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亚太互联网信息中心基金会展望有一个全球性，

亚太地区的互联网现状

开放，稳定和安全的互联网，而且整个亚太地区的人

对于亚太地区超过 10 亿人口来说，互联网是生活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它为亚太地区的人民提供了就业、生计、健
康教育以及更多方面的便利。而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种便利、可
靠和能够负担是理所当然的。

们都能负担得起并且可以访问。

但是，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没有网络可用；另外数百万
人即使可以使用互联网，但是他们的网络是有限、缓慢或者不
可靠的。获得高质量的网络资源，能为这数百万人带来更好的
教育，更加健康的生活，更能提高社区的生产力。

互联网的可用性、稳定性、速度、成本以及安全性，在亚太地
区中地域差距明显。发展中经济体的网络质量是发达国家用户
不能容忍的，这些弊端都大大限制了互联网的优势。

这个“数码鸿沟”不止存在于是否有网络可用的人口之间，还
存在于能否使用稳定、快速、安全的网络服务。如果亚太地
区要获得社会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移除这道
“数码鸿沟”。

“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74.89%的固网宽带分布在东亚和东北亚地
区，南亚及西南亚地区占9.77%，北亚跟中亚占比7.68，东南亚地
区（5.74%）和太平洋地区（1.93%）占比最少。”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2016 年报告《亚
洲及太平洋2016 信息及通信技术状况：揭露日益增大的宽带鸿沟》

我们的使命是通过增强教育和培训、人力建设、社
区发展、研究、相关项目和活动的方式，促进在亚
太地区互联网发展的投资。

ISIF Asia，纽埃互联网免费Wi-Fi连接（纽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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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随着互联网在全球的发展及其重要性的增加，一系列的技术和法规挑
战也随之而来。这些挑战得不到有效处理，互联网的优势将严重受限。
安全及稳定：从阻断服务(DoS)

政策法规与监管制度：互联网面

攻击到黑客袭击、恶意软件、数

临一个崭新独特的监管挑战，这

据泄露，网络安全始终是网络工

个挑战主要来自跨国界运作的新

程师和管理人员的关注重点。各

兴发展的科技和服务。解决这些

国政府也逐渐增加对安全事件的

挑战需要我们培养监管全球互联

关注，特别是那些影响互联网可

网进程的能力。

信度的情况。
科研：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带来
可用地址资源：互联网协议第4

了更复杂和更大的技术难题。实

版（IPv4）所提供的网络地址已

际的运营性科研项目可以帮助我

经在全球范围基本耗尽。亚太地

们理解现在的问题所在、它们将

区未来网络的发展只能采用互联

来会发展得如何、以及我们需要

网协议第6 版（IPv6）地址，而部

怎么去解决。

人文因素

亚太地区的互联网社区需要加强

在现今的亚太地区，特别是其较为落后的经济体里，非常缺乏一群受

一份来自科技分析公司，国际数据

和发展新的、特定的专业技术，

过正规训练且富有经验的网络工程师、技师和管理人员来克服上述挑

集团(IDC)，的报告指出相关科技

效率及成本：一个有效提高效率

来解决这些技术和法规难题。互

战。就如我们需要受过良好培训的医生来保护我们的健康一样，互联

专业人才的短缺，并警告到：
“亚

降低成本的方法是在可行情况下

联网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我们达到

网也需要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士去维持其稳定性、可靠性、效率和

太地区的趋势显示出对崭新科技

使流量和容量本地化。互联网交

这些目标的能力。

最重要的安全性。

网络技术增长和专注于高附加值

APNIC46 Fellows (New Caledonia)

署IPv6 在操作上是一个重大挑
战。

换据点(IXPs)与数据中心允许流

活动并受到良好培训团队的人才

量和容量留在当地，降低网络成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亚太地区的互联网正蓬勃发展。可以预测到未来

本，提高网速和效率。

几年里，流量、设备和用户将会强势增长。数据预测到2019 年，这个

需求。”

