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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概述
本文档提供使用  Stealthwatch 管理控制台  (SMC) 时系统可能显示的安全事件和警报类

别的说明性列表。 

受众

本文档供负责使用  SMC 管理和保护网络的网络管理员与安全人员参考使用。

相关信息

您还可以在  SMC 客户端联机帮助的以下主题下找到此信息：

 l 安全  事件列表

 l 关于警报类别

缩写词

本文档使用以下术语及其缩写词。

缩写词 术语

ASA 自适应安全设备

CI 关注指数

DNS 域名系统 ( 服务或服务器 )

DoS 拒绝服务

dvPort 分布式虚拟端口

ESX 企业服务器  X

FSI 文件共享指数

FTP 文件传输协议

ICMP 互联网控制消息协议

IDS 入侵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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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词 术语

IP Internet 协议

IRC 互联网中继聊天

ISE 身份服务引擎

MAC 介质访问控制

NAT 网络地址转换

NTP 网络时间协议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OVF 开放式虚拟化格式

RAID 独立磁盘冗余阵列

SMC StealthWatch 管理控制台

SNMP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TCP 传输控制协议

TI 目标指数

UDP 用户数据报协议

VDS 虚拟网络分布式交换机

VE 虚拟版

VLAN 虚拟局域网

虚拟机 虚拟机

VPN 虚拟专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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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列表
安全事件是一种查找特定行为的算法，它可以根据策略中应用的设置对网络中的上述

行为生成警报。它通过直接生成主机警报 ( 如果设置为这样操作 ) ，或者通过将指数点

数分配给警报类别，进而触发主机警报，来实现这一目的。( 主机警报是已触发警报的

安全事件。)  

安全事件对特定警报类别的指数点有影响。如果禁用安全事件，它将不会为与其关联

的警报类别累积指数点数。警报类别和安全事件都会根据策略中应用的设置触发主机

警报。 

可对特定服务禁用安全事件， 也可在主机组级别禁用安全事件。 

 l 目前，我们正在更新和扩展安全事件信息。新格式包括诸如事件说明、

触发事件时意味着什么、进行进一步调查应采取的步骤等信息 ( 在几个

表中提供 ) 。在此过渡期间，本主题中的某些安全事件将包含比其他安

全事件更完整的类别或表。 

 l 只有在与  Stealthwatch 流量传感器  结合使用时，面向  NetFlow 的  
Stealthwatch 流量收集器才支持用双星号  (**) 标记的安全事件。

Stealthwatch 包含以下默认安全事件。

  地址扫描 /TCP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如果  Stealthwatch 系统检测到可能表示某个

人正在使用  TCP 进行网络扫描的活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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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会将此事件记录为扫描事件。如果很多扫描

事件影响大量主机，SMC 会发出安全事件。

 

“扫描事件 ”的示例包括不良  TCP 标记的各种

组合，或发送  SYN 但不响应随后的  SYN-
ACK，以及其他表现。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某个主机尝试发现哪些主机正在运行其可以

利用的特定服务。

有哪些后续步骤？

确定主机的扫描对象。在较大的网络范围内

启动此调查，然后缩小范围。

首先，运行 “排名靠前的端口 ( 出站 ) ”报告。将

时间段设置为事件发生当天，并将客户端主

机设置为事件的源  IP。无论列出的目标  IP 范
围如何，您都可以扫描任何类型的主机，因

此，请确定要搜索 “内部主机 ”、“外部主机 ”还
是同时搜索两者。然后，在 “过滤器 ”对话框

中，使用 “主机 ”选项卡设置合适的 “服务器 ”过
滤器，并在 “高级 ”选项卡上将 “返回记录的排

序方式 ”设置为流。

在返回结果后，按 “对等体 ”排序可能有助于

进行调查。无论如何，在按 “流 ”或 “对等体 ”排
序时，都从列表顶端开始查找不属于对应类

别或出现异常大流量的异常端口。右键单击

某个  IP 地址，转至流以查看不同的  IP 地址，

并确定特定主机组是否是流的主要目标。也

可以右键单击并转至 “排名靠前的对等体 ”报
告，确定流量在各个目标间的分布是否大致

均匀。此外，还要注意对扫描做出响应的主

机所占的百分比。此时，您应该能够确定此

主机的扫描对象和被扫描的端口。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有些扫描仅基于  FlowSensor 发送的标志进行

记录，而有些扫描则基于防火墙发送的标志

进行记录。( 这些内容记录在事件详细信息

中 ) 。未记录在其中的扫描事件无需任何特

定数据。

备注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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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必须在源主机上启用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客户端  IP 策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防病毒服务器和  SMS 服务器 ; 防火墙 , 代理

和  NAT 设备 ; 网络管理和扫描器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无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 , 外部主机 , 客户端  IP 策略 ; 防病毒

和  SMS 服务器 ; 防火墙 , 代理和  NAT 设备 ; 网
络管理和扫描器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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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您可使用  disable_stealth_probe lc_threshold.txt 
值禁用某些秘密扫描检测的情况。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否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N/A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执行可能表示存在扫描的活动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源主机扫描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源主机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侦察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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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  IP、目标的自然  C 类网

络  (/24)、从事件活动日的开始时间 ( 重置时

间 ) 到事件的上次活动时间为止的时间段及  
TC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TCP_ADDR_SCAN (276)

 
 

  地址扫描 /UDP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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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如果  Stealthwatch 系统检测到可能表示某个

人正在使用  UDP 进行网络扫描的活动，系统

会将此事件记录为扫描事件。如果很多扫描

事件影响大量主机，SMC 会发出安全事件。

 

“扫描事件 ”的示例包括发送由各种类型的  
ICMP 拒绝或防火墙流拒绝消息响应的  UDP 
数据包，以及其他表现。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某个主机尝试发现哪些主机正在运行其可以

利用的特定服务。

有哪些后续步骤？

确定主机的扫描对象。在较大的网络范围内

启动此调查，然后缩小范围。

首先，运行 “排名靠前的端口 ( 出站 ) ”报告。将

时间段设置为事件发生当天，并将客户端主

机设置为事件的源  IP。无论列出的目标  IP 范
围如何，您都可以扫描任何类型的主机，因

此，请确定要搜索 “内部主机 ”、“外部主机 ”还
是同时搜索两者。然后，在 “过滤器 ”对话框

中，使用 “主机 ”选项卡设置合适的 “服务器 ”过
滤器，并在 “高级 ”选项卡上将 “返回记录的排

序方式 ”设置为流。

在返回结果后，按 “对等体 ”排序可能有助于

进行调查。无论如何，在按 “流 ”或 “对等体 ”排
序时，都从列表顶端开始查找不属于对应类

别或出现异常大流量的异常端口。右键单击

某个  IP 地址，转至流以查看不同的  IP 地址，

并确定特定主机组是否是流的主要目标。也

可以右键单击并转至 “排名靠前的对等体 ”报
告，确定流量在各个目标间的分布是否大致

均匀。此外，还要注意对扫描做出响应的主

机所占的百分比。此时，您应该能够确定此

主机的扫描对象和被扫描的端口。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有些扫描仅基于  FlowSensor 发送的标志进行

记录，而有些扫描则基于防火墙发送的标志

进行记录。( 这些内容记录在事件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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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中 ) 。未记录在其中的扫描事件无需任何特

定数据。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必须在源主机上启用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客户端  IP 策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防病毒服务器和  SMS 服务器 ; DHCP 服务器 ; 
防火墙 , 代理和  NAT 设备 ; 网络管理和扫描器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无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 , 外部主机 , 客户端  IP 策略 ; 防病毒

