机构，或出于可靠性考虑，

将用户数据备份到一个新的地理位置。云用户还无法确定他们是否能在政府访问他们自己的数据时收到通知，因

为当云供应商可能持有要求提供此类通知的政策时，政府可以执行保密命令来禁止此类泄密行为。如果是那样的

话，云用户应如何看待此问题？ 

 

当考虑到使用云服务时，政府对数据的访问仅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风险管理因素。例如，如果一家组织将

高度敏感的贸易秘密信息放置在云服务中，而不尊重知识产权的政府可以访问该数据，则该家组织将避免将其放

在云服务中。而另一方面，使用云服务在可能公开使用的数据上展开合作而不会产生任何担虑。另请注意，许多

组织迁移至云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云供应商可能提供比内部部署更加有效的安全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可以合

理地作出结论，内部部署的敏感信息被黑客窃取的商业风险要高于政府通过合法途径访问该数据的风险。 

 

正确地量化风险也很重要。如果跨国公司在给定的国家/地区中设立了机构，则该公司已遵守了该国家/地

区的管辖权。因此，政府可以强制公司提供文档数据，无论这些文档存储于何处。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云服务访

问的风险不在于政府可以访问这些数据（无论如何政府可以访问数据），而是这些访问将在无通知的情况下发生

（即，政府可以通过云供应商进行访问，并禁止向处于调查的公司发出通知）。我们应对无通知的访问风险予以

重视，因为在许多执法调查中，公司非常了解政府的调查活动：面试公司员工；评估秘密文档；甚至是公司需要

签署公共声明来配合调查者的工作。客户与政府调查经常合作后，将不会在意文档是部署在公司内部还是处于云

中。总之，云用户有必要提出正确的问题，并在政府访问与云提供的生产效率和其他效益之间做到平衡。 

 

                                                      
47 请参阅丰业银行诉 美国案( Bank of Nova Scotia v. United States )，1981 年《联邦判例汇编》第二集第 740 卷第 817、828 页（第 11 巡回法庭），上诉

驳回，《美国判例汇编》第 469 卷第 1106 页（1985 年 1 月 7 日判决）。 
48 如上所述，所有政府有权强制位于管辖范围的实体提供数据信息。这是因为许多主要的云供应商在美国都设立了机构，所以美国政府对数据的访问通常

是讨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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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业银行还对云供应商产生了影响。关键问题是：“云供应商如何符合所有强制提供数据的国家/地区的

法律？特别是在出现符合一个国家/地区的要求而违反另一个国家/地区的要求时该怎么办？”合法的云供应商无

意违反任何国家法律，然而，主权可能让供应商无从辩解，因为国家法律不同，正如丰业银行所述，政府不可能

自行限制他们的调查权力。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丰业银行在一个国家/地区的调查中涉嫌触犯刑法而在另一个国家/地区的调查中则涉

嫌触犯民法。未来很可能出现刑法冲突的情况，公司员工将会被告知，他们无论做出何种决定，均将遭到刑事诉

讼，并有可能面临监禁。而负责丰业银行案的法院可能是正确的，允许组织通过将数据存储在国外来避免当地法

律的追究是不可行的，同时，无论采取何种行为，强迫遵纪守法的人触犯刑法均不可行且存在本质问题。 

 

对于政府，问题可能是“应该采取何种等级的权力获得哪些数据”；“如果数据或云供应商均不在管辖

范围内，即使所有罪犯和犯罪行为可能处于管辖范围，该如何访问数据；以及“如何在新的云环境中使用可能允

许对已存储数据和传输中的通信进行访问的传统权力”？回答这些问题的难点在于，参与在线调查的政府可能无

法知晓被调查对象的真实情况或当前位置，或者无法肯定地确定被调查人的数据存储在哪些管辖范围中。因此，

依赖于地理位置、国家或其他容易确定的因素来制定调查规则很具有挑战性。49  

 

云计算和大数据（有利于政府支持）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部分来源于全球分散的大数据中心的数据整合；

