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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 

爆发过滤器 

使用新工具和更多侦查手段的鱼叉式网络钓鱼和针对性攻击越来越多。Cisco IronPort™ 
爆发过滤器旨在对抗更聪明的攻击者和更厉害的攻击手段。本白皮书概述了这些攻击的

各种形式，以及 Cisco IronPort 爆发过滤器的概念及其工作方式和配置选项。 

一个转折点 
2010 年下半年，垃圾邮件数量首次出现下降趋势。自 2010 年 10 月以来，许多猖獗的垃圾邮件和僵尸网络被关闭。 

这些拘捕行动，加上用于发送威胁的僵尸网络命令和控制基础设施的关闭，使得垃圾邮件数量显著降低。尽管现在

仍有系统在发送大量垃圾邮件，但它们的攻击手段有了明显变化。如今，除了发送大批量垃圾邮件外，攻击者也在

越来越多地发送精心设计的有针对性的攻击邮件，试图避开反垃圾邮件安全系统。 

防范针对性攻击 
过去，垃圾邮件很容易识别，因为那时的垃圾邮件会有很多语法、拼写和标点符号方面的错误，而且使用形式化语

言。如今，攻击者会美化整个邮件的语言和内容，让真正的邮件和垃圾邮件更加难以区分。 

从全球来看，在组织面临的入站垃圾邮件攻击当中，针对性攻击所占的比例低于 1%。这些攻击分为以下两类： 

● 高级持续性威胁 (APT)：此类邮件是试图长时间地侵入组织网络的更大范围攻击的一部分。 

● 鱼叉式网络钓鱼和网络捕鲸：此类邮件针对特定个人，试图窃取钱财或信息。例如，对某组织的帐款支付部

门发动针对性攻击，试图安装可窃取该组织的银行信息的软件。 

针对性攻击使用可轻易从社交网站（如 Facebook 和 LinkedIn）获得的数据。攻击者会在邮件中包含城市名称或攻

击目标名称，或者将邮件伪装成来自朋友或生意伙伴的邮件，以此提高成功的几率。攻击者知道，安全链最薄弱的

环节是普通最终用户；他们还知道，社会工程可为他们提供最大的回报。 

防范针对性攻击需要多方面配合。Cisco IronPort 爆发过滤器技术通过结合使用以下手段来应对这一挑战：有关“恶

意”邮件发件人的 Cisco IronPort SenderBase® 信息，思科安全设备收集的 Cisco SensorBase™ 信息，以及 Outbreak 
Intelligence（思科通过收购 ScanSafe 获得了这种 Web 扫描技术）。Cisco IronPort 爆发过滤器使用改进的规则集对邮

件进行检测，使用动态隔离策略将可疑邮件隔离出来进行重新扫描，并使用 Outbreak Intelligence 来扫描可疑 URL。 

爆发过滤器如何工作？ 
Cisco IronPort 爆发过滤器以 Cisco IronPort 病毒爆发过滤器为基础并进行了改进。与其前代产品一样，Cisco 
IronPort 爆发过滤器可保护系统免受新爆发的病毒及通过附件发送的其他恶意软件的攻击，但它将技术提升到了一个

新高度，可在用户打开 URL 时进行扫描并实时处理，从而拦截恶意网站。此外，此过滤器会将有关这些网站的数据

发送到思科安全智能运营中心 (SIO)，以保护采用了 SensorBase 技术的思科安全产品（包括思科防火墙、网络安全

产品和入侵防御产品）的所有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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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isco IronPort 爆发过滤器简要工作流程 

 

1. 爆发过滤器扫描传入邮件。改进的规则集将该邮件确定为潜在的网络钓鱼或针对性攻击邮件，并按照设备

上配置的方式处理该邮件。默认情况下，会在邮件文本开头添加一则免责声明，指出该邮件为网络钓鱼邮

件，并重写邮件包含的 URL。 

2. 包含经过重写的 URL 的邮件发送到用户的收件箱。 

3. 如果打开这个经过重写的邮件链接，用户会被转到一个公共代理。该代理会在云中拦截网页内容，并使用

来自 ScanSafe 的 Outbreak Intelligence 对这些内容进行实时扫描。 

4. 如果在网页上检测到恶意软件，过滤器会向用户发送一封有关网页被拦截的邮件，而有关该 URL 的信息会

从 ScanSafe 系统返回给思科安全智能运营中心。否则，过滤器会向用户提供两种选择：通过该代理浏览网

页，或者直接转到该网站。 

我们基于云的网络安全产品（每天扫描超过 70 亿个网络请求）也使用这种 ScanSafe 技术。它结合使用深度内容分

析、结构化内容调查和虚拟化脚本仿真，可以扫描出请求的网页上的多种恶意软件（在另一节中介绍）。 

爆发过滤器使用 Cisco IronPort 网络安全设备及 Cisco ScanSafe 所采用的遥感勘测技术。但是，客户不需要有 
IronPort 网络安全设备或 ScanSafe 亦可使用爆发过滤器。现有病毒爆发过滤器客户只需升级到 Cisco IronPort 
AsyncOS® 7.5 或更高版本，即可使用这款新推出的爆发过滤器。 