和  SMS 服务器 ; DHCP 服务器 ; 防火墙 , 代理

和  NAT 设备 ; 网络管理和扫描器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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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是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您可使用  disable_stealth_probe lc_threshold.txt 
值禁用某些秘密扫描检测的情况。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N/A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N/A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执行可能表示存在扫描的活动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源主机扫描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源主机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侦察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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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  IP、目标的自然  C 类网

络  (/24)、从事件活动日的开始时间 ( 重置时

间 ) 到事件的上次活动时间为止的时间段及  
UD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UDP_ADDR_SCAN (286)

 
 

  不良标记  ACK( 确认) **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 2021Cisco Systems, Inc. 和 /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 16-

安全事件列表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如果检测到数据包不包含  TCP 确认标记，但

包含任何除重置或同步之外的标记，则会在

源主机上触发安全事件。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通常，不会出现设置了无效标记的  TCP 数据

包。如果确实出现这种数据包，很可能是有

意为之，目的是尝试收集有关作为数据包发

送目标的机器的信息，因为不同的系统配置

对不同自主标记组合的响应可能也不同。

有哪些后续步骤？

如果此事件的来源是内部主机，则应查找侦

测活动的其他表现。例如，主机是否向多个

主机发送不良标记组合？它是否扫描同一端

口上的许多主机？它是否扫描一个主机上的

许多端口？执行侦测的内部主机可能是不良

活动或攻击的标志。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流量收集器  NetFlow 版需要  FlowSensor。流量

收集器  sFlow 不需要任何特殊额外设备。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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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在源主机上启用安全事件  Bad_Flag_ACK。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客户端  IP 策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防病毒服务器和  SMS 服务器 ; 防火墙 , 代理

和  NAT 设备 ; 网络管理和扫描器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无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 ; 外部主机 ; 客户端  IP 策略 ; 防病毒

服务器和  SMS 服务器 ; 防火墙 , 代理和  NAT 
设备 ; 网络管理和扫描器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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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N/A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N/A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发送不良数据包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列为不良数据包的目的地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源的主机策略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侦察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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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目标  IP、从事件首次

活动时间前五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时

间范围、关联端口  <port>/TCP 和  <port>/UDP 
及  TC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BAD_FLAG_NO_ACK (267)

 
 

  不良标记  All( 全部) **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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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如果观察到的数据包包含所有  TCP 标记 ( 同
步、确认、重置、推送、紧急和完成 ) ，则会在

源主机上触发安全事件。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通常，不会出现设置了所有标记的  TCP 数据

包。如果确实出现这种数据包，很可能是有

意为之，目的是尝试收集有关作为数据包发

送目标的机器的信息，因为不同的系统配置

对不同自主标记组合的响应可能也不同。

有哪些后续步骤？

如果此事件的来源是内部主机，则应查找侦

测活动的其他表现。例如，主机是否向多个

主机发送不良标记组合？它是否扫描同一端

口上的许多主机？它是否扫描一个主机上的

许多端口？执行侦测的内部主机可能是不良

活动或攻击的标志。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流量收集器  NetFlow 版需要  FlowSensor。流量

收集器  sFlow 不需要任何特殊额外设备。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在源主机上启用安全事件  Bad_Flag_All。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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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N/A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N/A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N/A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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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发送不良数据包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列为不良数据包的目的地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源的主机策略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侦察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目标  IP、从事件首次

活动时间前五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时

间范围、关联端口  <port>/TCP 和  <port>/UDP 
及  TC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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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BAD_FLAG_XMAS (263)

 
 

  不良标记  NoFlg( 无标记) **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如果检测到数据包不包含  TCP 标记，则会在

源主机上触发安全事件。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通常，不会出现设置了无效标记的  TCP 数据

包。如果确实出现这种数据包，很可能是有

意为之，目的是尝试收集有关作为数据包发

送目标的机器的信息，因为不同的系统配置

对不同自主标记组合的响应可能也不同。

有哪些后续步骤？

如果此事件的来源是内部主机，则应查找侦

测活动的其他表现。例如，主机是否向多个

主机发送不良标记组合？它是否扫描同一端

口上的许多主机？它是否扫描一个主机上的

许多端口？执行侦测的内部主机可能是不良

© 2021Cisco Systems, Inc. 和 /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 24-

安全事件列表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活动或攻击的标志。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流量收集器  NetFlow 版需要  FlowSensor。流量

收集器  sFlow 不需要任何特殊额外设备。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在源主机上启用安全事件  Bad_Flag_NoFlg。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客户端  IP 策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防病毒服务器和  SMS 服务器 ; 防火墙 , 代理

和  NAT 设备 ; 网络管理和扫描器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无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 ; 外部主机 ; 客户端  IP 策略 ; 防病毒

服务器和  SMS 服务器 ; 防火墙 , 代理和  NAT 
设备 ; 网络管理和扫描器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容差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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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N/A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N/A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发送不良数据包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列为不良数据包的目的地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源的主机策略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侦察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高目标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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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目标  IP、从事件首次

活动时间前五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时

间范围、关联端口  <port>/TCP 和  <port>/UDP 
及  TC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BAD_FLAG_NOFLAG (269)

 
 

  不良标记  Rsrvd( 保留)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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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如果检测到数据包包含在初始  TCP 标准中

保留的  TCP 标记，则会在源主机上触发安全

事件。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通常，不会出现设置了无效标记的  TCP 数据

包。如果确实出现这种数据包，很可能是有

意为之，目的是尝试收集有关作为数据包发

送目标的机器的信息，因为不同的系统配置

对不同自主标记组合的响应可能也不同。

有哪些后续步骤？

如果此事件的来源是内部主机，则应查找侦

测活动的其他表现。例如，主机是否向多个

主机发送不良标记组合？它是否扫描同一端

口上的许多主机？它是否扫描一个主机上的

许多端口？执行侦测的内部主机可能是不良

活动或攻击的标志。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流量收集器  NetFlow 版决不会触发此事件。

流量收集器  sFlow 不需要任何特殊额外设

备。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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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在源主机上启用安全事件  Bad_Flag_Rsrvd。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客户端  IP 策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防病毒服务器和  SMS 服务器 ; 防火墙 , 代理

和  NAT 设备 ; 网络管理和扫描器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无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 ; 外部主机 ; 客户端  IP 策略 ; 防病毒

服务器和  SMS 服务器 ; 防火墙 , 代理和  NAT 
设备 ; 网络管理和扫描器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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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N/A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N/A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发送不良数据包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列为不良数据包的目的地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源的主机策略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侦察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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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目标  IP、从事件首次

活动时间前五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时

间范围、关联端口  <port>/TCP 和  <port>/UDP 
及  TC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BAD_FLAG_RESERVED (265)

 
 

  不良标记  RST( 重置) **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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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如果检测到数据包包含  TCP 重置和任何除

推送或确认之外的其他标记，则会在源主机

上触发器安全事件。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通常，不会出现设置了无效标记的  TCP 数据

包。如果确实出现这种数据包，很可能是有

意为之，目的是尝试收集有关作为数据包发

送目标的机器的信息，因为不同的系统配置

对不同自主标记组合的响应可能也不同。

有哪些后续步骤？

如果此事件的来源是内部主机，则应查找侦

测活动的其他表现。例如，主机是否向多个

主机发送不良标记组合？它是否扫描同一端

口上的许多主机？它是否扫描一个主机上的

许多端口？执行侦测的内部主机可能是不良

活动或攻击的标志。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流量收集器  NetFlow 版需要  FlowSensor。流量

收集器  sFlow 不需要任何特殊额外设备。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在源主机上启用安全事件  Bad_Flag_RST。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客户端  IP 策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防病毒服务器和  SMS 服务器 ; 防火墙 , 代理

和  NAT 设备 ; 网络管理和扫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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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无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 ; 外部主机 ; 客户端  IP 策略 ; 防病毒