在每个国家/地区定位数据中心并让每个数据中心仅服务于本国人员破坏了该模型。然而，与此同时，政府在有

权利的情况下将不会放弃他们强制获取数据的权利，部分原因是因为如果不访问这些数据，他们将无法履行保护

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责任。 

 

而在政府甚至拥有法院命令的情况下拒绝其对关键数据的访问是不正确的；而在没有保护公民自由和相

关参与方其他权益的法律机制的情况下让各个政府访问所有云用户的所有数据也是不恰当的。因此，政府有必要

致力于在未来制定更加可行的规则，并探讨是否存在任何至少能够在某些案例中缓和此冲突的框架。在某些案例

中可能特别艰难的事实（例如，涉及法律和文化重要差异的案例，或是政府间相互指责失职的案例）并不意味着

在所有案例一定如此；在许多案例中奏效的规则将会显著减少国际冲突的发生。 

 

在一个新框架下，可以这么认为，存储数据的国家/地区拥有对该数据的管辖权。许多国家可能会认同这

种看法，至少在某些犯罪案例中，提出请求的国家/地区可以通过司法程序来要求获得在其本国境内经营业务的

公司的数据（即使该数据存储在国外）。所请求的数据必须与处于请求国家管辖范围中的个人或正在/即将发生

在该管辖范围中的犯罪案例有关。作为框架的一部分，被强制提供数据的公司必须公布请求方（搜索内容和搜索

人）性质的数据主权方（数据的存储国）。此项通知的目的是如果数据主权方对请求存有疑虑，可以与请求主权

方一起讨论。的确，某些国家可能对泄漏调查信息存有疑虑，但如果框架的范围合适（例如，适合于双方共同关

                                                      
49 即使位置已知，跨境援助的国际机制无法立刻改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无法自愿进行（共同的法律援助条约可能会允许实施援助和加快援助的速度，但

却无法硬性要求）。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国际法禁止提供援助。例如，美国窃听法规只有在美国公司的代理人声称违反了某些美国法律（请参阅《美国

法典》(U.S.C)第 18 标题卷本第 2516 节，查看指定犯罪列表）时才会允许进行窃听。有时，身处国外的某人正在使用美国的电子通信服务在另外一个国家

参与犯罪活动，而美国却无合法权力来提供窃听援助。最终，一些政府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他们必须在查找涉嫌违反本国法律的本国人的电子证据

时寻求国际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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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犯罪），则此类泄漏将不会产生问题。最终，双方将会达成一致，在此框架下响应强制命令的实体将积极地

执行国家法的要求，且不会起诉。 

 

V. 可靠性 

 

A. 背景知识 
 

在 1999 年，Microsoft 研究院成立了一个程序员生产研究中心 (PPRC)，旨在开发多种改善代码质量的技

术。该团队开发了全新的静态分析和测试技术与工具，可以帮助改善和进一步使软件质量保证自动化。例如，

PPRC 研发了适用于 C/C++ 的静态分析工具、依赖性分析仪、代码覆盖工具、测试优先级工具、性能分析仪和

高级调试器。这些工具已在帮助改善 Microsoft 产品的软件（特别是 Windows 和 Office）质量方面起到了关键

的作用。可信赖计算的问世提升了工作强度，Microsoft 进行了更多努力来接受实际、可测量的可靠新定义，并

使用源于越来越仪表化的产品中的数据来确定是否满足了可靠性目标。当然，定义可靠性并加以实现并不是容易

的事情。从定义的角度来看，“学术和商业化的世界中均不断充斥着关于‘可靠性’的讨论。我们定义，我们争论，

我们将其与理想化的标准做比较。”50 词典此时也无能为力。韦氏词典 (Merriam-Webster) 将“可靠性”定义为

“可靠的质量或状态”，或者更加具体的是“适合或适于信赖的：可靠的。”51 事实证明，对产品或系统的可靠

性有不同期望的客户对该定义并不满意。有人关注可用性，有人在乎性能测量，有人注重可管理性和可恢复性，

而有些人则侧重于可预测性。 

 