深入了解 

图 2.   深入了解通过爆发过滤器的邮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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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封邮件进入组织网络，Cisco IronPort AntiSpam 使用思科安全智能运营中心发布的最新规则集和启发式

攻击检测策略对其进行扫描。 

2. 如果规则集确定该邮件是潜在攻击，将会向该邮件分配一个动态的隔离期限值或固定的隔离时间。 

3. 隔离达到这个指定时间或配置的最大时限后，会取消对该邮件的隔离，IronPort AntiSpam 引擎会使用最新

的规则集对其进行重新扫描。 

4. 更新后的规则可能会确认该邮件为垃圾邮件，需要根据配置的策略进行处理。 

5. 如果认定邮件是安全的，会按原样将它发送到邮箱。 

6. 如果认定邮件存在潜在威胁，会先根据配置对邮件进行处理（例如：重写 URL、添加邮件正文文本前缀和

添加主题行前缀），再将它发送到用户的收件箱。 

用户打开修改后的可疑 URL 时，将被重新定向到云，而该 URL 将要接受验证。验证完成后，网页被调出并使用来

自 ScanSafe 的 Outbreak Intelligence 进行实时扫描。如果网页是恶意网页，过滤器会将其拦截，并通知用户该网页

包含恶意软件。图 3 展示了一个通知示例。 

图 3.   网页拦截通知示例 

 

有关如何处理可疑 URL 的详细信息将返回给思科安全智能运营中心。思科安全智能运营中心会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

然后将其添加到 IronPort AntiSpam 的更新中，这些更新会拦截所有正等待解除隔离的相关邮件。 

注：反垃圾邮件引擎会不断重新扫描被隔离的邮件。 

用户体验 
用户一般会收到一封这样的邮件：默认情况下带有主题行前缀，且正文包含警告消息和经过重写的 URL。如果用户

点击经过重写的 URL 并在浏览器中打开它，用户将会连接到公共 Web 代理。如果网页包含恶意内容，只会弹出拦

截页面。如果网页包含可疑文件，将会出现警告屏幕，询问用户是否要下载该文件。此外，如果网页看似不包含恶

意软件但仍可疑，用户可以通过代理打开该网页以确保安全，也可以直接转到该网站。 

在任何情况下，用户连接到代理服务器时，浏览器都会发出提示。 

爆发过滤器的组件 
爆发过滤器由以下各部分组成：Cisco IronPort AntiSpam 规则集、Cisco SIO 改进的规则集、Cisco IronPort 
AntiSpam URL 重写、Cisco IronPort 邮件安全设备针对性攻击启发式检测策略，以及用于拦截恶意网页内容的 
Cisco ScanSafe 技术。 

Cisco SIO 规则集是标准的 Cisco IronPort AntiSpam 更新，这些更新用于过滤传入的一般垃圾邮件或者应该拦截或

隔离的攻击邮件。这些规则集包括来自之前被爆发过滤器拦截的 URL 的反馈，用于对即将被解除隔离的邮件进行重

新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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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攻击启发式检测策略结合使用从 SenderBase 和安全设备获得的情报，以及从已知攻击获得的情报。这些情

报被用于评估每封邮件的各个方面（例如 URL、标题和正文），以识别邮件中的威胁。这些启发式检测策略与其他

爆发过滤器规则配合使用，以确定邮件是否是针对性威胁。 

重写 URL 是 Cisco IronPort AntiSpam 引擎的工作。经过重写的 URL 将包含公共互联网上代理的 URL、用于对代理

请求进行身份验证的哈希以及原始 URL。例如，如果 UR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CARADb9asE 在邮

件中被重写，它最后可能会变成 http://secure-
web.cisco.com/auth=11vKpmpe8R7CLj6iG0cbr40VY5yOTR&url=http%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
3Fv%3DFCARADb9asE 。这样，访问请求就会流经代理，让网页内容接受 Cisco ScanSafe 的扫描。 

