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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os 包含五个重要领域：检测研究、威胁情

报、引擎开发、漏洞研究以及外联。

Talos 团队
保护您的网络

在 Talos，我们知道并不存在像“魔法盒”一样能解决所有问题

的完美安全解决方案。我们知道保障安全并非易事，这需要采取

新的方法，使我们的客户能够解决他们的安全挑战。我们努力充

分发挥信息情报的作用，并且构建检测技术，以便快速为我们的

客户提供最新信息，并且保护他们不受威胁。

数字世界正在以空前速度扩张，同样，目标和攻击机会也在快速

增多。为了有效抗击这些威胁，安全专家必须超越跟踪和检测，

将当今安全技术的边界推向与未来漏洞作战的前线。Talos 带头

提供业内最全面和主动的安全与威胁情报解决方案，这进而构成

了思科安全生态系统的坚实基础。

Talos 的核心目标是提供可变、可定制的防御技术和技能，帮助

客户快速保护从云端到核心的资产。我们的工作就是保护您的

网络。

什么是 TALOS？ 

Talos 是思科的威胁情报组织，这个由安全专家组成的精英团

队专门为思科客户、产品和服务提供卓越的保护。Talos 包含

五个重要领域：检测研究、威胁情报、引擎开发、漏洞研究以

及外联。

检测研究包括漏洞和恶意软件分析，从而能够为所有思科安全产

品开发检测内容。这包括解包、反向工程以及开发概念验证代

码，确保我们在每个平台上尽可能以最高效且有效的方式解决每

个威胁。

威胁情报包括关联和跟踪威胁，使我们能够将归因信息转化为切

实可行的威胁情报。通过更快速地识别威胁和威胁实施者，Talos 

情报使我们能够快速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客户。

引擎开发工作帮助确保我们的各种检测引擎保持最新水平并维持

其检测和解决新出现威胁的能力。

漏洞研究将开发各种方法，用于在我们客户所依赖的平台和操作系

统中识别“零日”安全问题。通过以程序化、可重复的方式完成此

工作，他们可找到发现并防御安全问题的新方法。

外联计划包括研究、识别以及宣传攻击者在侵害受害者时采用的新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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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os 会跟踪终端、网络、云环境、Web 和邮件
中的威胁，对网络威胁、威胁根源以及爆发范
围有全面的了解。