尽管在本白皮书中不可能和谐统一许多关于可靠性的多样化观点，但我们需要清楚地明白其在可信赖计

算环境中的应用情况。在充满个人计算机的世界中，有人说过“在工程上，可靠性是指：设备在特定时间、特定

条件下执行应有功能的可能性。”52 即使在 IT 世界中要实现这个简单的定义也充满了某些独特的挑战；与汽车

和传统的电话不同，使用 IT 系统的人发现这些系统的应用范围应该更广，人们需要在“规定条件”以外的应用

中使用这些系统。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该传统定义只关注了设备，而在设备和服务（以及包含的数据）不断深化

的世界中，该定义已无法实现服务是否能真正客观地满足对性能的合理预期的要求。在联系不断深化的世界中，

我们在一系列关键和非关键的活动中需要依靠设备和服务，在人们宣布一个系统是否可信赖之前，满足用户在可

持续性方面的合理预期。 

 

                                                      
50 Thompson Herbert 和 Whittaker James，“理解可靠性：衡量 IT 痛点 (Understanding Reliability:Measuring IT Pain Points)”（2005 年 5 月）。 

51 请参阅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reliability。 

52 http://en.wikipedia.org/wiki/Systems_reliability，部分引用（引用美国电气及电子工程师学会 (1990)《IEEE 标准计算机词典：IEEE 标准计算机词汇汇编》。

纽约，NY ISBN 1559370793）。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reliability
http://en.wikipedia.org/wiki/Systems_reliability
http://en.wikipedia.org/wiki/Special:BookSources/1559370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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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像听起来那样简单，我们不能简单地依靠关注预防故障（设计或实施中的固有缺陷）却导致失败

的历史经验，通常表述为“平均失效时间”(MTTF)。虽然每种设备的可靠性仍然很重要（因为每种服务由设备组

合予以实现），但服务越来越多地承载着已知和未知的技术和组织依赖性。挑战着系统生存性和组件可用性的自

然灾害不断增加时，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受损设施的恢复会不断延续。53 

 

要体会当前社会的复杂程度，人们仅需要对比新旧世界的失败案例即可。当房屋灯光熄灭时，房主主人

做出简单反应：透过窗外，查看邻近地区是否黑暗。如果有灯亮起，则房屋主人遇到问题；如果其他地方的灯全

部熄灭，则电力公司遇到了问题。虽然电力公司的复杂发电和输送系统出现了问题（电站、传输线路、变电站和

与家庭的连接线路），电力公司均有责任找出问题并予以解决。换句话说，故障可能具有技术依赖性而非组织依

赖性；单一实体控制着大多数基础架构。 

 

现在，系统更加复杂，并且具有技术和组织依赖性。如果用户在家中使用笔记本电脑无法访问某个网页，

则问题可能出在 (1) 笔记本电脑（硬件、软件、应用程序）；(2) 无线路由器；(3) 宽带调制解调器；(4) 访问提供

商（传输线路或后端系统）；(5) 远程系统（硬件、软件、应用程序）或 (6) 连接线路某处出现电源故障。虽然

有分析工具，但问题的识别和解决通常具有挑战性。 

  

B. 云 
 

全球系统的复杂性当然不会在人们考虑采用云时消失，54 最近，几乎所有云服务供应商遭受的高曝光率

的停电事件加重了人们的担忧。55 这不仅是不便的问题；IT 系统面临的可靠性挑战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生产力56，

甚至是公共卫生和安全。在危机阶段，政府会通过社会媒体来让公民获得信息，首批响应者积极响应不仅是因为

他们拥有广播，而是拥有 GPS 设备、映射能力、街道视图、视频会议和其他基于云的服务。然而，如果信息系

统满足总体服务可靠性的合理预期，此类效益将仅具体化呈现。政府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会将云（或者至少是云

组件）视为关键基础架构的一部分。 

 

