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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 

使用思科爆发过滤器检测并拦截针对性攻击和零日
威胁 

基于邮件的病毒爆发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此类病毒爆发可能会耗尽有限的 IT 资源，并在短时间内导致整个系统

崩溃。模拟病毒之所以在 IT 领域普遍使用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无论病毒是区域性爆发还是全面大规模爆发，一旦它

进入到系统，就可能迅速扩散，导致系统崩溃。 

什么是病毒爆发？ 
在每天发生的基于邮件的攻击中，符合以下条件的即可视为病毒爆发：  

1. 存在新的恶意攻击配置文件（或现有已知攻击的新变种） 

2. 可能造成中等程度至严重程度的损失 

3. 分布范围广（从多种资源识别到多个实例） 
 

如果基于邮件的攻击符合上述条件，思科威胁防御运营中心 (TOC) 会调查相关事件，并发布病毒爆发规则以保护我

们的客户。 

IT 病毒爆发的代价 
虽然 IT 领域发生病毒爆发已不再会成为头条新闻（像当初“爱虫”病毒和“美丽莎”病毒出现时那样），但仍会造

成重大损失，而且其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高。随着恶意软件大幅进化，加上零日攻击在更短时间内利用漏洞的趋势，

一些孤立的小事件也曾变为快速蔓延的病毒爆发。 

● 史上十大计算机病毒 

● 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十大计算机蠕虫和病毒，2010 年 10 月 12 日 

● 历史上代价最高昂的十大计算机病毒，2012 年 5 月 29 日 

病毒爆发防御最佳实践 
IT 的安全程度可能是决定系统安全与否的关键。流行病学组织已针对病毒爆发调查制定了一套推荐实践，通常包括

以下步骤： 

1. 验证诊断结果，并确定是否存在病毒爆发。 

2. 确定病毒爆发的蔓延范围。 

3. 制定并实施控制和预防系统。 
 

IT 标准委员也提出了类似的推荐措施。在如今充满动态威胁的复杂形势下，维护企业安全不仅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还应采取多层防御措施。这种防御措施应包含能够实时保护网络、数据和最终用户免受各种已知和新兴威胁的情景

感知型智能安全解决方案。 

 

 

http://computer.howstuffworks.com/worst-computer-viruses.htm
http://wildammo.com/2010/10/12/10-most-destructive-computer-worms-and-viruses-ever/
http://www.investopedia.com/financial-edge/0512/10-of-the-most-costly-computer-viruses-of-all-ti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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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攻击是当今企业最关注的安全问题之一。思科安全智能运营中心 (SIO) 发现，这类难以检测的攻击（即针对性攻

击，包括高级持续性威胁 [APT] 和鱼叉式网络钓鱼）越来越普遍，其影响也越来越大。思科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针对

性攻击感染所造成的总损失每年超过 12 亿美元。1 大多数组织都是在受到攻击，开始蒙受损失后才发现此类攻击。 

很多网络犯罪分子的目标（无论他们发起攻击的惯用手段是什么）是窃取数据以谋求利益：他们要么自己使用这些

数据，要么将这些数据出售给第三方。成为窃取目标的数据从银行凭证，到知识产权乃至患者健康信息，无所不

有。此外，企业如今生成、存储和收集的“大数据”通常包含大量高价值信息，野心勃勃的犯罪分子会利用恶意软

件并越来越多地通过针对性攻击不断暗中收集这些信息。 

作为思科邮件安全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思科爆发过滤器会评估入站和出站邮件存在的威胁。我们的病毒过滤器是业

界首个定制的引擎，它利用优化的规则集和动态隔离功能专用于拦截针对性邮件攻击。本白皮书对使用该解决方案

来抵御以邮件为目标的病毒爆发的最佳实践进行了考查。 

实时识别并拦截威胁  
思科增强了网关的威胁防御功能。在思科邮件安全解决方案中，思科爆发过滤器通过云与 Cisco SIO 协同工作， 
识别并拦截以邮件为目标的威胁。 

系统会使用多个基于特征码的反恶意软件扫描引擎和多个启发式检测引擎来实时扫描所有入站和出站网站流量， 
以确定是否存在新的和已知的网络恶意软件。此智能功能与基于特征码的传统反病毒方法有很大不同，它以人工智

能 (AI) 为基础，使用每天发现的数十亿个网络请求来辨明“正常”和“恶意”的网站流量。这种智能意味着无需等

待特征码更新即可拦截恶意软件，并有效消除了零日威胁出现的机会。 

图 1.   零日恶意软件架构 

 
 
 
 