出色的保护 

安全覆盖范围的广度和深度 

保护您的网络要求覆盖范围具有广度和深度。虽然有些研究团队

将研究重点放在几个领域，但是 Talos 却致力于帮助提供对广泛

威胁的防御。Talos 威胁情报支持各种安全解决方案，包括下一

代 IPS（可以配备，也可以不配备集成应用控制）、下一代防火

墙和 AMP（高级恶意软件分析和保护）、邮件安全设备、Web 

安全设备、ThreatGrid，以及大量开源和商业威胁保护系统。

客户将获得众多思科安全产品的独特优势，这些产品将向 Talos 

威胁源提供情报。这使得 Talos 的信息情报和威胁研究能够部署

到任何类型的环境中，以保护任何类型的资产。

邮件安全 

因为有了 SenderBase© 和 SpamCop©，所以毫无疑问，Talos 可

以获得对基于邮件的威胁的独特洞察力。我们通过广泛的已安装

思科设备获得更多视角，从而能够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和灵活性识

别和解决威胁。我们每天检查超过 3000 亿封邮件；利用分层检

测技术(如爆发过滤器和基于机器学习的信誉过滤器）以及思科的

高级恶意软件保护 (AMP)。结合利用所有功能，Talos 每天拦截

大约 2000 亿封恶意邮件，平均每秒拦截 230 万封邮件。

无与伦比的网络可见性 

思科网络安全技术在检测和识别新型 Web 漏洞利用技术方面享

有盛名。例如，Angler 漏洞利用工具包让用户中招的成功率达到 

40%，使其成为危害互联网用户的最有效方式之一。Talos 每天

检测将近 170 亿个 Web 请求，利用包括我们的 AMP 技术在内的

多种保护方法来保护我们的用户。

经过验证的 JQT 基于漏洞的保护 

Talos 因其在检测日常出现的无数漏洞、漏洞利用攻击包和恶意

软件方面表现卓越，在整个行业享有盛名。我们快速发布高质量

的漏洞研究报告，保持客户及时了解最新威胁，为其提供基于漏

洞的保护。虽然其他供应商声称有类似的覆盖范围，但是 Talos 

在第三方验证中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我们的检测内容是首屈一指

的。过去七年，在 NSS Labs 网络 IPS 测试中，Talos 的检测率

一直保持领先。

高级恶意软件保护 

保护客户的安全、使其免受恶意软件攻击，需要创新的、快速

发展的检测技术和内容。此外，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情报收集、

反向工程并分析这些海量数据，然后将其转化为切实可行的信

息。Talos 利用所有这些信息开发恶意软件保护、危害后保护、

信誉服务以及分析工具，找到哪怕是萌芽状态的威胁。这些能力

反过来又促进思科的所有产品保护主机、邮件网关和网络资产，

从而能够在威胁前、威胁中和威胁后真正地保护客户。

全面的信息情报 

社区驱动的切实可行的威胁数据 

可靠、切实可行的情报是所有整体性安全策略的核心组成部

分。在过去 10 多年里，Talos 打造了业内最全面的情报收集

和分析平台之一。通过 ClamAV™、Snort®、Immunet™、 

SpamCop©、SenderBase©、Threat Grid™ 以及 Talos 用户社

区，Talos 获得了其他安全研究团队无法比拟的重要情报。此

外，Talos 还通过我们的 Crete（以前称为 SPARK）计划与全

球的用户和客户协作，能够在一开始就可以检测到地域性的威

胁和针对特定语言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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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os 从全球数百万用户、诱捕系统、沙盒

