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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 

思科企业网络安全解决方案让您的防御能力倍增 

5 个步骤帮助您保护网络 

网络掌握着保护业务的关键 
您想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坏消息：您的网络可能已经被感染。在一份对大型跨国企业的分析中，Cisco® 安全服务团队发现这些企业的网络中

出现大量的恶意流量。这有何益处？根据思科 2014 年度安全报告显示，在思科团队分析的所有企业网络中，都有流

量流向包含恶意软件的网站。受移动性、云和物联网 (IoT) 趋势的影响，企业受攻击面日益扩大。同时，入侵行为的

工业化也在催生复杂且难以检测的威胁。而许多企业仍然依赖缓慢且复杂的缓解流程。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给企

业带来严峻问题。 

好消息：您可以为此做些什么。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网络防御工具，可以帮助您保护网络上的入侵点，甚至防御最高

级的威胁，并从根本上提高您检测和缓解威胁的能力。那么真正的好消息是什么呢？其中的许多防御工具已在您部

署的思科网络中提供。所以，您可以保护您的知识产权、客户和财务数据以及您的声誉，同时减少保护企业的复杂

度和时间。 

准备了解更多信息？继续阅读。 

日益增长的威胁 
安全分析师常说，问题不是您会不会被攻击，而是何时受攻击。今天的现实情况更令人担忧：我们不再担心网络何

时会成为攻击目标。因为您的企业随时都会遭受攻击。根据“思科 2014 年度安全报告”，从去年 2013 年威胁警报

增长了 14%，其中大多数都是新型威胁，不是更新威胁。尽管企业做了最大努力，但是每年依然会有数百万条记录

从大型企业和公共部门网络丢失。 

去年，思科安全服务团队与数百家企业合作，这其中就包括世界 500 强企业。他们都是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投入

数百万美元和无数的时间来保护网络。每天，思科安全服务团队拦截 8000 万个恶意网站的网络请求，检测出 
50,000 次网络入侵。 

企业受攻击面日益扩大 
恶意威胁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而企业中的潜在入侵点的数量增长速度甚至更快。现在网络中的终端和攻击比十年

前多了许多，大量数据并不在企业的掌控范围内。 

据思科分析师称，现在近 80% 的 美国白领员工在工作中使用移动设备，到 2017 年，全球一半以上的 IP 流量都将

是移动流量。每台新设备，尤其是您不能完全掌控的设备，都是潜在的攻击目标。 

您的数据和应用也是如此，现在越来越多的数据和应用托管在云中。思科全球云指数预测，到 2017 年，全球云流量

将会增加三倍，企业每年的云工作负载量将会增加 44%。 

IoT 兴起后，情况只会变得更加复杂。思科预测，到 2020 年将会有 500 亿个智能对象与全球网络相连，它们中的任

意一个都有可能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或以后被攻击的潜在发射台。 

http://www.cisco.com/web/offers/lp/2014-annual-security-repor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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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复杂、更难以检测的威胁 
由于攻击者变得更加老练，且根基雄厚，因此威胁的危害性更高。如果您关注攻击的发展史，就会发现威胁是如何

从相对容易控制的病毒发展到更加高级的蠕虫和木马，再到复杂的间谍软件，以至于发展到今天的高级持续性威胁 
(APT)。 

今天，网络犯罪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目前，首先从不太复杂的网络钓鱼攻击尝试开始的威胁包括来自市值数十

亿美元的犯罪集团的攻击即服务产品。这些网络犯罪分子创建极具针对性的恶意软件，此类恶意软件基于犯罪分子

对您的网络和业务实践进行广泛监视，生成专门针对特定漏洞的攻击。这些犯罪分子往往比您还要了解您的网络。

它们包括 APT，这种威胁可在您的网络上停留数月，收集有关您的网络、设备和用户的数据，从您的环境中的任意

地方发动攻击。 

缓慢且复杂的缓解流程 
随着网络和应用环境的复杂性日益增加，安全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您要处理更多的网络终端、企业内部和外部的

应用通信，以及来自多个供应商的通常彼此不通信且需要单独的管理和缓解流程的安全系统。其结果是，即使您增

加更多层的防御以与攻击者保持同步，您的威胁回应也会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复杂。 

Verizon 的 2014 数据泄露调查报告显示，近 90% 的数据恶意泄露只需要数分钟就能对资产造成危害。据 Ponemon 
Institute 称，平均需要 80 天才能发现攻击，而解决它则需要 123 天。 