服务器和  SMS 服务器 ; 防火墙 , 代理和  NAT 
设备 ; 网络管理和扫描器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N/A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N/A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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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发送不良数据包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列为不良数据包的目的地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源的主机策略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侦察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目标  IP、从事件首次

活动时间前五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时

间范围、关联端口  <port>/TCP 和  <port>/UDP 
及  TC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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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BAD_FLAG_BAD_RST (266)

 
 

  不良标记  SYN( 同步) 和  FIN( 完成) **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如果检测到数据包包含  TCP 同步和完成标

记，则会在源主机上触发安全事件。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通常，不会出现设置了无效标记的  TCP 数据

包。如果确实出现这种数据包，很可能是有

意为之，目的是尝试收集有关作为数据包发

送目标的机器的信息，因为不同的系统配置

对不同自主标记组合的响应可能也不同。

有哪些后续步骤？

如果此事件的来源是内部主机，则应查找侦

测活动的其他表现。例如，主机是否向多个

主机发送不良标记组合？它是否扫描同一端

口上的许多主机？它是否扫描一个主机上的

许多端口？执行侦测的内部主机可能是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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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活动或攻击的标志。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流量收集器  NetFlow 版需要  FlowSensor。流量

收集器  sFlow 不需要任何特殊额外设备。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在源主机上启用安全事件  Bad_Flag_SYN_
FIN。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客户端  IP 策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防病毒服务器和  SMS 服务器 ; 防火墙 , 代理

和  NAT 设备 ; 网络管理和扫描器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无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 ; 外部主机 ; 客户端  IP 策略 ; 防病毒

服务器和  SMS 服务器 ; 防火墙 , 代理和  NAT 
设备 ; 网络管理和扫描器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容差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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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N/A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N/A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发送不良数据包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列为不良数据包的目的地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源的主机策略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侦察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高目标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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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目标  IP、从事件首次

活动时间前五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时

间范围、关联端口  <port>/TCP 和  <port>/UDP 
及  TC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BAD_FLAG_SYN_FIN (264)

 
 

  不良标记  URG( 紧急) **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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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如果检测到数据包包含  TCP 紧急标记和任

何除确认之外的其他标记，则会在源主机上

触发安全事件。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通常，不会出现设置了无效标记的  TCP 数据

包。如果确实出现这种数据包，很可能是有

意为之，目的是尝试收集有关作为数据包发

送目标的机器的信息，因为不同的系统配置

对不同自主标记组合的响应可能也不同。

有哪些后续步骤？

如果此事件的来源是内部主机，则应查找侦

测活动的其他表现。例如，主机是否向多个

主机发送不良标记组合？它是否扫描同一端

口上的许多主机？它是否扫描一个主机上的

许多端口？执行侦测的内部主机可能是不良

活动或攻击的标志。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流量收集器  NetFlow 版需要  FlowSensor。流量

收集器  sFlow 不需要任何特殊额外设备。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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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在源主机上启用安全事件  Bad_Flag_URG。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客户端  IP 策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防病毒服务器和  SMS 服务器 ; 防火墙 , 代理

和  NAT 设备 ; 网络管理和扫描器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无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 ; 外部主机 ; 客户端  IP 策略 ; 防病毒

服务器和  SMS 服务器 ; 防火墙 , 代理和  NAT 
设备 ; 网络管理和扫描器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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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N/A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N/A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发送不良数据包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列为不良数据包的目的地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源的主机策略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侦察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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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目标  IP、从事件首次

活动时间前五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时

间范围、关联端口  <port>/TCP 和  <port>/UDP 
及  TC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BAD_FLAG_URG (268)

 
 

  信标主机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内部主机与外部主机之间的  IP 通信 ( 只有一

个方向的流量 ) 超过 “成为长持续时间流所需

的秒数 ”设置。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信标主机是寻找更新或来自其他主机的命令

的主机。这种流量可用于各种原因，例如保

持连接 ( 心跳 ) 、从命令和控制  (C&C) 服务器

获取新命令或下载更新。必须注意的是，这

种行为可能是由恶意软件造成的，但并不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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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是如此。

有哪些后续步骤？

调查信标主机事件的目的是确定外部主机是

否确实是  C&C 服务器。这通常有助于在  
Stealthwatch 内外部调查此主机。

 

第一步最好是在  StealthWatch 内目标主机上

打开 “排名靠前的对等体 ( 出站 ) ”报告。这会

提供一个内部对等体列表，此列表按对等体

与外部主机通信的数据量排序。这种方法可

以指明它是否是您环境中的一个十分常见的

对等体。

 

第二步是运行 “流量 ”报告，以显示源和目标

之间的流量模式。与  C&C 服务器的通信将呈

现周期性模式，具有固定量的出站流量。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无

备注
这与单向可疑长流相同，但此事件将触发可

疑长流。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在源主机上启用安全事件 “信标主机 ”。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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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无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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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发送信标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从信标主机接收流量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源主机策略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高命令和控制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源主机  W 使用  X 服务名称 ( Y 
协议 ) 作为目标  Z 的对等体。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和目的  IP、从事件活

动日开始时间 ( 重置时间 ) 到事件的上次活动

时间为止的时间段及客户端字节和服务器字

节 ( 两者均大于或等于  0)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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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BEACONING_HOST (39)

 
 

  僵尸病毒命令和控制服务器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表示您环境中的主机被用作命令和控制  
(C&C) 服务器，协助攻击环境以外的其他主

机。此主机自身也极有可能受到攻击。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命令和控制指数、高关注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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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数量是多少？
 l 高命令和控制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COMMAND_AND_CONTROL_HOST 
(43)

 
 

  感染僵尸病毒的主机  - 尝试执行  C&C 活动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您网络中的主机尝试与某个已知的命令和控

制  (C&C) 服务器通信。虽然该主机的通信没

有成功，但这仍然值得关注，因为肯定存在

某些东西促使该主机进行此类尝试。请注

意，恶意软件或恶意重定向也可能会导致此

行为。

有哪些后续步骤？

此安全事件通常不需要在产品内进行过多验

证，但是应该针对事件的目标与任何其他主

机之间的流执行流查询，以查看其他主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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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与可疑的  C&C 服务器交互。将查询的时间

段设置为事件发生当天或更长时间。

根据通信的持续时间，您还可以使用此查询

来确定源主机何时开始连接到可疑的  C&C 
服务器。如果有许多主机与目标主机通信或

者您看到历史通信，则对  C&C 服务器的识别

可能有误。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完全 ”策略：高命令和控制指数、高关注指数

“部分 ”策略：高命令和控制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完全 ”策略： 

 l 高命令和控制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部分 ”策略： 

 l 高命令和控制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完全 ”策略：高目标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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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部分 ”策略：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完全 ”策略： 

 l 目标指数：True

“部分 ”策略：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BOT_INFECTED_HOST (41)

 
 

  感染僵尸病毒的主机  - 成功执行  C&C 活动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您网络中的主机已经与某个已知的命令和控

制  (C&C) 服务器进行了通信。这种行为可能

是由恶意软件或恶意重定向引起的，此次通

信也可能是利用漏洞攻击包等手段进行感染

的尝试。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主机受攻击的标

志。

有哪些后续步骤？

此安全事件通常不需要在产品内进行过多验

证，但是应该针对事件的目标与任何其他主

机之间的流执行流查询，以查看其他主机是

否与可疑的  C&C 服务器交互。将查询的时间

段设置为事件发生当天或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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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根据通信的持续时间，您还可以使用此查询

