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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大多数大型组织采用防火墙、VPN 网关、IDS/IPS、网络代理、恶意软件沙盒、网站和电子邮件网关等大量战

术性单点工具来保证网络安全。在 10 年前，这种由独立技术构成的散乱组合足以应付自如，但时至今日，

它会在运营、策略实施和监控方面导致诸多挑战。更糟糕的是，在拦截针对性的复杂威胁和高级恶意软件攻

击时，网络安全防御的效率越来越低。 

目前的网络安全防御已经糟糕到了什么程度？CISO 们应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 网络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安全专业人员每天都要面对大量的网络安全挑战，包括重叠的流程和控制、

过多的单点工具、过多的人工流程，以及安全技能的不足。在所有这些新老问题的共同影响下，当

今的网络安全已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 

• 单靠现代网络安全工具不足以解决问题。许多组织选择下一代防火墙 (NGFW) 等新的网络安全工具。

的确，NGFW 可提高安全性，但它过于注重有限的应用控制，而不是为网络安全威胁提供更具整体性

的防护。此外，恶意软件分析沙盒等单个工具仍旧属于战术性工具，因为它们无法为整个网络或云

端提供保护或提升安全可视性。 

• 大型组织需要可互操作的网络安全架构。企业需要一种集成的网络安全架构，这种架构要能更加注

重威胁防护，提供可扩展性，实现人工流程的自动化，并采用可互操作的网络安全服务代替单点工

具。网络安全架构应该包括集中式命令和控制、分布式实施及集成的有价值情报。 

网络安全挑战 
大型组织都在快速地转型它们的传统 IT 基础设施，并增加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移动化和物联网 (IoT) 应用

等新计划。这些变化都为企业带来了一系列的网络安全挑战（见图 1）。1

• 过多的分散解决方案和技术孤岛。接近三分之一 (31%) 的组织面临网络安全策略和控制缺乏衔接性的

挑战，28% 的组织存在重叠策略和控制过多的问题，而 26% 的组织需要应对独立工具过多的问题。

由于分散的解决方案和技术孤岛造成的混乱局面，使得企业难以防范、检测或补救安全事件。 

 CISO 常常会受到网络安全的困扰，

因为： 

• 人工流程过多。根据 ESG 数据表明，安全人员通常宁愿事后补救，而不愿意采用更主动的策略或程

序来应对网络安全。此外，24% 的组织表明它们面临人工流程过多的挑战。借助事后补救及人工流

程，已不可能满足当今网络安全的风险管理和紧急响应需求。 

• 网络安全技能缺乏。ESG 数据还表明，24% 的组织面临缺乏网络安全专业人员的挑战，而 21% 的组

织表明它们缺乏正确的网络安全技能。在全球网络安全技能水平不足的情况下，这正是造成灾难的

原因。 

                                                      
1 来源：ESG 研究报告，“Network Security Trends in the Era of Cloud and Mobile Computing”（云及移动计算时代的网络安全趋势），

2014 年 8 月。 

http://www.esg-global.com/research-reports/network-security-trends-in-the-era-of-cloud-and-mobile-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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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安全挑战 

 
来源：Enterprise Strategy Group，2014 年。 

网络安全鸿沟 

CEO 和公司主管必须认识到，网络安全挑战是围绕网络安全风险管理的更重大问题的一部分。传统网络安全
基于技术孤岛和人工流程，且需要高级安全技能，已无法应对当今网络威胁的规模、种类和复杂性。相互独
立的解决方案包含有可被复杂攻击利用的盲点。这是为什么有很多企业遭遇安全漏洞的原因之一：黑客们能
轻易利用这些网络安全漏洞，躲过“雷达”绕开网络安全控制范围，从而危害 IT 资产。一旦黑客成功建立
攻击阵地，他们通常会一次隐匿长达数月。在隐匿期间。他们会穿梭于多个网络，访问业务关键系统，并最
终盗取敏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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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下列哪一项是您组织的最大网络安全挑战？  

（受访者比例，N=397，可选五项） 

在 IT 计划实施过程中，没有采取适当的网络安

全监督或控制 
 

由于网络安全策略和控制的实施必须覆盖许多

不同的安全和网络技术，导致其衔接性不够 
 

重叠控制和流程过多，容易导致出现问题 
 

安全人员忙于应付警报/事件，而没有足够时间

应对培训、计划或网络安全策略 
 

安全策略过于复杂，因此无法在当前的网络安

全流程和控制中得以执行 
 

独立工具过多 
 
 

缺乏足够的网络监控 
 

存在与网络和安全团队之间的工作关系相关的

问题 
 

缺乏专门负责网络安全的 IT 人员 
 

人工流程过多 
 

安全策略过于笼统，因而增加了过多 IT 风险 
 

安全/网络人员缺乏正确的网络安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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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CISO 倾向于借助增加网络安全技术、流程和人员，来应对网络安全威胁，但当今这种方法已不再