这些威胁并不是假想的，它们已经发生过。在过去几年里，大约发生了近 3000 件确认有数据丢失的企业数据泄露事

件，这其中包括： 

● 1 亿多条信用卡和个人信息记录由于零售业的销售终端 (POS) 系统受到攻击而被盗取。 

● 数千万个电子商务用户帐号被攻击 

● 数百万条客户电子邮件记录由于网络钓鱼攻击而被盗取，还有云和应用服务供应商成为攻击目标 

您对您的企业安全有多大信心？ 

采用信息安全的网络方法 
尽管各种各样的恶意威胁、安全系统和设备都存在通往企业的潜在入口点，但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通过

网络运营和通信。这个共同点正好解释了企业基础设施为何是监控和保护企业的最佳平台。网络不能替代各种安全

系统，例如恶意软件防护、边界安全以及安全策略和程序，但可以补充和支持它们进一步保护您的客户和数据。 

思科提供广泛的功能组合来提高整个攻击过程的防御能力（图 1）： 

● 攻击前：将网络用作传感器和检测器，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环境，从而检测未被发现的情况并了解正常

状态 

● 攻击中：将网络用作传感器和执行器，包含攻击并帮助阻止到敏感资源的访问 

● 攻击后：将网络用作传感器和执行器，通过新的软件定义网络 (SDN) 功能实现威胁回应的自动化，并在大型

企业网络中实现近乎实时的基础设施更新，从而缩短威胁防御和缓解时间 

http://www.verizonenterprise.com/DBIR/2014/
http://www.ponemon.org/local/upload/file/Post%20Breach%20Boom%20V7.pdf
http://www.ponemon.org/local/upload/file/Post%20Breach%20Boom%20V7.pdf
http://www.ponemon.org/local/upload/file/Post%20Breach%20Boom%20V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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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 1.   利用网络进行威胁防御 

 

利用 Cisco ACI 将安全意图转化为网络措施 
现代企业安全策略的情况是，进一步使企业执行安全策略和快速响应威胁的能力复杂化。以往，策略一直都是基于

基础设施，即，定义并执行哪些用户和设备可以与哪些资产、IP 地址和网段连接所依据的规则。但是，虚拟资源、

云应用和员工设备的爆炸式增长，使得企业网络变得更加复杂。为了使安全性能跟得上这些变化，企业策略架构必

须更加智能，更加快速。 

思科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设施 (ACI) 是现代企业的一种新策略模式。它提供常用的、基于策略的集中式运营模式，此

模式可从数据中心扩展到整个企业网络。您可以使用 Cisco ACI 更快、更有效地定义和执行安全策略。 

Cisco ACI 根据应用配置文件集中并自动化策略。您可以根据应用和用户定义安全策略，而不受特定网段、IP 地址或

连接方法的约束。使用通过思科应用策略基础设施控制器 (APIC) 企业模块提供的全新网络可编程性功能，您可以使

用 Cisco ACI 一次性集中执行安全配置更改和威胁回应措施。然后，Cisco APIC 企业模块在整个网络中传播上述内

容并在各处自动执行。这样，Cisco ACI 就可以帮助您将安全策略与复杂的、现实中的业务运营网络环境保持一致，

从而显著提升威胁缓解能力。 

思科提供广泛的最新安全功能组合，从而可在攻击前、攻击中和攻击后保护您的企业。通过使用这些功能，您可以

将网络用作： 

● 传感器：识别可能无法发现的恶意流量、违反策略行为和受攻击设备，检测未被发现的情况并了解正常

状态。 

● 执行器：对网络进行分段以便控制攻击并限制攻击面；加密敏感流量并保护分支机构位置的安全。 

● 缓解加速器：自动在网络上进行威胁缓解和补救回应。 

接下来我们深入了解思科网络在攻击前、攻击中和攻击后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您的企业。 

将网络用作传感器 
您无法保护您看不到的事物。但是，您的数据是在企业内外的数以万计的设备和人员之间传输，您怎么知道在这样

的环境中发生了什么？思科提供您所需的工具，使您可在环境的任意一处检测可疑流量、违反策略行为和受攻击设

备。其中的许多工具已在您的网络中提供，做好被激活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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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网络中心的 NetFlow 用作传感器 
Cisco IOS Flexible NetFlow 是每个网络对话的强大的信息来源。它会捕获一段较长时间内的每一个网络对话。它可