地区将会成为世界上移动设备网络流量最大的地区。另外一份关于太

—— William Lee 博士，

平洋岛屿经济体的报告指出，近年海底电缆的铺设使网络容量呈井喷

2013 年6 月《亚太地区

式增长。就太平洋地区而言，国际互联网带宽在2007 年到2014 年之

网络技术缺口进化》

间增长超过1,500%。
尽管网络发展一日千里，限制互

一份国际数据集团(IDC)出具的报

亚太互联网信息中心基金会致力

联网积极影响的最大因素是，服

告估计，截至2012 年底，亚太地

于通过增加投入培训教育的资

务供应商正确地设计、建立和

区（不含大中华区和日本）网络技

金，来建立亚太地区的必要技术

管理网络的能力。要拥有一个安

术专业人员的缺口超过250,000

容量，从而协助亚太社区克服这

“一个稳定、安全、可靠和有效的网络与一个没有上述因素网络之间的

全、稳定和有效的网络，管理人

位。报告预计到2016 年底，这个

些困难。

差距，就存在于建设和运营这个网络的人员拥有专业水平的差距。”

员、工程师和相关的人才以及他

缺口会增加到超过450,000，并

们所在的社区都必须拥有相应的

持续恶化下去。

—— Paul Wilson, 亚太互联网信息中心主席

专业技术和能力，以一个国际认
可的最佳实践法则去运营和管理

1．互联网协会(ISOC)2015 年7 月《全球互联网报告2015:互联网的进化和发展》
2．太平洋地区基础设施2015《太平洋地区信息及通信技术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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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Jaldi，Ashapuri 村的网络（印度）

他们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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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的工作
我们支持这些活动

我们强化这些社区

达到这些目标

培训
传授重要运营技术和知识, 协助工程师发展、管理和维护网络基础设施。

全球化
一个可以直接和自由连
接全球各个角落的互联
网

技术支援
提供项目性技术建议, 从而协助亚太地区内机构维护可扩展的、
安全的以及复原能力强的网络。

网络安全

促进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计算机安全事件应急小组(CERTs/CSIRTs)
的社区发展，使之更好地管理和回应网络安全隐患，并在执法机构间建立网络安全意识。

伙伴计划

网络工程师

网络操作员群体
(NOGs)、网络交换
中心(IXPs)、同伴论
坛

开放

为不同背景的个人提供参与互联网项目的机会，用以提高其技能并代表其社区。

一个每个人都可以使
用，并且最少障碍的互
联网

网络基础建设设施

为重要网络基建设施的投入使用提供指导及资助，
并倡议运用最佳实施法则来最大化其效益。

资助计划

为互联网社区群体，如网络操作员群体(NOGs)、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计算机安
全事件应急小组(CERTs/CSIRTs)等，提供资金鼓励知识传播和培训。

网络安全专才

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
处理协调中心/计算
机安全事件应急小组
(CERTs/CSIRTs)、
执法机构(LEAs)

稳定
一个可以使用并且最可
靠、最有效互联网

项目

为互联网行业策划两个亚太地区最大的科技项目，向全球技术领先专家吸取经验。

奖项和拨款
支持亚洲信息社会创新基金(ISIF Asia)，以奖项和拨款方式为机构提供科研
设计和执行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的互联网方案。

互联网监管专家
政府公务员、监管部
门

安全

网络监管与合作

建立一个多方理解的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

科研

支持帮助网络专才解决网络运营难题的世界级科研先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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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
中立
最佳实践
多样性

一个可以信赖，能够交
托我们最重要信息和服
务的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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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互联网信息中心基金会的响应