可行。简单来说，网络威胁的数量正在随着新技术和漏洞攻击技术的进步呈指数级增长。也就是说，增加网

络安全投资仅仅会略微提升安全防护水平，特别是面临前述的诸多运营挑战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便造成了网

络安全鸿沟，使 IT 风险与日剧增（见图 2）。 

图 2. 战术性网络安全造成了日益扩大的 IT 风险鸿沟 

 
来源：Enterprise Strategy Group，2014 年。 

 
企业需要注重威胁防护的集成网络安全架构 
大型组织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难题：企业网络必须是可用、可扩展的动态网络，且具有开放性，以适应当今的 
IT 和业务流程，但这种模式必然会显著增加网络安全风险。传统的网络安全控制已经不适用于这种流动性的 
IT 环境及多变的威胁形势。 

在此情况下，我们需要什么？ESG 认为，目前的网络安全需求需要的是一种全新的网络安全方法。以后，

CISO 在考虑网络安全时需要从涵盖边缘到核心再到云端的新架构模式入手。ESG  对集成网络安全架构的定

义如下： 

一种集成的网络安全硬件和软件系统，在该系统中，可在内部或扩展网络的任何一点上以实体或虚拟的形式
实施任何安全服务。网络安全架构还提供底层通信，使所有的安全服务和组件均可实时共享信息并作出响应，
从而精细调整安全控制、检测安全事件并补救受危害的系统。 

注重威胁防护的集成网络安全架构基于目前所用的相同类型的防火墙（下一代防火墙和标准防火墙）、

IDS/IPS 及其他安全技术。不过，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整个网络上的所有单个设备均可互相操作且会更为流畅

地进行协作，同时共享其遥测情报，藉此方式不间断地相互通知并更好地统一采取措施。此外，可将防火墙

或 IDS/IPS 等网络安全功能视作服务，并随时随地在整个局域网、公司数据中心或外部云供应商中进行一致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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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真正地实现集成、综合覆盖和可互操作性，注重威胁防御的集成网络安全架构必须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1. 集中式命令和控制。 
2. 分布式实施。 
3. 集成的有价值情报。 

集中式命令和控制 

与传统网络安全技术相关的一个主要挑战与管理和运营相关。每个网络安全设备均具有其自身的策略引擎、

调配、配置和报告，因而会由于运营管理成本和冗余任务而带来一些重大问题。此外，要想通过查看战术性

报告分类结果的方法通盘了解企业的安全状态极其困难  

为了缓解这些问题，集成网络安全架构必须从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集中式命令和控制开始： 

• 服务管理。对于网络安全服务的调配、配置和更改，必须进行集中管理，通过直观的 GUI 和工作流

引擎提供支持，并实现与其他 IT 运营工具的可互操作。举例来说，网络安全专业人员应具备从单个 
GUI 调配并配置防火墙规则、VLAN 及路由器/交换机 ACL 的能力。单此一点，便需要简化网络安全控

制、提升防护水平并简化网络安全运营。 

• 与服务器虚拟化与云协调的可互操作性。为 VMware、Hyper-V、OpenStack 或 AWS 配置虚拟工作负载

所需的高级工具需要通过适当的网络安全控制加以支持。借助集中式控制和命令，网络安全架构应可

提供适当的 API，以便保持快速调配、自助服务等云技术优势与适当网络安全防护层之间的一致性。 

• 监控和报告。除管理和运营功能外，集成网络安全架构还应提供集中式监控和报告功能，且这些功

能需与事件管理等活动保持一致。安全分析师应具备在报告之间相互转移或者快速关联多个报告的

能力，以获得网络安全状态更为准确和及时的视图。为了解决盲点问题，除实体网络安全设备外，

集中式监控和报告还应监控虚拟和基于云的控制。 

• 高级可视性。除了监控之外，安全分析师还需深入了解其所处环境，以便找出多途径威胁并查看网

络上有哪些用户、应用、内容和设备及其行为，从而实施高效的安全策略，加速威胁检测和响应。 

分布式实施 

借助集中式命令和控制，CISO 们可以创建全局安全策略，但这些策略仍需通过驻留于网络中各种安全服务

予以实施。为满足这一要求，集成网络安全架构还应能提供以下功能： 

• 支持任何位置的任何形式。必须确保网络安全服务在任何位置及对任何形式和任何组合的可用性。

这有助于安全团队向网段、流程、应用或特定用户组应用精细的网络安全策略。举例来说，零售公

司可组合使用实体网络安全控制与虚拟网络安全控制，以确保 POS 系统仅会通过防火墙、IDS/IPS 及
高级恶意软件检测工具的组合连接到特定的 IP 地址。或者，也可配置为：公司局域网用户采用与公