从某种程度上讲，即使互联网在设计时并未考虑安全性，可靠性蓝图的实现也依然复杂。一方面，互联

网设计旨在承受军事攻击；也就是说，即使在最严峻的时候，互联网也应值得信赖。这就是说，在安全方面，预

计互联网的使用将限定为特殊目的，互联网功能的使用值得信赖。互联网既不是为当今的用户和多样的娱乐使用

                                                      
53“自然灾害的数量从 1975 年的少于 100 增长到 2005 年的大于 400，并且每年以一个稳定的速度继续增长。”EM-DAT：OFDA/CRED 国际灾害数据库 — 

www.emdat.be，比利时布鲁塞尔天主教鲁汶大学。另请参阅 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11/11/04/thailand-floods-will-affect-computer-makers-and-

web-sites/。 

54 当 IT 专业人士被问及为何不计划采用云服务时，他们指出，安全、隐私和可靠性是主要的原因。ISACA/ITGI《全球企业 IT 治理状况报告》(Global Status 

Report on Governance of Enterprise IT) — 2011 年 1 月（第 38 页） 

55 中断主要影响了 Microsoft（http://windowsteamblog.com/windows_live/b/windowslive/archive/2011/09/20/follow-up-on-the-sept-8-service-

outage.aspx）、Amazon（http://aws.amazon.com/message/65648/）、Google（http://informationweek.com/news/cloud-

computing/software/231600978）和 VMware（http://support.cloudfoundry.com/entries/20067876-analysis-of-april-25-and-26-2011-downtime）。 

56 请参阅“IT 停机导致 265 亿美元收入损失 (IT Downtime Costs $26.5 Billion In Lost Revenue)”，详见 

http://www.informationweek.com/news/storage/disaster_recovery/229625441（请注意，IT 故障还会动摇人们采用诸如云计算等新技术的信心）。 

http://www.emdat.be/
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11/11/04/thailand-floods-will-affect-computer-makers-and-web-sites/
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11/11/04/thailand-floods-will-affect-computer-makers-and-web-sites/
http://windowsteamblog.com/windows_live/b/windowslive/archive/2011/09/20/follow-up-on-the-sept-8-service-outage.aspx
http://windowsteamblog.com/windows_live/b/windowslive/archive/2011/09/20/follow-up-on-the-sept-8-service-outage.aspx
http://aws.amazon.com/message/65648/
http://informationweek.com/news/cloud-computing/software/231600978
http://informationweek.com/news/cloud-computing/software/231600978
http://www.informationweek.com/news/storage/disaster_recovery/229625441
http://www.informationweek.com/news/cloud-computing/infrastructure/22950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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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设计，也不是旨在传输恶意包。考虑到其预期用途和用户基数，“尽力”传送系统满足了当今必要需求。但随

着技术不断渗透我们的生活中（从社会互动到商业交易和紧急响应），人们对可靠性的预期已经上升，我们必须

在将来实现比现有级别更高的可靠性。 

 

实际上，人们逐渐意识到，产生的相互依赖性（特别是在关键基础架构中产生的相互依赖性）是产生担

忧的一个原因： 

 

我们的国防、经济繁荣和生活质量已长期依靠于支持社会的基本服务。在信息时代

的新环境下，人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些关键的基础架构（能源、银行和金融、交通、

重要的公共事业和电信业）。电信业和计算机系统的快速扩散和整合已与基础架构

在相互依赖的复杂网络中得到融合。此互连已产生了新漏洞，当与新兴的威胁集群

组合后，将给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57 

 

尽管这些相互信赖性可以识别，但管理可靠性的风险非常大，因为实体并非始终明确了解技术或运营的

相互依赖性。图例将会很有帮助。银行可能依赖来自于不同的服务提供商的“多余”通信通道，以确保电子资

金转帐的可用性。于此同时，不同的服务提供商可能共享“酒店空间”；他们采用的通讯线路可能通过共享设

备来节省成本。当然，这意味着，如果设备损坏，银行也损失了所有通信渠道（这是一个单点故障）。要了解

到预期冗余未被创建并不容易，因为银行不会与电信公司共享其网络图，而电信公司也不会彼此间或与客户共

享其网络图。 

 

那么，需要改变什么？简而言之，必须实现两个根本改变。首先，由于大数据可用于预测人类行为，我

们需要利用大数据来创建“工程智能” (EI)：使用“大数据”来识别、提取和分析产品（包括仍在发展和运营的

产品）生命周期中大量的工程数据，以确保更好地实现与决策制定有关的工程，并因此提高总体工程质量和生产

效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EI 技术可提供工程和运营的历史、当前和预测视图。例如，简单地查看网络间的数据

