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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兆光网建设提速
5G 的全称是第五代通信技术袁包含了无

线网络和固定网络两部分遥 大家熟悉的 5G袁
通常指 5G 无线网络袁其优势是带宽大尧时延
低尧连接数量多曰而固网的部分袁即第五代固
定通信网络袁就是千兆光网袁也叫 F5G要要要它
是基于光纤联接的网络技术袁具有超大带宽尧
超低时延尧超低能耗尧抗干扰强等特点遥 光纤
网络具有传输速度高尧体积更小巧尧电力消耗
更低渊约为传统设备的 70%冤等优势遥

截止到 8 月底袁 我国千兆网络已具备覆
盖 2.2 亿户家庭的能力袁 提前完成了 2021 年
工作目标遥 1000Mbps 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
宽带用户规模袁 累计达到了 1864 万户袁是
2020 年底的 3 倍遥 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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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智能摄像头袁竟可能
变成别人偷窥隐私的野眼睛冶曰使
用捡到的 U 盘袁 自己的电脑却
被别人随意控制噎噎10 月 12
日上午袁 在 2021 年国家网络安
全宣传周网络安全博览会渊以下
简称 野博览会冶冤 安全互动发布
区袁绿盟科技工作人员演示了各
个场景下的安全新风险袁吸引了
不少观众围观体验遥

本届博览会以互动性尧体验
性尧知识性尧趣味性为原则袁设置
了 野丝路网安 西安行动冶 城市
展尧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
展尧网络安全互动发布区等五大
展区袁由线下展和线上数字化展
组成遥其中袁线下展于 10 月 8 日
至 14 日在浐灞之滨的西安国际
会展中心举办袁 共有 70 余家单
位尧企业参展曰线上数字化展于
10 月 11 日以后袁在宣传周官网
进行为期一年的展示遥

安全风险无处不在
万物互联时代袁 扫地机器

人尧智能音箱等设备走进千家万
户遥 然而袁由于安全规范有所欠
缺袁 不少终端依然存在安全风
险遥 在展览现场袁安恒信息带来
了一款野漏洞冶智能扫地机器人遥
工作人员事先给机器人做了野手
脚冶袁 通过获取控制权可远程控
制运动轨迹袁还可以录音尧拍照遥

野希望通过扫地机器人演示袁让
人们享受万物互联带来便利的
同时袁也增强网络安全意识遥 尤
其在选购智能设备时袁要尽可能
选择有安全保障的产品遥 冶安全
研究员钟文洁向大家建议遥

如今袁 电信诈骗套路之多袁
令人防不胜防曰 尤其疫情以来袁
假冒检疫尧疫苗接种等诈骗套路
层出不穷遥 一侧志翔科技的展位
虽然面积不大袁但展出信息量却
不少袁重点为大家详解了各类诈
骗识别尧破解攻略遥 展位安全专
家说院野诈骗现象之所以层出不
穷尧屡禁不止袁核心问题是个人
信息泄漏尧身份被盗用以及密码
认证方式被不当获取等遥 随着技
术和应用的创新袁生活中会遇到
更多新的安全风险遥 冶

野截至今年 9 月底袁 月均拦
截垃圾短信 5 亿余条尧骚扰电话
6.8 亿余次尧 国际诈骗电话 200
万余次曰 整治自有 App 违规收
集个人信息尧 过度索权问题袁完
成了 1060 个问题的整改遥冶针对
电信诈骗乱象袁中国移动展出了
野猫池冶设备尧个人信息嗅探设备
等袁现场还演示了诈骗分子非法
收集信息尧贩卖信息尧实施诈骗
全过程袁 以及物联网卡安全管
控尧AI 智能反诈尧声纹识别核身
等技术袁给观众呈现了内容丰富
的新技术风险防控体系遥

新技术守护新安全
新技术蕴含风险挑战袁但应

对风险同样需要新技术护航遥红
灯闪烁袁警报拉响袁预警模式开
启遥野工业抽油机仿真沙盘冶工艺
演示引发不少观众围观遥这是奇
安信集团根据抽油机采油过程
进行复刻后袁现场演示野磕头机冶
采油工艺的全过程遥 野我们在油
罐尧压力表尧管道等关键位置安
装了由传感器构成的网络探针袁
一旦感应到黑客攻击会实时上
报袁第一时间做出应急处置遥冶展
台工作人员说遥