深度内容分析是三个用于查找并拦截恶意网页内容的 Cisco ScanSafe 流程中的第一个。它会对内容进行检查，指出

其中的恶意企图。具体做法是，将内容与已知的“正常”统计模型（通过 AI 学习保持该模型的准确性）进行比较。

例如，动画 GIF 是否只有一个帧？图像文件是否包含可执行代码或其他异常内容？ 

结构化内容调查流程会检查内容的结构，再次查找潜在风险迹象。例如，根据 Cisco SIO 分析过的内容，可以确定

某个内容模糊、可执行的新文件是恶意文件的概率超过 95%。具体做法是，使用多种专有扫描引擎（又称为 scanlet）
对网页内容进行扫描，例如信誉 scanlet、Flash scanlet、Java scanlet、PDF scanlet、存档 scanlet、可执行文件 
scanlet、文件异常 scanlet，等等。这些 scanlet 并行运行以确保高性能。 

第三个流程是虚拟化脚本仿真，这个流程对脚本等动态内容尤其重要。让脚本在云基础设施中运行可以监控恶意行

为，例如隐藏的重新定向，或试图编辑计算机的用户设置的“路过式”下载。如果检测到恶意行为，脚本将被拦

截，无法传输到用户。 

事实证明，上述 Cisco ScanSafe 的 Web 组件可准确识别并拦截零日恶意软件（占被拦截恶意软件的 25% 以上）。 

爆发过滤器检测什么？ 
Cisco IronPort 爆发过滤器检测的内容分为四类：恶意软件、网络钓鱼、诈骗（可检测 20 多种不同的诈骗）和感染

病毒的邮件。下面列出了爆发过滤器可检测的部分攻击类型： 

● 网络钓鱼 

● 慈善 

● 国外盗取 

● 研讨会 

● 遗产 

● 财务 URL 

● 虚假交易 

● 银行转账 

● 虚假现金支票 

● 钱骡 

● Craigslist 网站 

● 贷款 

● 金融电话 

● 更多内容 

以上列表会不断变化，以反映攻击者用于欺骗用户打开 URL 和/或附件的最新手段。 

爆发过滤器的其中一项设置允许系统在邮件正文开头添加有关邮件性质的信息，以及在主题行中加入相关信息（图 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CARADb9asE
http://secure-web.cisco.com/auth=11vKpmpe8R7CLj6iG0cbr40VY5yOTR&url=http%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FCARADb9asE
http://secure-web.cisco.com/auth=11vKpmpe8R7CLj6iG0cbr40VY5yOTR&url=http%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FCARADb9asE
http://secure-web.cisco.com/auth=11vKpmpe8R7CLj6iG0cbr40VY5yOTR&url=http%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FCARADb9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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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主题的修改和正文 

 

定制通知 
如果组织策略要求向用户发送特定消息，可通过免责声明模板类的文本资源配置一段定制文本消息。这种文本资源

可以使用任何现有的通知变量或以下四个新变量中的任何一个，以及组织策略要求的定制文本： 

● $threat_category 

● $threat_type 

● $threat_description 

● $threat_level 

配置后，可使用“预览文本”选项来查看配置好的免责声明在用户端的显示效果。 

故障排除 
借助 Cisco IronPort 爆发过滤器，可轻松进行故障排除。过滤器会向 message_logs 日志订阅添加一行内容。这些日

志可通过 CLI 获取、通过 GUI 下载，也可以从设备导出到企业日志系统。 

下面是关于被视为威胁的邮件的一个日志条目示例： 

 

Cisco IronPort 爆发过滤器使用自身的隔离区，此隔离区独立于邮件可能被搁置不管的反垃圾邮件或 DLP 隔离策略

区。对于认定为误报的邮件，用户可以手动解除隔离，同时选择是否将这些邮件的副本发送给思科进行检查。 

用户或管理员可将邮件作为附件转发到 outbreaks@ironport.com 或 phish@access.ironport.com ，轻松报告遗漏的

病毒攻击，还可以将误报作为附件转发到 ham@access.ironport.com 。请注意，Entourage 和 Microsoft Outlook 在
转发时都不会保留未经修改的邮件标题。Microsoft Outlook 用户应安装 Spam 和 Encryption Flag 插件软件（可从 
Cisco IronPort 获得），该软件会正确地转发邮件以供处理。 

mailto:outbreaks@ironport.com
mailto:phish@access.ironport.com
mailto:ham@access.iron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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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试图通过篡改 URL 来使用其他网站的代理，访问将会失败。经过重写的 URL 包含用于将其识别为有效 
URL 的哈希；如果 URL 改变，用户将会收到来自代理的错误消息（图 5）。 

图 5.   因 URL 被修改而产生的错误消息 

 

Cisco IronPort 爆发过滤器结合了 Cisco IronPort 和 ScanSafe 技术的优势，可出色防御小批量出现的针对性攻击。

有关详情，请联系您当地的思科销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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