来确定源主机何时开始连接到可疑的  C&C 
服务器。如果有许多主机与目标主机通信或

者您看到历史通信，则对  C&C 服务器的识别

可能有误。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完全 ”策略：高命令和控制指数、高关注指数

“部分 ”策略：高命令和控制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完全 ”策略： 

 l 高命令和控制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部分 ”策略： 

 l 高命令和控制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完全 ”策略：高目标指数

“部分 ”策略：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完全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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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l 目标指数：True

“部分 ”策略：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BOT_INFECTED_HOST_
CONTROLLED (42)

 
 

  暴力登录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主机检测到一连串短暂的  TCP 连接，这些连

接与通过重复登录暴力破解密码的尝试相

符。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这可能表示某个主机尝试猜出另一个主机的

登录凭证，从而试图获取对系统的访问权

限。还可能表示客户端上的某个应用配置错

误，此客户端尝试与服务器建立大量重复连

接并且未能通过身份验证。

有哪些后续步骤？

目的是确定连接服务器的尝试是否合法。如

果客户端是外部主机，那么客户端地址是否

属于已知可信的网络或预计可能发起这些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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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业务合作伙伴的网络？如果是，可能是

应用配置错误。您还应该针对  Dshield 执行外

部查找 ( 查找目标主机 ) ，从而确认安全事件

警报中的目标  IP 的所有者。如果客户端是内

部主机，那么此主机尝试与相关服务器建立

这些类型的连接是否符合预期？针对源主机

运行 “排名靠前的对等体 ”报告可能会得知，

此主机是否连接到网络上具有相似字节数或

大量流的其他主机。另外，您还可以运行 “排
名靠前的端口 ”报告，找到源  IP 通过触发安

全事件警报的同一端口 ( 可能是  SSH) 连接的

其他主机。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无

备注 无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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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警报？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是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N/A

最小阈值 1( 连接数 ) 和  1( 每个连接的平均字节数 )

最大阈值
3,000( 连接数 ) 和  50,000( 每个连接的平均字

节数 )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连接数和每个连接的平均字节数 .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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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发起攻击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受害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攻击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和目标  IP、从事件活

动日的开始时间 ( 重置时间 ) 到事件的上次活

动时间为止的时间段及关联端口  <port>/TC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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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BRUTE_FORCE_LOGIN (58)

 
 

  尝试从  Bogon 地址连接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Bogon 地址是尚未分配并且不应使用的  IP 地
址。通常不需要特别关注来自一个地址的单

向通信，但是在正常使用期间不应发生这种

情况。事实上，此类流量通常会在网络边界

遭到阻止。有一类特定行为是拒绝服务  (DoS) 
攻击，当其大量出现时需要进行调查，并且

在攻击期间攻击者会伪造源  IP 地址。

有哪些后续步骤？

在调查来自  Bogon 地址的单向流量时，首先

要确认两点：1) 此  Bogon 地址 ( 或其他  Bogon 
地址 ) 是否尝试与网络中的其他主机进行通

信？2) 接收从  Bogon 地址发出的流量的主机

是否接收到异常大的流量？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您可以针对  Bogon 主机

组运行 “排名靠前的主机 ”查询或流查询。您

可以专门针对安全事件中涉及的  Bogon IP 运
行查询，但如果存在欺骗性流量，这样做的

意义并不很大，因为攻击者可以使用许多不

同的  Bogon IP。评估从查询中返回的结果，确

定这是否是  DoS 攻击的一部分，或者您的网

络中是否可能存在配置错误 /未分类的主机。

大量数据或数据包通常是  DoS 攻击的标志。 

要回答第二个问题，请将查询重点放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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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目标主机上，因为调查目标是要弄清

是否存在异常大的流量，以及其是否来自该  
Bogon 地址。要快速获取一些有用信息，可以

查看目标主机的其他安全事件，并查找 “接收

到的  SYN”或 “提供的新流数 ”等  DoS 事件或者

查找大量的  Bogon 通信。 

要进行更彻底的调查，请运行 “流量 ”报告。设

置日期 /时间过滤器，将  Bogon 通信时间以及

之前  2 小时包括在内。增加时间窗口长度会

导致查询条目变长，但这有助于提供更丰富

的情景信息。如果您不担心内部发动的  DoS 
攻击，此时还可以过滤主机，只包括来自外

部主机的流量。出现较大的流量峰值或变化

平缓的大流量均可能表示发生  DoS 攻击。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异常指数、高  Ddos 目标指数、高目标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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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数量是多少？

 l 异常指数：True

 l 高  Ddos 目标指数：True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CONN_FROM_BOGON_
ATTEMPTED (519)

 
 

  成功从  Bogon 地址连接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Bogon 地址是尚未分配并且不应使用的  IP 地
址。不应发生与  Bogon 地址的双向通信。这

种行为很可能表明您的网络或  Stealthwatch 
部署中存在配置错误。

有哪些后续步骤？

确定您的环境实际上是否在内部使用了特定

的  Bogon IP 地址范围，或者您是否使用了运

营商级  NAT。如果您的环境在内部使用了  
Bogon 范围并且符合预期，则只需将此范围

添加到内部主机组即可。要在  Stealthwatch 中
对此进行检查，可以在  Bogon 的  /24 位置寻找

活动流量。如果此范围的很大一部分都处于

活动状态，则它很可能是所在环境中的某个

专用范围。如果  Bogon IP 位于  100.64.0.0/10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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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围内，则它使用的是为运营商级  NAT 预留的  
IP 空间，当您的环境位于其中一个地址的后

方时，这不会造成问题。 

如果不属于这两种情况，主机快照 ( 在  SMC 
桌面客户端中访问 ) 将包含帮助您识别主机

的信息。例如，“导出器接口 ”选项卡会显示哪

些导出器和接口正在查看主机的流，以帮助

您确定设备托管的位置。此外，还可查看 “安
全事件 ”选项卡、“警报 ”选项卡和 “标识 ”选项

卡。这些选项卡将向您显示与  Bogon 主机有

关的任何其他行为。最后，查看  Bogon 主机

的安全事件，看看是否存在与之交互的任何

其他主机。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异常指数、高  Ddos 目标指数、高目标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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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是多少？

 l 异常指数：True

 l 高  Ddos 目标指数：True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CONN_FROM_BOGON_
SUCCEEDED (517)

 
 

  尝试从  Tor 连接
检测尝试从  Tor 出口节点连接到网络中的主机的连接。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策略违规指数、高关注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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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是多少？
 l 高策略违规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TOR_EXIT_ATTEMPTED (317)

 
 

  成功从  Tor 连接
检测成功从  Tor 出口节点连接到网络中的主机的连接。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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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策略违规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策略违规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TOR_EXIT_SUCCEEDED (318)

 
 

  尝试连接到  Bogon 地址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Bogon 地址是尚未分配并且不应使用的  IP 地
址。与一个  Bogon 地址的单向通信有些奇

怪，因为一定存在某种原因导致网络中的主

机发生此行为。这可能是来自拒绝服务  
(DoS) 攻击的虚假欺骗性退信。当攻击者在

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 中使用随机源地址

向您发送数据包，并且您对这些随机地址进

行响应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攻击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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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  IP 空间随机化，其中一些地址将成为  
Bogon 地址。与  Bogon IP 的单向通信也可能

是侦测或主机配置错误的标志。

有哪些后续步骤？

确定您的环境实际上是否在内部使用了特定

的  Bogon IP 地址范围，或者您是否使用了运

营商级  NAT。如果您的环境在内部使用了  
Bogon 范围并且符合预期，则只需将此范围

添加到内部主机组即可。要在  Stealtwatch 中
对此进行检查，可以在  Bogon 的  /24 中寻找活

动流量。如果此范围的很大一部分都处于活

动状态，则它很可能是所在环境中的某个专

用范围。如果  Bogon IP 位于  100.64.0.0/10 范围

内，则它使用的是为运营商级  NAT 预留的  IP 
空间，当您的环境位于其中一个地址的后方

时，这不会造成问题。 

如果不属于这些情况，请在事件源中查看其

他安全事件。查找大量的  Bogon 通信，或者

“接收到的  SYN”或 “提供的新流数 ”等拒绝服

务  (DoS) 事件。此外，还要查找  Ping 扫描或  
Addr_Scan 等侦测相关事件。要对潜在的  
DDoS 位进行更彻底的调查，请运行 “流量 ”报
告。设置日期 /时间过滤器，将  Bogon 通信时