以描述 IP 流量的特征并确定其来源、流量目标、时间和应用信息，提供如同电话费中包含的内容，例如被呼叫方、

呼叫时间和时长。 

Cisco IOS Flexible NetFlow 可用作识别安全漏洞的重要工具。它帮助识别异常活动，提供调查分析证据以重新构建

事件的顺序，还能用于合规性。Cisco IOS Flexible NetFlow 数据可促进安全警报和网络自动化，还可存储供以后用

于调查分析。 

Cisco IOS Flexible NetFlow 与“简单”的或者其他基于样本的 NetFlow 方法之间存在重要的区别。安全性需要完整

的 Cisco IOS Flexible NetFlow 方法，因为您希望能够识别所有的流量以检测恶意流量，而不是只识别其中的小部分

流量，这可能会丢失重要信息。 

利用思科网络的强大功能检测威胁 
您的网络是所有设备、流量、应用、用户和恶意攻击运行的运动场。在您的企业中发生的事情也就会在您的网络中

发生，这意味着，如果您知道如何查看，那么您就能查看。思科基础设施和安全解决方案为您提供强大的平台，可

针对以下方面获得可视性、可控性、情景和分析。 

● 设备： 

◦ 通过 Cisco Aironet 接入点的 Cisco Aironet® 接入点无线安全模块检测欺诈接入点。 

◦ 利用嵌入 Cisco Catalyst® 交换机中的设备传感器功能以及思科身份服务引擎 (ISE)® 检测受攻击或不合规

的设备，ISE 可以在思科有线、无线和 VPN 基础设施中提供一个情景身份和策略控制中心点。 

◦ 借助 Cisco IOS Flexible NetFlow 通过 Lancope StealthWatch 系统功能获得的数据和分析情报，查看任何

内部或外部设备的声誉何时发生改变。Lancope StealthWatch System 提供一个强大的交互式界面，用于

在分析网络数据的同时进行优化，这样您可以存储更多的数据并且延长存储时间。 

● 流量： 

◦ 可以使用 Cisco IOS Flexible NetFlow、Lancope StealthWatch 和 Cisco ISE 分析情景流量数据，从而检

测可疑的流量模式异常情况、恶意软件命令和控制流量以及 APT。 

◦ 使用思科基础设施设备中的 Cisco IOS 软件控制平面策略功能以及思科无线接入点和无线局域网控制器中

的 Cisco CleanAir® 技术，来防御网络拒绝服务 (DoS)。 

● 应用程序： 

◦ 通过 Cisco IOS Flexible NetFlow 和下一代网络应用识别 (NBAR2) 识别多种多样的应用并检测应用的异常

行为。 

● 用户: 

◦ 通过 Cisco ISE 以及您现已在思科路由器、交换机和接入点中部署的 Cisco TrustSec® 安全组标记 (SGT) 
功能所提供的完整情景用户和设备信息，识别尝试违反访问策略的用户。 

● 恶意软件： 

◦ 利用嵌入思科分支路由器和思科云 Web 安全中的 Cisco ScanSafe 安全功能检测分布式企业中的恶意电子

邮件和网络流量。 

◦ 利用思科路由器、交换机和安全设备的思科入侵防御系统 (IPS) 模块以及思科无线基础设施中的思科自适

应无线 IPS 软件，识别各种恶意软件攻击、入侵、僵尸网络、SQL 注入以及其他攻击。 

◦ 使用思科网络的高级恶意软件保护功能检测复杂的 APT，这些功能与思科 Web 和电子邮件安全设备以及

思科云 Web 安全服务集成。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interfaces-modules/aironet-access-point-module-wireless-security-spectrum-intelligence/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switches/lan/catalyst3750/software/release/15-0_1_se/device_sensor/guide/sensor_guide.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identity-services-engine/index.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ios/12_2sb/feature/guide/cpp.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cleanair-technology/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trustsec/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ollateral/security/router-security/data_sheet_c78-655324.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cloud-web-security/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wireless/adaptive-wireless-ips-software/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wireless/adaptive-wireless-ips-software/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wireless/adaptive-wireless-ips-software/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web/about/ac49/ac0/ac1/ac259/sourcefi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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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与思科基础设施和安全解决方案集成的  Cisco IOS Flexible NetFlow 和  Lancope StealthWatch 
System 流量分析情报，可快速检测内部恶意软件传播和数据泄露。 

◦ 获取预警情报，以便检测 Cisco Security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中新出现的威胁。 