流即可显示之前不被理解的依赖性。该区域已为研究和工具开发做好准备。我们还必须创建可行的分类标准，以

从依赖性角度评估危险程度。虽然在开发便利性的基础上评估和减少了产品漏洞给客户带来的风险，但在所有的

服务或公司中凭借推广依赖性来减少漏洞仍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思考。 

 

其次，我们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重新思考产品和服务的设计方式以确保灵活性。从历史上看，要实现与

系统有关的可用性改善，需要通过冗余和数据复制来提高各个组件的质量。冗余设计旨在确保对关键组件进行复

制，以便一个组件出现故障不会干扰系统运行。虽然简单冗余机制在解决大范围潜在故障模式时非常有效，但却

在确保在云中提供高层次的可靠性方面表现欠佳。虽然软件和硬件供应商在设计强大的故障转移机制中投资巨大，

但这些故障转移机制却不足以胜任此项任务。故障转移机制除了必须正确实施、正确维护和在实时使用中进行无

干扰更新之外，大型系统当前的故障率表明，以前的努力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57 达信委员会 (Marsh Commission)报告，“重中之重：保护美国基础设施网络 (Critical Foundations, Protecting America’s Infrastructures)”，插图，详见 

http://www.fas.org/sgp/library/pccip.pdf。 

http://www.fas.org/sgp/library/pccip.pdf


 

25 

 

IT 专业人士和个人用户也广泛采用数据复制来保证数据稳定可用和在设备出现故障时可承受损失。拥有

分布在不同设备和位于不同位置的多个相同的数据副本有利于减轻数据丢失的可能性，因此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

靠性，但也为系统必须如何更新才能确保位于不同设备和/或位置的数据的一致性增添了复杂性。在维护活动中

出现应用层故障或错误将导致数据的意外损坏或丢失。如果故障或错误在一段时间中未被检测到，则负责对源数

据进行准确复制的数据复制机制也将损坏这些关键的副本。 

 

虽然冗余和复制很重要，但必须开展更多工作。软件和硬件供应商必须从两个方面考虑可靠性。首先，

除了重点关注给定组件的可靠性之外，还必须考虑该组件如何为今日更加复杂的生态系统的总体可靠性做出贡献。

在此方面，应该在软件生命周期早期使用故障建模以获得最大利益。其次，通过在行业中开展合作，可制定出适

合于“综合可靠性”的端对端场景，并共同致力于开发总体上可提供端对端可靠性的产品实施的架构和标准。这

可能有利于构建帮助定义高优先级场景和推动最佳实践和标准开发的行业组织，例如，类似于云安全联盟的云可

靠性联盟。 

 

其次，鉴于我们对云计算的依赖性和环境不断增长的复杂性，我们应在以前防止软件出现故障的基础上，

加深关注能够检测、隔离和修复（或解决）与综合计算系统有关的常见故障的软件。的确，云服务拥有许多重要

的独特因素，使得服务设计人员或服务运营商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朝着所谓的“面向恢复的计算”迈进。 
58 对于支持云服务的计算环境中的常见错误，无论其表现形式为设备故障、软件、固件存在潜在缺陷或人为错误，

均无法避免；因此，软件应预期可以应对这些情况并进行相关故障的针对性设计。服务组件间应尽可能地松散结

合，每个组件应在其他组件出现故障时正常降级、提供部分服务，而非导致服务崩溃。这意味着，云服务设计人

员在设计阶段需要创建故障模型，即真正的端对端故障建模，而非与上述内容有关的传统组件故障建模。 

 

设计人员还必须验证规范中描述的“复制机制”是否在研发阶段的软件中有所体现，然后通过在实际生

产环境中进行故障插入，以确保预期行为可在实际环境中具体呈现（测试环境在全球大规模服务环境中作用越来

越不明显）。在理想状态下，目前被称为“生产中测试”的故意注入将以编程方式进行，从而不断验证软件的未

来发行版本、网络容量或设计的修改、和/或全新子系统的增加是否已经带来未检测出的可靠性威胁。59 这些努

力还必须包括确定故障后无缝回滚修改的能力，该级别的可靠性能让服务的实际用户免受负面影响。 

 