项目简介

在亚太地区，网络工程师建设

“82%受访者提出缺乏互联网技术。71%受访者提出缺乏这些技术对工

种子联盟：一个延展数码创新的联盟（2017-2019）

和维护着一些世界上最大和最

作有直接并可测量的破坏。“

捐赠方：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

具挑战的网络，努力地确保网

该项目寻求扩大数码创新对性别平等和培养女性在互联网发展领域的领导地位之倡议。本项目提供两项

络的活力、有效和安全。为了支

——2016 年，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解决技术短缺问题：国际网络技

持这项极具挑战的工作，专业

术人才缺乏的研究》

拨款，导师计划和联谊机会，透过这项奖励来培养女性的领导力和奖励女性在互联网领域的贡献。

网络和社区机构就成为了工程
师培训、传播知识和专业发展的

这些机构为亚太地区提供协调技

种子联盟：连接最后一里。社区网络拨款和奖项（2017-2019）

重要机制。

术和安全问题解决方案，在帮助

捐赠方：互联网协会(ISOC)

亚太地区面临的网络挑战中扮演

该项目旨在奖励社区提出的建设可负担、本地持有和管理的通信基础设施，投入使用无线技术、GSM 或/

这些机构包括为技术和运营发展

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也是网络工

和光纤技术的创新低成本方案的倡议。本项目在亚太地区提供两项拨款和一个奖项，奖励和认可社区网

建立的网络操作员群体(NOGs)；

程师和互联网社区中人力培训和

络领导者对互联网领域的贡献。

为网络安全设立的计算机网络应

能力建设的重要伙伴。

提升网络安全能力和认知：为太平洋地区发展提供一个安全和复原能力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2016-2018）

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计算机安
全事件应急小组(CERTs/CSIRTs)；

亚太互联网信息中心基金会主要

以及为行业协调贡献的互联网服

关注亚太地区的互联网发展的人

务供应商协会(ISPAs)等。

力建设。

捐赠方：澳大利亚外交事务与贸易部 (DFAT)
亚洲信息社会创新基金(ISIF Asia) 2018社区网络
奖项得奖者和性别赋权奖项得奖者在2018种子联
盟颁奖礼

该项目旨在通过培养和支持国家层面的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CERTs)的发展，加强太平洋
地区的互联网安全。内容为为太平洋地区内特定的安全人员、决策者、相关政府部门、网络服务供应商
（ISPs）和电信公司提供由下至上以科研为主的能力建设项目。

发展巴布亚新几内亚之计算机安全应急小组能力（2018-2019）
捐赠方：澳大利亚外交事务与贸易部 (DFAT)
该项目旨在透过支持建立发展一个巴布亚新几内亚(PNG)之计算机安全应急小组(CERT)，加强巴布亚新几
内亚以及太平洋互联网安全。内容为支持巴布亚新几内亚之计算机安全应急小组(PNG CERT)的信息通信
技术硬件、软件和其他需要，以及向巴布亚新几内亚之计算机安全应急小组和其他主要相关人员提供由亚
太互联网信息中心带领的培训及导师。.
“提升网络安全能力和认知:为太平洋地区发展提供
一个安全和复原能力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第二个
地区工作坊的参与者（新）

捣毁互联网犯罪温床：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渊博和训练有素的互联网执法社区（2018-2019）
捐赠方：澳大利亚外交事务与贸易部 (DFAT)
该项目旨在透过学习和完善欧洲委员会的GLACY 项目、澳洲联邦警察的太平洋网络安全项目(Cyber Safety
Pasifika )以及太平洋岛屿高级法官联盟的网络犯罪工作坊(PILON Cybercrime Working Group)项目。这些倡
议项目都有一个强大的政策和网络安全基础，我们的项目则会通过对太平洋地区的执法及检察机关人员
的技术及监管能力培训，重点关注发展人力建设。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APEC)前提高其国家网络安全及互联网服务质量
（2018-2019）
捐赠方：新西兰外交事务与贸易部（MFAT）、澳大利亚外交事务与贸易部 (DFAT)、亚洲基金（美国）
该项目旨在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安装其第二条海底电缆前，减低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内的网络低效，提高网络
安全。通过为本地负责网络基础设施的专才，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互联网应急中心(PNG CERT)、巴布亚新
“提升网络安全能力和认知:为太平洋地区发展提供一个安全和复原能力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第一个地区工作坊的参与者（汤加）