没有其他供应商能像思科那样提供网络基础设施安全可视性和威胁检测功能范围，没有其他产品能像思科解决方案

那样利用您已做出的企业网络投资。 

将网络用作执行器 
您的网络不仅有利于检测复杂的威胁，作为将所有用户和设备与企业中的每条信息相关联的基础设施，它还是执行

安全策略、控制访问、拦截并隔离威胁的良好场所。 

您的思科企业网络提供您需要的以下重要功能： 

● 控制攻击、拦截潜在入侵点、阻止已进入网络的威胁造成广泛的损坏 

● 适时对通信进行加密，防止恶意攻击者利用敏感流量中的数据 

● 通过全面的威胁防御功能在分布式分支机构中提供安全可扩展的直接互联网访问 

控制攻击 
一个成功的久经考验的军事战术是“分而治之，逐个击破”，即：将领土分成较小的、更容易保护的控制区域，从

而发挥战略优势。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网络。 

您可以通过对网络分段来控制攻击，而不是拥有大型的、彼此可自由访问的开放式网络环境。这样，您可以严格控

制访问各个资源的人员和设备。即使您的网络遭受零日攻击、APT、分布式 DoS (DDoS) 或感染设备的入侵，也可

以阻止其造成大范围的影响。您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控制攻击。 

● 对网络进行分段： 

◦ 使用包含 Cisco ISE 的 Cisco TrustSec 解决方案对您的网络进行分段，并实施基于角色的、独立于拓扑的

且与接入无关的访问控制。通过 Cisco TrustSec 技术，可以根据安全策略按情景、用户、设备和位置拦截

到网段和网络资源的访问。例如，您可以设置有关仅带有 SGT 流量的策略，其中授权的财务部门用户可访

问财务资源。借助 SGT，系统可阻止具备维护承包商凭据的用户访问财务数据，不管网络拓扑是什么，或

承包商是使用有线还是无线产品访问网络都是如此。（您可以立即检测职位描述错误且正试图访问未经许

可的资源的用户）。 

◦ 使用网络分段功能简化合规性工作。例如，通过将网络中用来处理来自其余环境的财务或医疗信息数据的

部分分段，公司可以减少支付卡行业 (PCI) 数据安全标准以及 1996 年健康保险可携性及责任法案 (HIPAA) 
审计合规性的范围、成本和复杂度。 

● 应用精细且一致的访问控制： 

◦ 思科统一接入™ 网络平台提供一个框架来在有线和无线域中应用一致的策略和一致的用户体验。将 Cisco 
ISE 与嵌入思科基础设施中的功能结合使用，您可以基于用户、设备、位置、一天中的时间、连接类型以

及其他内容控制访问，并且针对所有接入方法应用统一接入控制策略：有线、无线和 VPN。 

◦ Cisco ISE 自动化并简化网络访问控制，这对启动自带设备 (BYOD) 计划的公司尤为重要。例如，您可

以允许高管在登录办公室中的企业 PC 时访问某些敏感资源，但不能从他们的智能手机或家用计算机

上访问。 

http://tools.cisco.com/security/center/home.x
http://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trustsec/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identity-services-engine/index.html?referring_site=smartnavRD
http://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unified-access/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identity-services-engine/index.html?referring_site=smartnav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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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流量以保护动态数据并防止窥探 
思科网络就是防止窥探的最佳屏障。它为您提供执行以下任务的工具。 

● 适时加密动态数据： 

◦ 思科网络路由器、交换机、安全平台和无线基础设施提供了内置功能，可以对有线 (MACsec)、无线（数

据报传输层安全 [DTLS]）和 WAN（IPSec、SSL）连接中的流量进行加密。 

◦ 作为思科移动设备管理 (MDM) 合作伙伴集成功能的一部分，Cisco ISE 还支持移动流量加密。 

● 防止欺骗： 

◦ Cisco Catalyst 集成安全功能集（端口安全、DHCP 监听、IP 源保护、动态 ARP 检测）以及嵌入思科路由

器、交换机和无线 LAN 控制器中的 Cisco IPv6 第一跳安全性，都可以用来防止欺骗。 

◦ Cisco CleanAir 技术可防止欺诈接入点和无线频谱攻击。 

分支机构的安全通信 
分支机构是对网络犯罪分子颇具吸引力的目标，因为它们规模较小，离主要企业安全基础设施较远，往往成为企业

防御中的薄弱点。通过将高级的思科安全解决方案与嵌入您已部署的思科分支路由器中的安全功能结合使用，您可

以在恶意互联网流量侵入网络的其余部分之前将其隔开。 

思科网络可以提供： 

● 安全的分支机构边缘，该功能配有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ISR)，支持强大的本地防火墙、入侵防御系统和 
VPN 连接以拦截外部威胁 