间以及之前  2 小时包括在内。增加时间窗口

长度会导致查询条目变长，但这有助于提供

更丰富的情景信息。如果您不担心内部发动

的  DoS 攻击，此时还可以过滤主机，只包括

来自外部主机的流量。出现较大的流量峰值

或变化平缓的大流量均可能表示发生  DoS 
攻击。

如果看起来既不像  DDoS，也不像大量侦测

活动，请查看有关该  Bogon IP 的安全事件，

以了解是否有其他主机曾尝试与该  Bogon 主
机进行交互。如果有大量主机尝试与某个特

定的  Bogon 交互，则表明存在应用配置错误

或某个位于  Bogon 范围内的应用消失不见。

您可以通过查看  Bogon 的历史流量来对此进

行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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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异常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异常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CONN_TO_BOGON_ATTEMPTED 
(518)

 
 

  成功连接到  Bogon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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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Bogon 地址是尚未分配并且不应使用的  IP 地
址。不应发生与  Bogon 地址的双向通信。这

种行为很可能表明您的网络或  Stealthwatch 
部署中存在配置错误。

有哪些后续步骤？

确定您的环境实际上是否在内部使用了特定

的  Bogon IP 地址范围，或者您是否使用了运

营商级  NAT。如果您的环境在内部使用了  
Bogon 范围并且符合预期，则只需将此范围

添加到内部主机组即可。要在  Stealtwatch 中
对此进行检查，可以在  Bogon 的  /24 中寻找活

动流量。如果此范围的很大一部分都处于活

动状态，则它很可能是所在环境中的某个专

用范围。如果  Bogon IP 位于  100.64.0.0/10 范围

内，则它使用的是为运营商级  NAT 预留的  IP 
空间，当您的环境位于其中一个地址的后方

时，这不会造成问题。 

如果不属于这两种情况，主机快照 ( 在  SMC 
桌面客户端中访问 ) 将包含帮助您识别主机

的信息。例如，“导出器接口 ”选项卡会显示哪

些导出器和接口正在查看主机的流，以帮助

您确定设备托管的位置。此外，还可查看 “安
全事件 ”选项卡、“警报 ”选项卡和 “标识 ”选项

卡。这些选项卡将向您显示与  Bogon 主机有

关的任何其他行为。最后，查看  Bogon 主机

的安全事件，看看是否存在与之交互的任何

其他主机。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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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异常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异常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CONN_TO_BOGON_SUCCEEDED 
(516)

 
 

  尝试连接到  Tor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Tor( 原名洋葱路由器 ) 是一种用于隐匿互联

网连接的网络，其工作方式是在退出  Tor 网
络前通过多个中继发送连接。Tor 入口节点

是  Tor 连接在导航和退出  Tor 网络之前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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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的第一个服务器。在此安全事件中，您的  
Stealthwatch 系统监控到某个主机尝试与  Tor 
入口节点通信，但未观察到成功建立连接。 

这可能是用户驱动的行为，也可能是恶意软

件在尝试查找命令和控制流量。如果是用户

驱动的行为，则可能是尝试混淆用户流量的

目的地或者混淆用户开始浏览的位置。需要

注意的是，运行某些  Tor 入口节点的服务器

也会运行其他服务。例如，DuckDuckGo 会在

为执行搜索而访问的服务器上运行  Tor 入口

节点。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策略违规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策略违规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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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TOR_ENTRY_ATTEMPTED (513)

 
 

  成功连接到  Tor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Tor( 原名洋葱路由器 ) 是一种用于隐匿互联

网连接的网络，其工作方式是在退出  Tor 网
络前通过多个中继发送连接。Tor 入口节点

是  Tor 连接在导航和退出  Tor 网络之前经过

的第一个服务器。在此安全事件中，您的  
Stealthwatch 系统监控到某个主机正在与  Tor 
入口节点通信。 

这可能是用户驱动的行为，也可能是恶意软

件在尝试查找命令和控制流量。如果是用户

驱动的行为，则可能是尝试混淆用户流量的

目的地或者混淆用户开始浏览的位置。需要

注意的是，运行某些  Tor 入口节点的服务器

也会运行其他服务。例如，DuckDuckGo 会在

为执行搜索而访问的服务器上运行  Tor 入口

节点。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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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策略违规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策略违规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TOR_ENTRY_SUCCEEDED (514)

 
 

 检测到虚假应用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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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当处理某个主机的应用列表更新时，系统会

调用一种方法来确定正在处理的应用数据是

否为虚假应用。虚假应用逻辑将获取当前正

在分析的流中的数据以及所涉及的主机的信

息。这种算法使用这些数据来确定正在使用

的协议 ( TCP 或  UDP) 和端口是否与所标识的

预期应用相匹配。应用标识来自以下设备之

一 ( 具体取决于网络的配置方式 )
( FlowSensor、Palo Alto 设备、Packetshaper 设
备或  NBar 设备 ) 。目前监控的应用包括  
Telnet、SSH FTP、邮件服务、NTP 和  DNS。如
果标准应用使用非标准端口 ( 例如  DNS over 
123/udp) ，或者特定端口有通过其进行通信

的非标准应用 ( 例如  SSH over 80/tcp) ，则将触

发警报。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这种行为通常表明某用户或某应用尝试使用

非预定服务，从一个通常允许的端口发送流

量，以此绕过出口过滤。它还将寻找通过其

非标准端口的标准应用，这会导致它偶尔触

发使用辅助端口 ( 例如  SSH over TCP 8022) 的
应用。

有哪些后续步骤？

调查的目的是找到相关的流，然后尝试确定

它们是否表现出数据泄露或命令和控制的迹

象。

 

调查此事件时首先要考虑与事件相关的端口

和涉及的主机。例如，如果目标主机是非现

场备份服务器，并且事件通过端口  8022 触
发，则可能无需担心。另一方面，如果目标主

机不常见，并且您发现非  DNS 流量通过端口  
53 UDP 传出，则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要对此进行调查，有多种选项可供选择：此

事件将列出关联的端口，您可以使用该端口

构建一个针对性很强的过滤器。例如，如果

您对在两个相关主机之间通过相关端口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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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的流进行过滤并排除使用 “正确 ”应用的流

( 例如，搜索通过端口  53 UDP 传输的非  DNS 
流量 ) ，则会找到触发此事件的流。

 

运行比较常规的查询，即只对事件发生当天

事件的源和目标主机进行过滤，可能也会有

所帮助。此类查询除了会发现端口 /应用不匹

配的任何流之外，还可以发现其他流，而任

何此类流的存在都可能成为调查中非常有价

值的情景信息。

 

在选择要使用的流之后，请检查目的主机、

历史记录和数据量是否存在滥用迹象。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需要来自  FlowSensor、Palo Alto 设备、

Packetshaper 设备或  NBar 设备的其他信息。

备注 没有。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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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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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N/A

目标是什么？ N/A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N/A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命令和控制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命令和控制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主机已通过端口 /协议  
(ServiceName) 使用  X。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目标  IP、从事件首次

活动时间前  35 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

时间范围及关联端口  <port>/TCP 和  
<port>/UD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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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FAKE_APP (62)

 
 