守护网络安全袁不仅要防黑
客袁还要防野内鬼冶遥近年来袁员工
拷贝核心代码或资料外发泄密
事件频发遥 为保障办公终端安
全袁深信服的展区推出了桌面云
在系统安全与数据安全的野双保
险冶模式袁能够在员工使用任何
设备接入时袁保证企业数据资产
的安全性和管理的可控性遥除了
数据集中存储在数据中心袁做到
防丢防泄密外袁在安全接入上还
能提供多种身份认证方式自由
组合袁满足不同级别用户的安全
接入需求遥

沿着 野网安护航智慧生活冶
展区观展通道走了十几米袁记者
来到近年来广泛应用的图像伪
造识别技术展示区遥 现场安全研
究员通过互动体验等沉浸方式袁
向观众演示如何利用图像伪造
识别技术袁应对身份证件尧资质
证明尧优惠券等各类图像被篡改
伪造的风险遥 野这些安全架构技
术都曾用于去年耶双 11爷购物节遥
当天我们做到了防护每秒峰值 4
千万次的恶意攻击袁击退了 1887
万次黄牛扫货行为遥 冶阿里巴巴
安全专家永良说遥

如今袁数据安全逐渐成为人
们关注的焦点遥如何做好数据库
信息防泄漏钥如何解决数据库不
合规钥 这些疑问可以在旁边的
野知道创宇冶 数据安全环岛展区
找到答案遥这套方案形成了保护
数据生产尧存储尧流转尧使用全过
程安全防护以及风险解决方案遥
在该展区参观的来自陕西数字
基地出版传媒集团的孔啸深有
感触院野网络安全重要性日益凸
显遥 对于数字出版行业来说袁在
产出高质量创意内容同时袁也要
保护好用户个人信息袁注重数据
库安全袁关注青少年网络安全遥冶

张亚雄

机器人送货，果蔬坐“缆车”
走进江西省安远县鹤子镇袁 你也许会好

奇袁空中沿着索道穿梭不止的小野缆车冶是什
么钥

野这叫穿梭机器人袁 别看它们个子不大袁
却能装着 100 公斤以内的货物穿梭自如袁又
快又方便遥 冶在安远县鹤子镇杨功村的智运快
线基站袁 村民郭爱金把自家生产的蜂蜜放进
穿梭机器人中袁关好盖子袁随后只见机器人缓
缓上升袁沿着钢索驶向下一站遥

郭爱金说袁如何让农特产品野走冶出大山
曾是困扰当地农民的野老大难冶问题遥 野我以前
寄发送往外地的蜂蜜订单袁 只能去乡镇的快
递收发点袁不仅路程较远还耽误时间遥 如今在
家门口就能发货袁操作也简单袁村民都爱用遥 冶

为实现城乡一体化配送袁近年来袁安远在
县城建设物流总仓袁在乡镇建设物流基站袁在
村庄建立收发点袁以穿梭机器人连接袁通过云
端系统控制穿梭机器人在索道上自动驾驶袁
形成农村智慧物流服务网络体系遥

智运快线鹤子镇电商运营中心负责人古
清湖说袁穿梭机器人可全天候进行配送袁运行
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 60 公里袁可实现县域内
随时发送尧一小时到达遥 目前袁智运快线野村村
通冶 工程已在鹤子镇电商运营中心建立了总
基站袁下设 6 个村级站点袁线路全长约 20 公
里遥

农村智慧物流助力农产品 野出山冶 的同
时袁 也在为创业青年返乡发展培育适宜 野土
壤冶遥

野以前从我们村寄一箱橙子到周边省份
要三五天袁现在 24 小时内就能送到袁而且快
递成本也降低了不少遥 冶安远县油蔡村村民蔡
永钦说遥 去年 4 月袁蔡永钦辞去深圳的工作袁
回到家乡进入电商行业袁 通过互联网帮助周
边农户售卖蜂蜜尧红薯尧橙子等农产品遥

野农村物流条件变好了袁农民的收益空间
也在不断拓宽袁我们更有干事创业的信心遥 冶
蔡永钦说遥

据统计袁2020 年安远县电商销售额突破
25 亿元袁快递单量超 1600 万单袁有效带动了
当地群众增收致富遥 熊家林

世界之巅的珠峰袁 在高
海拔裸露的流石滩上袁 虽因
极寒尧 缺氧被视为 野生命禁
区冶袁但仍存在适应极端环境
的生命遥

日前袁中国科学院昆明植
物研究所中国西南野生生物
种质资源库渊以下简称种质资
源库冤 种子采集队顺利完成
野珠峰种子采集 2021冶 任务袁

在珠峰 6200 米左右成功采集
到须弥扇叶芥尧鼠麴雪兔子等
植物种子袁刷新了我国植物种
子采集的最高海拔纪录遥

赵汉斌

安全之光照亮网络空间

我国植物种子采集最高海拔达 6200 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