共网络中居家办公用户不同的访问策略。 

• 网络安全服务组合。网络安全架构必须执行 L2-7 任务，并支持局域网、WAN 或云端任何一点所有类

型的数据包过滤。此处所述的数据包过滤包含的范围很广，包括诸如病毒、蠕虫、DDoS 攻击、SPAM、

网络钓鱼、网站威胁、内容泄漏和应用层攻击等各种威胁的检测。借助多个形式及多个服务的组合，

有助于企业创建一流的分层次安全堆叠，且该堆叠可根据不同的网络流、用户组和移动化需求量身

定制，或进行快速调整，以应对新型威胁。 

• 网络和终端设备安全集成。在过去，网络和终端设备的安全通常由不同的安全组使用分散的流程和

工具进行管理，但在当前潜伏式威胁形势下，这种方式已不再可行。为了弥补这一鸿沟，网络安全

架构应在网络和终端设备防御控制与检测分析之间提供紧密的集成。举例来说，NGFW 和终端设备之

间的应用控制应保持一致，确保在用户通过公司局域网或全球远程公共网络连接到网络时保护敏感

资产。为了提升事件检测水平，应实现分析沙盒与终端设备代理的可互操作性，从而将异常的可疑

网络流量与异常的系统活动建立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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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的有价值情报 

尽管网站威胁防护设备、IDS/IPS 和防病毒网关等网络安全技术依赖于签名和来自云端的情报更新，但一旦
安全配置人员发生变化或写入新的网络连接拦截规则，便会使用到许多其他网络安全技术。或者，从一开始
便应将集成网络安全架构设计为“情报驱动”的架构，即： 

• 基于多样化数据来源。SIEM 系统通常基于日志事件执行安全分析，但网络安全架构可为分析提供丰
富的其他类型数据。这些数据包括 NetFlow 和全数据包捕捉等主要网络数据，但同时还包括有关终
端设备调查和分析、用户/设备访问模式及云应用审核的详细数据。一旦相互结合、关联并加以正确
分析，这些新数据便可帮助组织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并加快事件检测/响应速度。 

• 与云威胁情报集成。网络安全架构应扩展到云威胁情报，从而详细了解软件漏洞、恶意 IP 地址、恶
意 URL、已知 C&C 渠道、恶意文件、危害指示器 (IoC) 及快速变化的攻击模式等信息。 

• 为自动化为构建。最后，网络安全架构应充分利用内部和外部安全情报，从而帮助组织实现自动网
络安全防御。举例来说，数据中心的异常流量会触发自动防火墙规则，从而基于源 IP、端口、协议
和 DNS 活动等组合因素终止网络流。或者，一旦检测到恶意软件，网络会审核文件下载情况，并追
溯性地发现并补救已从特定 URL 下载了可疑文件的终端设备。诸如此类的自动补救活动能够持续改
善网络安全控制，且有助于实现安全调查的系统化，从而更快速地作出响应。 

总而言之，网络安全架构不仅应能应对现有挑战，还应能提供业务、IT 和安全优势（见表 1）。 

表 1. 网络安全架构的特性 

    网络安全架构的属性 详细信息 功能 好处 

集中式命令和控制 
服务管理、云/服务器虚

拟化协调可互操作性、

集中式监控和报告 

集中策略管理、调配、

配置管理、更改管理、

事件管理等 

简化安全运营、便于使

用，以及所有网络安全

要素之间的集中式可控

性和可视性（不论位置

或形式） 

分布式实施 

任何网络安全服务、任

何位置、任何形式、网

络和终端设备安全之间

的集成 

网络服务之间的协调、

安全策略实施至云端的

扩展 

为保护用户、设备和应

用而为各种使用案例量

身定制的分层次安全，

可根据新型威胁轻松加

强或修改 

集成的有价值情报 
包括内嵌云威胁情报在

内的多样化数据来源 

提供有关应用流量、网

络流量、终端设备活动

及“控制范围之外”新

威胁的精细信息 

允许安全团队基于实时

情报作出决策，并自动

为其提供补救流程 

来源：Enterprise Strategy Group，2014 年。 
 

思科网络安全架构：注重威胁防护的下一代防火墙 
尽管一直以来思科系统公司因其网络安全产品而广受赞誉，但该公司始终坚持提升其技术愿景，确保与不断
提升的企业需求及日益严峻的威胁形势保持同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思科在 2013 年作出了大胆举措，即
收购网络安全领域的创新公司 Sourcefire。 

尽管思科和 Sourcefire 的合并意味着强强联合，但若要实现两者的技术集成，从而形成前文所述的企业级网
络安全架构，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随着带 FirePOWER 服务的 Cisco ASA 宣布推出，表明此前的努力已经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通过 Cisco ASA 防火墙与 Sourcefire 的下一代 IPS 及高级恶意软件防护在单个设备中的结合，
思科目前可以提供一系列综合性的网络安全服务，从而实现： 