  流被拒绝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情境。例如，来

自互联网上主机的流遭到拒绝可能并不那么

值得关注，特别是作为单一事件发生时。内

部主机之间的流遭到拒绝不同于从内部主机

到外部主机的流遭到拒绝，并且反复尝试相

同的主机 /端口配对与发送到许多不同目的

地时受阻之间的差别也很大。 

如果一个内部主机拒绝很多流通过一个端口

与另一个内部主机通信，则可能是配置错

误。发送到不同端口或内部主机的许多流遭

拒可能表明存在侦测行为。除此之外，这也

表明主机正在进行您确定不应该执行的操

作，这使它本身就需要受到关注。对于从内

部主机到互联网的遭到阻止的流，需要了解

它尝试违反什么规则及其具体情境，但无论

如何，主机执行了您的安全策略已确定它应

无法执行的操作。

有哪些后续步骤？

调查 “流遭拒 ”事件的一种好方法是对事件的

源主机执行安全事件查询。针对事件发生当

天执行查询，将源主机设置为首个 “流遭拒 ”
事件的源，然后将类型设置为仅包含其他 “流
遭拒 ”事件。这样就会显示此主机的所有流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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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拒事件。您可以从返回的结果确定它是唯一

遭到拒绝的流、通过同一端口发送到同一主

机的许多遭到拒绝的流、通过同一端口发送

到不同主机的许多遭到拒绝的流，还是发送

到同一主机组的许多遭到拒绝的流等。这将

使您能够了解主机实际参与的行为。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侦察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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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FLOW_DENIED (310)

 
 

  分段数据包太长  **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如果发现数据包的分段值会导致数据包超过

最大数据包长度，将在源主机上触发安全事

件。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分段值无效的  IP 数据

包。如果确实出现这种数据包，很可能是有

意为之，目的是尝试收集有关作为数据包发

送目标的机器的信息，因为不同的操作系统

和版本可能响应方式不同。

有哪些后续步骤？

如果此事件的来源是内部主机，则应查找侦

测活动的其他表现。例如，该主机是否向多

个主机发送无效分段？它是否扫描同一端口

上的许多主机？它是否扫描一个主机上的许

多端口？执行侦测的内部主机可能是不良活

动或攻击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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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流量收集器  NetFlow 版需要  FlowSensor。流量

收集器  sFlow 不需要任何特殊额外设备。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必须在源主机上启用安全事件  Frag:Packet_
Too_Long。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客户端  IP 策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防病毒服务器和  SMS 服务器 ; 防火墙 , 代理

和  NAT 设备 ; 网络管理和扫描器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无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 ; 外部主机 ; 客户端  IP 策略 ; 防病毒

服务器和  SMS 服务器 ; 防火墙 , 代理和  NAT 
设备 ; 网络管理和扫描器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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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N/A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N/A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发送不良数据包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列为不良数据包的目的地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源主机策略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攻击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攻击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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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目标  IP、从事件首次

活动时间前一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时

间范围及  TC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FRAG_PKT_TOO_LONG (282)

 
 

  分段数据包太短  **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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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如果发现数据包的分段长度短到被截断了协

议头，将在源主机上触发安全事件。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分段值无效的  IP 数据

包。如果确实出现这种数据包，很可能是有

意为之，目的是尝试收集有关作为数据包发

送目标的机器的信息，因为不同的操作系统

和版本可能响应方式不同。

有哪些后续步骤？

如果此事件的来源是内部主机，则应查找侦

测活动的其他表现。例如，该主机是否向多

个主机发送无效分段？它是否扫描同一端口

上的许多主机？它是否扫描一个主机上的许

多端口？执行侦测的内部主机可能是不良活

动或攻击的标志。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流量收集器  NetFlow 版需要  FlowSensor。流量

收集器  sFlow 不需要任何特殊额外设备。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必须在源主机上启用安全事件  Frag:First_
Too_Short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客户端  IP 策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防病毒服务器和  SMS 服务器 ; 防火墙 ,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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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用此事件？ 和  NAT 设备 ; 网络管理和扫描器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无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 ; 外部主机 ; 客户端  IP 策略 ; 防病毒

服务器和  SMS 服务器 ; 防火墙 , 代理和  NAT 
设备 ; 网络管理和扫描器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N/A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N/A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 2021Cisco Systems, Inc. 和 /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 80-

安全事件列表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发送不良数据包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列为不良数据包的目的地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源主机策略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攻击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攻击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目标  IP、从事件首次

活动时间前一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时

间范围及  TC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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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FRAG_PKT_TOO_SHORT (281)

 
 

  分段大小不同  **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如果检测到数据包的分段大小在分段之间存

在差异，则会在源主机上触发安全事件。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每个分段的大小不同

的  IP 数据包。如果确实出现这种数据包，很

可能是有意为之，目的是尝试沿其路由逃避

数据包检查工具。

有哪些后续步骤？

如果此事件的来源是内部主机，则应查找侦

测活动的其他表现。例如，该主机是否向多

个主机发送无效分段？它是否扫描同一端口

上的许多主机？它是否扫描一个主机上的许

多端口？执行侦测的内部主机可能是不良活

动或攻击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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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流量收集器  NetFlow 版需要  FlowSensor。流量

收集器  sFlow 不需要任何特殊额外设备。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必须在源主机上启用安全事件  Frag:Sizes_
Differ。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客户端  IP 策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防病毒服务器和  SMS 服务器 ; 防火墙 , 代理

和  NAT 设备 ; 网络管理和扫描器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无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 ; 外部主机 ; 客户端  IP 策略 ; 防病毒

服务器和  SMS 服务器 ; 防火墙 , 代理和  NAT 
设备 ; 网络管理和扫描器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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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N/A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N/A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发送不良数据包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列为不良数据包的目的地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源主机策略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攻击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攻击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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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目标  IP、从事件首次

活动时间前一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时

间范围及  TC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FRAG_DIFFERENT_SIZES (283)

 
 

  半开放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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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种拒绝服务  (DoS) 攻击。半开放攻击

可能是以耗尽带宽或连接处理程序为目的的

攻击，因为它打开连接却从不执行连接，迫

使受害主机等待足够长的时间，进而导致恶

意连接超时。

有哪些后续步骤？

目的是判断与目标主机的连接是否合法，以

及目标主机是否出现任何性能降低情况。虽

然这可能是两个内部主机之间的恶意行为，

但更有可能是内部与外部主机之间发生的事

件，因此需要受到关注。 

首先，对事件发生当天事件的源主机和目标

主机之间的流执行流查询。注意流是不是持

续的。如果不是持续的，并且没有服务中断，

则很可能没有问题。您还可以查看源主机和

目标主机的安全事件历史记录。源主机当前

或过去是否针对多个目标主机发生此事件？

如果是的话，则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目标主机是否使许多主机同时针对它触发了

此事件，但过去并未如此？这可能是分布式

拒绝服务  (DDoS) 攻击的标志。如果过去也曾

触发此事件，则可能只是托管此服务的任何

应用的正常行为。如果是这样，请考虑针对

特定主机关闭此事件。 

如果流量传感器观察到相关流量，请运行性

能报告，查看  SRT( 服务器响应时间 ) 是否受

到流量性质的影响。通过此方法可以获知这

是否是合法流量。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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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A” 策略：高  Ddos 源指数、高关注指数

“B” 策略：高  Ddos 源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A” 策略： 

 l 高  Ddos 源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B” 策略： 

 l 高  Ddos 源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A” 策略：高  Ddos 目标指数、高目标指数

“B” 策略：高  Ddos 目标指数、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A” 策略： 

 l 高  Ddos 目标指数：True

 l 目标指数：True

“B” 策略： 

 l 高  Ddos 目标指数：True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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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HALF_OPEN (26)