                                                 
1 “Email Attacks: This Time It’s Personal”（电子邮件攻击：如今已演变为针对个人的攻击），思科，2011 年：
http://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vpndevc/ps10128/ps10339/ps10354/targeted_attacks.pdf 

http://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vpndevc/ps10128/ps10339/ps10354/targeted_attack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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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当最终用户访问某个网页时，Cisco SIO 中的智能系统会将该网页解析为不同的组成部分，如 HTML、
脚本、Flash 和 PDF。当所有网络内容都经过多个反病毒引擎扫描，证明不存在已知威胁后，系统会再次对“干净

的”流量进行实时分析，以识别并拦截零日威胁。该系统使用“scanlet”，通过以下三种旨在准确检测零日恶意软

件的方法同时扫描每项内容：深度内容分析、结构化内容调查和虚拟化脚本仿真。 

● 深度内容分析对内容进行检查，以识别恶意意图。在这个过程中，系统会将内容与已知的“正常”统计模型

（其准确性通过 AI 学习加以保证）进行比较。例如，动画 GIF 是否只有一帧？图像文件是否包含可执行代码

或其他异常内容？ 

● 结构化内容调查检查内容的结构，以查找潜在风险的迹象。例如，根据 Cisco SIO 分析的内容可断定，某个

包含混淆代码的新可执行文件是恶意文件的可能性为 95%。在这个过程中，系统会使用各种 scanl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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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页内容进行扫描，以确定内容是否具有恶意意图。为确保提供高性能，这些 scanlet 会同时运行。 

● 虚拟化脚本仿真对检查动态网页内容（如脚本）极为重要。在思科爆发过滤器的云基础设施内部运行脚本可

以监控恶意行为，例如隐藏的重新定向，或者试图更改计算机中的用户设置的“路过式”下载。如果检测到

恶意行为，脚本会被拦截，并禁止传输给最终用户。 

思科爆发过滤器：预先防范针对性攻击 
虽然垃圾邮件呈下降趋势，但针对性邮件攻击却日益猖獗。Cisco SIO 调查显示，从 2010 年 8 月到 2011 年 11 
月，日均垃圾邮件数量从 3790 多亿减少至 1240 亿左右，达到 2007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 垃圾邮件数量减少的一

个主要原因是一些主要僵尸网络（如 Bredolab 和 Rustock）遭到查封。 

但是，在一些最大的僵尸网络遭到查封之前，很多网络犯罪分子已开始寻找更多资源来开发和发起针对性攻击，而不

再进行单纯的群发垃圾邮件活动。原因：针对性诈骗只需收件人回复一次即可视为获得成功，而群发垃圾邮件活动必

须获得更高的回复率才能成功。针对性攻击主要通过电子邮件发起。从全球来看，在组织遇到的入站垃圾邮件攻击

中，针对性攻击所占的比例不足 1%，但是这种攻击的成功率非常高，即便是高度警惕的用户也可能成为受害者。 

针对性攻击分为以下两类： 

● 高级持续性威胁 (APT)：此类邮件作为更广泛攻击的一部分发送，试图花费更多时间来侵入组织网络。 

● 鱼叉式网络钓鱼和网络捕鲸：此类邮件针对特定个人，试图窃取金钱或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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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性攻击会使用可以轻松收集到的数据，例如从公司网站和社交网站（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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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户名，或者将邮件伪装成来自朋友或业务伙伴，以此提高成功

的几率。他们知道，安全链最薄弱的环节是普通最终用户，而且社交工程可为他们带来最大程度的回报。 

思科爆发过滤器通过以下功能帮助企业检测并拦截针对性攻击： 

● 高级规则集：Cisco SIO 威胁研究人员管理着一套全面的针对性攻击启发式检测策略；他们已掌握了全球最

大规模的真实针对性攻击相关情报，并对其进行了研究，以了解这些攻击的主要模式和共同特点。这让思科

能够创建并改进规则，以便更准确地在第一时间识别前所未见的威胁。针对性攻击启发式检测策略可将从 
Cisco SenderBase 和安全设备获取的情报与已知攻击中的内容结合在一起。这些情报将用于对每封邮件的各

个组成部分进行评估（例如 URL、标题和正文），以确定邮件中的威胁。这些启发式检测策略会与其他思科

爆发过滤器规则配合使用，以确定邮件是否为针对性威胁。 

● 动态隔离：思科使用动态隔离来即时隔离可疑邮件。思科爆发过滤器会不断重新评估已隔离的邮件。 

                                                 
2 思科 2011 年度安全报告，思科，2011 年：

http://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vpndevc/security_annual_report_2011.pdf。 

http://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vpndevc/security_annual_report_20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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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 SIO：通过云使用 Cisco SIO，邮件中的可疑链接被重写，这些链接变为指向基于云的系统，从而获得