• 精细的应用可视性与可控性。与其他 NGFW 一样，思科可以检测并报告应用连接情况，并基于用户、
用户组、设备等应用精细的控制策略。目前，借助 FirePOWER，思科将可能扩展其应用在整个网络
中的可视性和可控性，并将这些功能与 TrustSec 及其身份服务引擎 (ISE) 等其他思科资产集成。 

http://www.c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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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网络和终端设备之间的以威胁为中心的防护 思科的网络安全架构包括使用用于网络防护的 
FirePOWER 的综合威胁防护和高级恶意软件检测/防御功能，以及用于终端设备安全覆盖的 FireAMP。
通过 FirePOWER NGIPS、基于信誉和类别的 URL 过滤及其范围广泛的威胁情报，威胁检测/防御将会

得到进一步增强。FireAMP 还可以跟踪终端设备活动，以进行整体分析。一旦发现新的恶意软件，

FireAMP 可以应用追溯性安全策略，识别并修复以往曾遭受该文件攻击的终端设备。最后，思科将 
IPS 事件、威胁情报及恶意软件事件结合一体，从而提供详细的 IoC，有助于安全团队提升安全调查

和补救流程或实现其自动化。 

• 结合端到端可视性的多种安全服务。目前，思科可为防火墙、应用控制、IDS/IPS、URL 过滤、高级恶

意软件检测/防御等，提供完整的实体和虚拟安全服务组合，藉此企业便可使用多种形式为用户、应

用、网段和网络流定制其分层次防护，并覆盖所有的网络位置。思科还可以在所有此类服务/位置之

间提供监控和可视性，从而消除盲点。 

• 影响评估。思科网络安全架构旨在将入侵事件关联到攻击可能对特定目标造成的影响。思科可通过

一系列五个不同的“影响标记”显示这种关联性。标记为 1 号的影响标记表示该事件对应于映射于

需要立即关注的特定主机的漏洞，而其他影响标记的优先级则较低。通过此方式，思科可帮助已不

堪重负的安全专业人员确定向何处投入其有限的资源，从而提升安全防护和运营效率。 

思科认为，通过 ASA 和 FirePOWER 的结合使用，可以提升在攻击前、中、后的整个攻击过程中提升安全性。

在“攻击前”阶段，思科的网络安全架构可用于发现网络资产，实施安全策略，并强化控制，以提升防护效

力。在“攻击中”阶段，ASA 和 FirePOWER 可用于检测（网络和终端设备上的）恶意/可疑活动，拦截网络

连接，从而实现整体网络防护。最后，思科的网络安全架构可帮助安全分析师确定漏洞的影响范围，修改控

制以便遏制漏洞，并利用调查分析数据加速补救流程，从而在“攻击后”阶段提升安全防护附加值。 

思科深知未来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已在其为期 12 到 18 个月的规划图中列出了许多附加的架构功能。思科还

认识到，许多 CISO 将会需要协助评估其当前的网络安全防御并制定构建网络安全架构的计划。思科拥有很

多特定的服务产品，可在这些领域为组织提供帮助。 

更重要的事实 
目前有很多已被广泛认可的网络安全事实： 

1. 由于虚拟化、移动化和云计算等因素，IT 变得日益复杂。 
2. 威胁形势日益严峻，且针对性攻击尤其难以防范、检测和补救。 
3. 传统网络安全防御的效力已大不如前。 
4. 许多组织在一个或多个领域缺乏网络安全技能。 

整体而言，本文勾勒出了一份极为严峻的形势图，即网络安全风险将会日益增加。 

正如 Albert Einstein 曾经所说，“精神错乱的定义是不断重复地做同一件事件，并期望得出不同的结果。”

这的确是明智的忠告，但这也正是许多 CISO 在应对网络安全问题时的真实写照。业务、IT 和安全领导人应

认识到迎接他们的将是一场必败之战，现实正是如此。网络犯罪正在使用新型的攻击型武器和战术，因此企

业在应对这些攻击时，必须采用新型的防御帮助自身提升防护、检测和响应效率。 

ESG 认为，依靠对传统网络安全防御进行不断的战术性修改，是无法实现这些功能增强的。相反，企业需要

以更具战略性的改革勇于向前，即端到端的集成网络安全架构。思科与 Sourcefire 在 2013 年的强强联合，已

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令人振奋的可能性。目前，思科已将最佳的 ASA 防火墙、FirePOWER NGIPS、高级恶意软

件防护及其收集的威胁情报集成一体，而凭借集成网络安全架构，思科还将可能开创另一个思科领导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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