 
 

  高文件共享指数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它搜索不源自文件服务器的大型数据传输。

源 ( 下载大量数据的主机 ) 可能使用  P2P 技术

或简单文件共享方法和协议从目标下载大文

件。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源可能正在从目标下载异常数量的数据。这

是 “数据收集 ”和 “数据泄露 ”的可能前兆。

有哪些后续步骤？

确定下载的数据量。由于这可能是 “可疑数据

收集 ”的前兆，因此后续步骤相同，但在本案

例中初始目标已知。

对此进行调查的一种理想方法是对源运行

“排名靠前的对等体 ( 入站 ) ”报告。将查询的

时间段设置为事件发生当天。过滤此报告，

将客户端或服务器主机设置为安全事件的

源  IP，并将其他主机设置为 “内部主机 ”主机

组。这样做的目标是查明源是否从许多目标

下载了大量数据。

如果目标是向源发送数据的唯一主机，请为

目标运行 “排名靠前的对等体 ”报告，以查看

它是否与其他主机具有相同的活动。如果是

这样，则值得将目标作为文件共享服务器进

行调查，以查看该活动是否符合预期。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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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等 )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默认启用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外部主机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是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差量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75

最小阈值 24 小时内  100,000 个  FSI 点数

最大阈值 24 小时内  1,000,000,000 个  FSI 点数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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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数调整事件？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正在接收文件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正在发送文件的主机 .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高策略违规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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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观察到  W 个点。预期  X 点数、

容差  Y 最多允许  Z 个点。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  IP 和外部主机以及事

件活动日的开始时间 ( 重置时间 ) 到事件的上

次活动时间之间的时间段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FILE_SHARING (20)

 
 

  高  SMB 对等体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主机具有到外部的许多服务器消息块  (S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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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为？ 会话，这符合蠕虫传播的特点。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除非您知道这应该在特定情况下发生或者您

将阈值设置得非常低，否则此事件几乎肯定

是主机受到攻击的标志。这通常是恶意软件

希望通过  SMB 自动传播的标志。

有哪些后续步骤？

此安全事件是可能受到攻击的标志，但是您

可以调查它来查看外部主机是否属于一个特

定的范围，或者查看它们中有多少已被接

触。要执行此操作，请启动流查询。将查询的

开始时间设置为事件发生当天。在 “过滤器 ”
对话框的 “主机 ”选项卡上，将客户端或服务

器主机设为事件源，并将其他主机设为 “内部

主机 ”主机组。在 “服务和应用 ”选项卡上，按

服务过滤并包括  SMB。该查询会返回所有相

关流。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无

备注 无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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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是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阈值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容差 N/A

最小阈值 100 SMB 从内部主机流到外部主机。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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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具有许多  SMC 对等体的内部主机

目标是什么？ 充当  SMB 对等体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攻击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  IP 和外部主机、从事

件活动日的开始时间 ( 重置时间 ) 到事件的上

次活动时间为止的时间段、445/TCP 及  
445/UD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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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HIGH_SMB_PEERS (60)

 
 

  高总流量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由于总流量包含入站和出站流量，因此高总

流量是异常行为的一般标志。占主要部分的

可能是入站流量、出站流量或二者的混合。

异常大的流量中涉及到此  IP。

有哪些后续步骤？

确定传输的数据量，以及数据的目标和来源

位置。对此进行调查的一种理想方法是对源

主机执行流查询。将时间段设置为相关安全

事件发生当天，并将源主机设置为客户端主

机或服务器主机。

在返回结果后，找到最高数据量的目标或来

源位置；要执行此操作，可按总字节数排序。

目的是找到异常的流。

在找到异常的流之后，确定这是否是预期行

为。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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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异常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异常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TOTAL_TRAFFIC (16)

 
 

  高流量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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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总流量包含入站和出站流量，因此高流量是

异常行为的一般标志。占主要部分的可能是

入站流量、出站流量或二者的混合。异常大

的流量中涉及到此  IP。这可能是传入或传出  
DoS 的表现。

有哪些后续步骤？

确定传输的数据量，以及数据的目标和来源

位置。对此进行调查的一种理想方法是对源

主机执行流查询。将查询的开始时间设置为

相关安全事件的开始时间之前  5 分钟，并将

结束时间设置为警报结束时间 ( 如果有警

报 ) 。将源主机设置为客户端主机或服务器

主机。

在返回结果后，找到最高数据量的目标或来

源位置；要执行此操作，可按总字节数排序。

目的是找到异常的流。

在找到异常的流之后，确定这是否是预期行

为。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异常指数、高关注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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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数量是多少？
 l 异常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HI_TRAFFIC (30)

 
 

  大量邮件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它搜索尚未指定为邮件服务器，但相对于较

小或不存在的传入邮件比率，显示的传出邮

件量非常大的主机。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发出警报的主机可能感染了一块邮件蠕虫恶

意软件，或者主机已被篡改目的用于发送垃

圾邮件。

有哪些后续步骤？

确定每个流发出的数据量，以及其发送数据

使用的端口。

运行两个 “排名靠前的对等体 ”报告 ( 一个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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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协议过滤，一个按流过滤 ) ，以查看主机是在

网络上传播蠕虫，还是为了发送垃圾邮件而

用作  SMTP 中继。

确定从这些对等体发送所观察到数量的数据

是否是预期行为。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获取和使用  NetFlow 需要  FlowSensor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是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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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大量邮件 ”通知触发警报的五分钟时间段；

默认为  1。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被扫描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没有目标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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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数量是多少？
 l 高策略违规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  IP、从事件活动日的

开始时间 ( 重置时间 ) 到事件的上次活动时间

为止的时间段及  25/TC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HIGH_VOLUME_EMAI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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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MP 通信：管理  **
源主机收到一条  ICMP 消息 “出于管理需要，已禁止通信 ”。如果路由器由于管理过滤无

法转发数据包，则会产生此消息。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侦察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COMM_ADMIN_PROHIBITED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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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MP 目的主机：管理  **
源主机收到一条  ICMP 消息 “出于管理需要，已禁止目的主机 ”。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侦察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DEST_HOST_ADMIN_PROHIBITED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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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MP 目的主机：未知**
源主机收到一条  ICMP 消息 “出现 ‘未知目的主机 ’错误 ”。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侦察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DEST_HOST_UNKNOWN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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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MP 目的网络：管理  **
源主机收到一条  ICMP 消息 “出于管理需要，已禁止目的网络 ”。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侦察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DEST_NETWK_ADMIN_PROHIBITED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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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MP 目的网络：未知  **
源主机收到一条  ICMP 消息 “出现 ‘未知目的网络 ’错误 ”。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侦察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DEST_NETWORK_UNKNOWN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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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MP 泛洪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源主机在  5 分钟内发送的  ICMP 数据包数量

过多。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这表明源主机参与了  DoS 攻击 ( 可能由受攻

击的主机导致或由用户促成 ) 、存在网络应

用配置错误或存在侦测行为 ( 在此期间，在

极大的  IP 范围内而不是小组内发送数据

包 ) 。

有哪些后续步骤？

确定  ICMP 数据包的发送数量、发送速率、发

送时间及其去向。对此进行调查的一种理想

方法是对源主机执行流查询。将查询的开始

时间设置为相关安全事件的开始时间之前  5 
分钟，并将结束时间设置为警报结束时间

( 如果有警报 ) 。将协议过滤器设置为 “仅  
ICMP”。返回结果后，查明在搜索的时间段内

大部分  ICMP 数据包的去向。如果事件的主

体是  ICMP 为主的流中的客户端主机，则可

以按客户端数据包数或客户端数据包速率  
(pps) 排序。目的是找到异常的流。在找到异

常的流之后，确定这是否是预期行为。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无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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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是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行为和阈值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容差 75