更深入的检测和分析。（例如：http://www.threatlink.com 将变为 http://secure-web.cisco.com/auth=X& 
URL=www.threatlink.com 。）用户点击链接后，动态网络内容会在思科的虚拟化环境中运行，并在该环境中

接受扫描，以确定是否存在恶意数据。此服务由许多内容分析 scanlet 组成，这些 scanlet 会分析网页中包含

的每一项内容，包括图像、文件、脚本和混淆代码。所有内容都将经过结构化分析和行为分析，以确定是否

存在恶意软件。如果确定存在恶意软件，受感染的特定内容将被拦截，而安全的内容可继续传送至最终用

户。通过重写 URL，使其指向思科爆发过滤器接受扫描，可保证无论用户使用何种设备（笔记本电脑、智能

手机、平板电脑等）访问该链接都能获得保护。 

图 2.   使用 Cisco Outbreak Intelligence 的思科爆发过滤器的简要工作流程 

 
 

图 2 展示了思科爆发过滤器的基本工作流程。 

1. 思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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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的方法处理该邮件。默认情况下，系统会在邮件正文开头添加一条声明，指出该邮件为网络钓鱼邮件，同

时也会重写该邮件包含的 URL。 

2. 包含经过重写的 URL 的邮件发送到用户的收件箱。 

3. 如果打开邮件中经过重写的链接，用户会转到一个公共代理，该代理会实时拦截网页内容并在云中对这些内容

进行扫描。 

4. 如果在网页上检测到恶意软件，该代理会向用户显示一条有关网页被拦截的消息，而且该 URL 的相关信息会通

过思科爆发过滤器系统回传至思科安全智能运营中心。如果未检测到恶意软件，该代理会向用户提供两种选择：

(1) 通过该代理浏览网页；或 (2) 直接转到相关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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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过滤器可以检测哪些威胁？ 
思科爆发过滤器检测的内容分为四类：恶意软件、网络钓鱼、诈骗和感染病毒的邮件。该过滤器可检测 20 多种不同

的常见诈骗。下面列出了思科爆发过滤器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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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银行转帐 

● 虚假现金支票 

● 钱骡 

● 贷款 

● 金融电话 

● 虚假交易 
 

网络犯罪分子会不断变化新的手段以企图使用户点击 URL 和/或邮件附件，因此，以上的攻击类型列表也会随之进行

更新。 

主动的多层安全方法 
新威胁不断涌现，每个月检测到的新型恶意软件多达数千种。如今，攻击变得更有针对性，并且会利用多种恶意软

件变种，导致反恶意软件供应商越来越难以获得每种新型恶意软件的样本来进行特征码开发。以邮件为目标的威胁

更难检测，因为它们发送量小，而且包含未识别或未分类的自定义 URL。这些趋势迫使企业需要采用更加主动的多

层方法来保护其网络、数据和最终用户。 

思科爆发过滤器旨在帮助企业防御通过邮件或网络传送的威胁。思科结合使用多种相关的检测技术、自动化机器学

习启发式检测策略以及业界最大的网络数据集，打造能够最有效地防御各种新型和已知网络恶意软件的解决方案。

该系统每天可分析数太字节 (TB) 的网络代码，并编译了一个可追溯到 2004 年的专有网络数据集。思科爆发过滤器

会动态隔离可疑的邮件，并使用 Cisco Outbreak Intelligence 检查 URL 的安全性，从而抵御针对性攻击。 

思科爆发过滤器连接到思科安全智能运营中心 (Cisco SIO)，该中心是全球最大的基于云的安全生态系统，可提供早

期警告情报、威胁和漏洞分析，以及经验证的思科迁移解决方案，帮助保护网络免受当今最复杂的威胁。 

为什么选择思科？ 
安全对于网络比以前更关键。由于威胁和风险持续存在，再加上对机密信息和控制的顾虑，对于提供业务连续性、

保护宝贵信息、维护品牌声誉以及采用新技术而言，安全性是必不可少的。安全的网络可使您的员工获得移动性，

并可安全地连接至正确的信息。它还能让客户和合作伙伴更轻松地与您开展业务。 

没有组织能像思科一样如此深刻理解网络安全。我们的市场领先地位、无与伦比的威胁保护和预防、创新的产品以

及持久性，令我们成为满足您安全需求的最佳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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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详情 
要了解在整个企业安全策略中使用 Cisco Outbreak Intelligence 或思科爆发过滤器的优势，最好的方法是参加思科邮

件安全解决方案“先试后买”(Try Before You Buy) 计划。要获得具有全部功能的评估设备，以便在您的网络中进行

测试（可免费试用 30 天），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emailsecur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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