● 安全流量分段，该功能使用思科分支路由器中的思科智能广域网功能，将包含丰富的应用和安全服务的 WAN 
中的流量安全分流。 

● 恶意网站防范，该功能是通过 Cisco ISR 中的 Cisco 应用能见度与控制 (AVC) 功能支持的实时 Web 过滤以

及思科云 Web 安全中的高级恶意软件保护和安全分析提供的 

您已对思科网络进行了投资。通过激活思科网络可以提供的网段、加密以及分布式分支安全功能，充分利用这些投

资的潜力在攻击中保护您的企业。 

将网络用作缓解加速器 
思科网络提供广泛的功能，以帮助您检测可疑的行为并执行安全策略。但是，攻击者都很聪明、根基雄厚，且会毫

不留情地试图侵入您的业务。当您发现漏洞时该如何快速做出反应？ 

新的思科安全解决方案充分利用 SDN 的强大功能和网络可编程性，并将 Cisco Prime® 基础设施管理与嵌入思科网

络基础设施和安全解决方案中的功能结合使用，从根本上加快威胁回应速度。 

加速并自动化缓解流程 
高级缓解功能的核心是思科应用策略基础设施控制器 (APIC) 企业模块。思科 APIC 企业模块将 Cisco ACI 的理念从

数据中心扩展到企业网络。通过它，您可以基于策略创建应用配置文件，这样您便可以创建可编程的网络环境，用

来集中采取威胁检测、缓解和访问控制列表 (ACL) 管理措施并在整个网络中自动传播。 

这个自动化的网络可编程性功能对影响安全的网络变化尤其重要。参考以下两个示例： 

● 威胁检测和回应：假设集成到思科基础设施中的威胁情报技术在主园区某建筑内的设备中检测到威胁。要拦截

此威胁，您需要进行 ACL 更改。过去，您不得不在环境的每一台基础设施设备中手动调配此更改，这一过程需

要花费数天、甚至可能是数周的时间。但是，使用 Cisco APIC 企业模块，您只需要进行一次 ACL 更改。之

后，Cisco APIC 企业模块会在数小时内自动为整个全球企业网络、每一个园区、每一个分支机构进行更改。 

http://www.cisco.com/c/dam/en/us/products/collateral/security/identity-services-engine/at_a_glance_c45-726284.pdf
http://www.cisco.com/web/strategy/docs/gov/turniton_cisf.pdf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ios-nx-os-software/ipv6-first-hop-security-fhs/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cleanair-technology/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routers/branch-routers/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intelligent-wan/index.html#~benefits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routers/avc_control.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loud-systems-management/application-policy-infrastructure-controller-enterprise-modul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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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 ACL 管理和纠错：在一般企业中，每台交换机和路由器往往包含数千条 ACL 代码。在企业网络的任意

位置，一个错误配置都可能使自己容易受到攻击或易造成合规性故障，使用传统的手工流程需要您花费数小

时去检测并修复。Cisco APIC 企业模块在对威胁做出回应时，能以同样的方式传播 ACL 更改，可以监控网

络以确保所有的设备均拥有正确的 ACL，还可以识别并帮助修复拥有错误 ACL 的设备。通过 Cisco ACI，从

数据中心到 WAN，您可以使用一个一致的安全合规性策略，定期检查此策略，访问您的网络以确保无更改违

反您的整体安全策略。 

这些功能通过网络安全管理为您节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且在您的操作范围内。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使您可以花费

一天中少量的时间对企业中任意位置的恶意威胁做出回应。 

五个步骤帮助您保护网络 
恶意软件和网络犯罪分子给企业带来的威胁是很严重的，同时这些威胁日益增多。幸运的是，思科网络提供的防御

功能也在不断增多。为了保护您的数据、客户以及您的声誉，请按照以下五个步骤充分利用您的思科网络投资： 

1. 启用 Cisco IOS Flexible NetFlow 以了解正常流量的基准并主动识别可疑行为。 

2. 部署 Cisco TrustSec 网段技术，以便通过基于角色的情景拓扑和与接入无关的控制来控制攻击并缩小攻击面。 

3. 加密链路并使用 Cisco Catalyst 的集成安全功能保护您的动态数据。 

4. 部署思科智能广域网以通过直接互联网访问保护您的分支机构安全。 

5. 部署 Cisco APIC 企业模块以便加速安全配置和威胁缓解。 

更多详情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如何利用思科网络的强大功能来保护企业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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