                                                      
58 请参阅 http://roc.cs.berkeley.edu/roc_overview.html。 

59 Netflix 研发的所谓“Chaos Monkey”工具是对故意程序化故障注入的典型例子，随后该工具（Netflix 现在将其称为“virtual Simian Army”）被广泛应

用到潜在故障应用中。请参阅 http://techblog.netflix.com/2011/07/netflix-simian-army.html。 

http://roc.cs.berkeley.edu/roc_overview.html
http://techblog.netflix.com/2011/07/netflix-simian-army.html


 

26 

 

VI. 结论 

   

在比尔·盖茨 (Bill Gates) 提出“可信赖计算”的概念时，计算和社会均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 IT 系统

不断增长的依赖性使我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软件产品的安全性、隐私性和可靠性。现在，我们正处于另一个转折点。

可信赖计算与无数的设备、全球服务和大数据有关。在 2002 年提出可信赖计算后，过去十年间对该计算的依赖

性已显著增长。互联网曾是教育发展和商业增长的的促进力量，现已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在近代史上的民

主革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常言道，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随着世界与计算关系的演进，可信赖计算也必将得到发展。值得注意的

是，即使在现在看来，公司过去十年间的努力也极其重要。许多公司支持安全开发生命周期，我们对隐私的不懈

重视换来了客户的好评，我们对可靠性的关注也使系统崩溃成为历史。但在一个完全依靠于信息技术的世界中，

充满着坚决而持久的对手，有数据、设备和服务的激增，还有政府对保护用户、互联网、公共和国家安全的关切，

我们现已形成的保护安全、隐私和可靠性的策略必须继续发展。 

 

在可信赖计算的每个实际目标前，我们必须面对独特的新挑战，并必须解决各种难题。通过采用包括预

防、检测、防范和恢复且更为整体的安全策略，世界可更好地应对坚决而持久的对手。通过理解生活在一个联系

紧密、充满设备和丰富数据的世界中的意义，我们可以制定出在保护隐私方面持续有效的原则，但同时能够允许

我们获得只有大数据才能提供的益处。通过利用工程智能和实现面向恢复的计算，我们能够生产灵活应对故障的

产品和服务，并帮助确认设备和服务的可靠性是否能承受我们信息系统的复杂性、互联性和依赖性。最后，通过

在业务实践中保持开放和透明，我们可以赢得依靠于信息技术的人们的信赖。总之，比尔·盖茨 (Bill Gates) 十年

前定义的任务仍然像以往一样关键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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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在本白皮书的编写中，许多人提供了草稿、他人简述和极有帮助的意见。在某些情况下，一些人甚至提

供了来自其团队成员的大量意见，我在此却无法尽列所有给出意见的人员。另外，我在某些组织活动中介绍了本

白皮书中的一些理念，这些活动结束后，许多人在走廊的谈话中给了我有用的建议。首先，请恕我无法在此一一

公布所有曾提供过帮助的人士。 

 

我要特别感谢以下人士给予的帮助：Matt Thomlinson、Adrienne Hall、Fred Schneider、Jeannette Wing、

Steven Gerri、Neeraj Suri、Malcolm Crompton、Dean Hachamovitch、Martin Abadi、Mark Russinovich、Fred 

Cate、Ellen Cram Kowalczyk、Dan Reed、Scott Field、Peter Haynes、Steve Lipner、Vijay Varadharajan、

Viktor Mayer-Schonberger、Mike Adams、Xuedong Huang、Jeff Jones、Diane D’Arcangelo、Shawn Aebi、

Reese Solberg、Ellen McDermott、Peter Loforte、Rich Wallis、Cristin Goodwin、Geff Brown 和 Adam Shostack。

另外，我要特别感谢 Peter Cullen、Brendon Lynch、Jules Cohen 和 David Bills，感谢他们的特别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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