6

几内亚信息交换中心(PNG IX)以及技术社区，提供技术培训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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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与支援

理事会成员

亚太互联网信息中心 – 一个备受
认可的合作伙伴

亚太互联网信息中心及其基金会

基金会由一个独立理事会领导，

拥有一个共同的理念，
“一个全球

这个理事会由亚太互联网信息中

化的公开稳定以及安全的网络，

心理事会选出，包括亚太地区互

有超过16,000 个直接或间接会员，遍布亚太地区各个经济体。亚太

服务整个亚太社区。”基金会的

联网社区知名的专家。基金会的

互联网信息中心拥有超过20 年支持互联网并服务区内30 亿人民的

章程里指出，
“在非牟利前提下，

工作人员则于亚太互联网信息中

透过在香港和亚太地区其他地方

心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办公室

募集的资金，发展在互联网基础

办公。

会长 Sylvia Sumarlin,
女士
（印度尼西亚）

设施相关的科技、运营和政策方
面的教育。”
自2014 年由亚太互联网信息中
心的理事会提出发展一个支援和
扩展该中心的“发展计划”后，

历史。中心内超过80 位工作人员大部分都会飞往地区内各个国家为
会员提供支持，如培训和技术支援、或者分享专业知识和资讯。亚太
互联网信息中心亦通过签署备忘录、赞助和非正式支援等方式与其他
机构合作，持续支持互联网发展。

基金会欢迎各个基金会、政府机
构和公司的支持、合作，一起发展

亚太互联网信息中心获得赞助与

亚太互联网信息中心基金会建立

亚太地区的互联网。

合作的成功，是建立在下面五个

在这些成功因素上，并拥有亚太

重要的因素上：

互联网信息中心在培训和社区发

Danish A. Lakhani 先生
（巴基斯坦）

基金会于2016 年9 月在香港成

展的强项。
1) 专注于专业领域，是地区内最

立。理事会希望通过建立基金

佳实践的专业源泉

会，募集独立于亚太互联网信息

包括：澳大利亚外交事务与贸易

中心会员费的基金，去支持未来
地区间互联网发展。

2) 中立和独立于任何供应商、服

Michael Malone 先生
（澳大利亚）

由基金会资助的项目和活动均

务商与技术

牟利机构

管理，并与有志于互联网发展的

（IDRC）、瑞典国际发展合作机
构、KDDI 基金会、世界银行、
联合国国际通信署、互联网名称
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

资助伙伴合作。这些项目由亚太
行，包括一群逐渐壮大的社区讲

部 (DFAT)、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构（Sida）、日本国际合作机

3) 是拥有财政实力和透明度的非

由亚太互联网信息中心设计和

互联网信息中心和其合作伙伴执

亚太互联网信息中心的发展伙伴

4) 稳定健康的地区网络及关系

Sharad Sanghi 先生
（印度）

DotAsia、互联网协会（ISOC）。

5) 管理及执行的成功案例

师和技术顾问团队，和其他理念
相同的机构。

Edward Tian 田博士
（中国）
APNIC受训者，维拉港（瓦努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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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联系！
亚太互联网信息中心基金会需要您的支持，特别是在欠发达经济
体的项目。如果您有兴趣了解基金会更多的活动，提供赞助，
请联系：
电邮地址：foundation@apnic.net
网站：http://apnic.foundation

http://www.apnic.net

封面图片从上至下顺时针方向为：
在尼泊尔卡博拉中继站。尼泊尔无线。（尼泊尔）
KhushiBaby，一条可以追踪储存儿童预防针电子数据的项链。（印度）
“提升网络安全认知：为太平洋地区发展提供一个安全和复原能力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第二
次地区性工作坊的与会人员（新喀里多尼亚）

2019 年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