以及大量行业合作伙伴那里获取数据，每天

收集超过 110 万条不重复的恶意软件样本。

TALOS 零日威胁保护的示例 

■■ TALOS-2015-0024 – Total Commander 

■■ TALOS-2015-0018 – Apple Quicktime 

■■ VRT-2014-0301 – Microsoft Windows FastFAT 

访问漏洞信息 

Talos 每天还分析大量的公共和私有的情报源，从中寻找新的

威胁，并且实时处理该信息以开发新的检测内容。此外，像 

Microsoft 主动保护计划 (MAPP) 这样的行业合作关系也有助于 

Talos 快速有效地处理新的针对Microsoft 和 Adobe的威胁，使我

们能够在 Microsoft 发布补丁的当天发布我们的检测内容。这使

我们的客户能够在测试和部署这些新补丁的同时，利用网络和基

于主机的保护来保护他们的重要资产。

实时恶意软件情报 

Talos 通过汇编从全球数百万用户、诱捕系统、沙盒以及恶意软件

社区内大量行业合作伙伴那里获取的数据，每天收集超过 110 万

条恶意软件样本。我们的高级分析基础设施每天都会自动分析这

些样本，快速生成检测内容来缓解这些威胁。这使得我们在攻击

者试图危害用户时，对威胁形势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以及无与伦比

的视角。

威胁研究 

无论是识别以销售点终端为目标的 PoSeidon 等新恶意软件系列，

还是识别广泛传播的“Kyle and Stan”等恶意广告网络，或者是

识别互联网上给核心服务造成风险的“SSHPsychos”等威胁，都

可以依赖 Talos 来识别、研究和记录这些攻击。

在每次调查过程中，Talos 都可以找到多种方法来帮助客户抵御

威胁。我们引以为豪的是，不仅能够识别和补救手边的问题，还

可以识别攻击者犯罪网络的所有方面，即使他们只是与完全独立

的恶意软件活动相关。思科客户可以受益于每个产品中内置的威

胁情报。

此外，思科还将通过博客、Snort 规则、会议和白皮书与公众分享

这些信息。通过向尽可能多的人分享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帮助给

敌人设置更多障碍。

创新的检测技术 

适合动态环境的灵活防御技术 

威胁形势已经从网络服务中的缓冲区溢出演变为以浏览器和文件

为目标的复杂客户端攻击。随着攻击方式的改变，用来检测攻击

的防御技术也必须发生改变。Talos 一直在努力开发新的检测技术

来突破目前检测机制的极限，同时保持足够灵活以便快速适应未

来的威胁。

预见威胁 

一方面要响应新威胁，另一方面要抵御新威胁。Talos 不断寻找可

能影响我们客户的新漏洞和威胁。一旦发现新漏洞，当受影响供

应商还在开发和测试补丁时，Talos 将发布防范这些零日威胁的规

则。通过这些保护，Talos 客户能够在等待来自供应商的保护的同

时控制威胁。

Talos 还积极参与查找新的恶意网站、僵尸网络命令和控制服务器

以及互联网上的其他恶意站点。一旦找到，将对此信息按目录分

类，并且合并到综合 IP 黑名单和 URL 过滤源，将其分发给我们的

客户以及与行业合作伙伴共享，以帮助打造更安全的互联网。

用户

沙盒

合作伙伴

蜜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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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社区 

扩展您的团队 

在遇到困难时有可靠的后盾支持对于实现有效的安全至关重要。

倘若安全和响应团队与可靠合作伙伴之间没有强大的沟通渠道，

就无法及时了解最新的威胁信息，也就不能解决您的具体安全

问题。 

Talos 认为我们应该是您的安全团队的延伸。我们不只是向

您推送信息，还希望就您的目标以及我们如何帮助您实现目

标开展建设性的对话。Talos 创建了多个计划来帮助完成此

任务。

情报共享 

为了与客户和合作伙伴互相配合，帮助解决特殊环境下个性化

的检测挑战，我们专门制定了“意识、教育、指导和情报共

享”(AEGIS™) 计划。AEGIS 使安全行业的参与成员能够直接

联系 Talos 威胁情报团队，以帮助构建定制的检测内容，改进

安全做法，收集有关产品和服务的反馈，以及实施客户对我

们产品的改进。它只不过是我们帮助保护您的网络的另一种

方式。

Crete 计划是 Talos 与我们客户之间的一种合作交流，此计划能够

为我们提供真实的场景和流量，同时也能够为参与客户提供领先

的边缘情报。

互动信息 

Talos 通过许多互动渠道与我们的客户保持不断的联系。Talos、 

ClamAV 和 Snort 博客将不断更新有关最新威胁、如何创建定制检

测内容以及最新恶意软件系列深度分析的信息。有关 Talos 资源

列表以及与 Talos 互动的方式，请参阅下表。

保持最新状态 

Talos 负责思科检测和防御的整个链条：从情报收集、分析、内容

创建、封装和质量保证，到终端用户交付。

对整个过程的控制使得 Talos 能够在抵御当今最新威胁所必需满

足的时限内快速提供行业领先的检测内容。

总结 

Talos 为保护您的网络提供了一种全面而且主动的独特方法。团队

成员致力于提供高质量、客户驱动的安全研究，在准确性和相关

性方面设立了标杆，Talos 的成功记录和领导力堪称行业翘楚。

对于 Talos 客户而言，这些技能和研究将直接转化为屡获殊荣的

产品和服务。即使您不是 Talos 客户，您也将获得 Talos 的研究

工作所提供的优势。Talos 凭借对开源模型进行持续不断的特别

投入，源源不断地产生大量学术论文、演示文稿和博客贴文等内

容，为整个社区提供了影响力高而且有效的知识和工具。

这是一种记录，也是一种财富 — 在业内独一无二。

内容 VSM

Talos 网站 ubmptjoufm/dpn

Talos 博客 cmpht/djtdp/dpn0ubmpt

Talos Twitter uxjuufs/dpn0ubmpttfdvsjuz

Talos YouTube 频道 dt/dp0ubmptuvcf

IRC 频道 ClamAV 博客 jsd/gsffopef/ofu: #snort, #razorback, 
#clamav 

ClamAV 网站 dmbnbw/ofu

Snort 网站 cmph/dmbnbw/ofu

Snort 博客 topsu/psh

Talos 规则 cmph/topsu/psh

通告 topsu/psh0ubm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