最小阈值 5 分钟内  1,800 个  ICMP 数据包

最大阈值 5 分钟内  1,000 万个  ICMP 数据包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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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接收  ICMP 数据包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N/A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高  Ddos 源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观察到  X pp5m。预期为  Y 
pp5m、容差  Z 最多允许  Y pp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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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  IP、从事件首次活动

时间前五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时间范

围及  ICM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ICMP_FLOOD (7)

 
 

  需要进行  ICMP 分段  **
源主机收到一条  ICMP 消息 “IP 数据报过大 ”。需要进行数据包拆分，但  IP 报头中的  DF 
位已设置。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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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异常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异常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FRAG_NEEDED_DF_SET (293)

 
 

  ICMP 主机优先级  **
源主机收到一条  ICMP 消息 “‘主机优先级违规 ’”。由第一跳路由器发送给主机，表示不

允许该源 /目的主机或网络、上层协议以及源 /目的端口的特定组合使用请求的优先

级。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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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异常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异常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HOST_PRECEDENCE_VIOLATION 
(303)

 
 

  ICMP 主机不可达  **
源主机收到一条  ICMP 消息 “目标主机不可达 ”。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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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侦察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HOST_UNREACHABLE (290)

 
 

  由于  TOS( 服务类型) ，主机不可达  **
源主机收到一条  ICMP 消息 “目标主机因指定类型的服务不可达 ”。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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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异常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异常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HOST_UNREACHABLE_FOR_SVC 
(301)

 
 

  ICMP 网络不可达  **
源主机收到一条  ICMP 消息 “目标网络不可达 ”。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 2021Cisco Systems, Inc. 和 /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 114-

安全事件列表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侦察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NETWORK_UNREACHABLE (289)

 
 

  由于  TOS，ICMP 网络不可达  **
源主机收到一条  ICMP 消息 “目标网络因指定类型的服务不可达 ”。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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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异常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异常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NETWK_UNREACHABLE_FOR_SVC 
(300)

 
 

  ICMP 端口不可达  **
源主机收到一条  ICMP 消息 “目的端口不可达 ”。指定的传输协议 ( 如  UDP) 无法对数据

报进行多路分用，但无告知发送者的协议机制。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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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侦察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PORT_UNREACHABLE (292)

 
 

  ICMP 优先级中断  **
源主机收到一条  ICMP 消息 “‘优先级中断 ’生效 ”。网络运营商已实施运营所需的最低优

先级；发送数据报的优先级低于此级别。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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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异常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异常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PRECEDENCE_CUTOFF (304)

 
 

  ICMP 协议不可达  **
源主机收到一条  ICMP 消息 “目的协议不可达 ”。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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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异常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异常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PROTOCOL_UNREACHABLE (291)

 
 

  接收到的  ICMP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这表示目标主机成为  DoS 攻击的目标或网

络应用配置错误。

有哪些后续步骤？
确定  ICMP 数据包的接收数量、接收速率、接

收时间及其来源。对此进行调查的一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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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方法是对目标主机执行流查询。将查询的开

始时间设置为相关安全事件的开始时间之前  
5 分钟，并将结束时间设置为警报结束时间

( 如果有警报 ) 。将协议过滤器设置为仅  
ICMP。

返回结果后，查明在搜索的时间段内大部分  
ICMP 数据包的来源。如果事件的主体是  
ICMP 为主的流中的客户端主机，则可以按

客户端数据包数或客户端数据包速率  (pps) 
排序。目的是找到异常的流。

在找到异常的流之后，确定这是否是预期行

为。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  Ddos 目标指数、高目标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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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数量是多少？
 l 高  Ddos 目标指数：True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ICMP_RECEIVED (50)

 
 

  ICMP 源主机被隔离  **
源主机收到一条  ICMP 消息 “出现 ‘源主机被隔离 ’错误 ”。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侦察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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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SOURCE_HOST_ISOLATED (297)

 
 

  ICMP 源路由失败  **
源主机收到一条  ICMP 消息 “出现 ‘源路由失败 ’错误 ”。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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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异常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异常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SOURCE_ROUTE_FAIL (294)

 
 

  ICMP 超时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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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它搜索由于跟踪路由工具、发生故障的网络

设备 ( 路由回路等 ) 及  Firewalking 技术 ( 使用  
ICMP 超时来确定  ACL 允许的第  4 层协议 ) 的
原因而生成的  ICMP_TIME_EXCEEDED 消
息。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主机可能正在扫描 /映射网络，以确定允许通

过网关 /防火墙等的第  4 层协议。

有哪些后续步骤？

确定主机是否一直在扫描端口以及  ICMP 调
用。

运行按端口和协议显示对等体的报告，以识

别 ICMP 模式以及各种端口 ( 各个对等体之间

经常重复 ) 。

确定从主机发送的数据模式是否为预期行为

( 安全工具 /设备等 ) 。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分析  NetFlow 需要  FlowSensor。

备注 无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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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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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作为数据包的目的地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作为数据包的源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和目标  Ip、从事件首次

活动时间前五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时

间范围及  ICM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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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ICMP_TO (258)

 
 

  检测到从内部主机连接到  Tor 入口节点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Tor( 原名洋葱路由器 ) 是一种用于隐匿互联

网连接的网络，其工作方式是在退出  Tor 网
络前通过多个中继发送连接。Tor 入口节点

是  Tor 连接在导航和退出  Tor 网络之前经过

的第一个服务器。 

在此安全事件中，某个主机正在由您的  
Stealthwatch 系统监控并被作为  Tor 入口节点

播发。托管  Tor 入口节点不一定会造成问题，

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它不应在网络管理员

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发生。与  Tor 出口节点

不同，Tor 入口节点只转发  Tor 网络内部的流

量，因此主要问题通常在于带宽。

有哪些后续步骤？

调查此事件的主要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非

技术性问题。确定是否有人知道该  Tor 入口

节点，以及是否得到允许。如果答案是肯定

的，则针对特定的允许的主机禁用此事件。

您还可以查看主机的安全事件历史记录，找

出它被作为  Tor 入口节点播发时开始通信的

时间。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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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策略违规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策略违规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TOR_ENTRY_INSIDE_HOST (515)

 
 

  检测到从内部主机连接到  Tor 出口节点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 2021Cisco Systems, Inc. 和 /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 128-

安全事件列表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Tor( 原名洋葱路由器 ) 是一种用于隐匿互联

网连接的网络，其工作方式是在退出  Tor 网
络前通过多个中继发送连接。Tor 出口节点

是  Tor 连接从  Tor 网络退出的最后一个中继，

它是网络连接的目的地，最终看作连接的

源。 

在此安全事件中，某个主机正在由您的  
Stealthwatch 系统监控并被作为  Tor 出口节点

播发。托管  Tor 出口节点不一定会造成问题，

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它不应在网络管理员

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发生。与托管  Tor 出口

节点有关的问题通常包括带宽使用率以及围

绕通过节点代理的活动产生的潜在法律问

题。

有哪些后续步骤？

调查此事件的主要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非

技术性问题。确定是否有人知道该  Tor 出口

节点，以及是否得到允许。如果答案是肯定

的，则针对特定的允许的主机禁用此事件。

您还可以查看主机的安全事件历史记录，找

出它被作为  Tor 出口节点播发时开始通信的

时间。此外，您还可以运行 “排名靠前的对等

体 ”报告，查看服务器消耗的带宽量以及带宽

被消耗在什么地方。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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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策略违规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策略违规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TOR_EXIT_INSIDE_HOST (319)

 
 

  低流量
过去  5 分钟的平均主机流量低于可接受最低值。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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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异常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异常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LOW_TRAFFIC (29)

 
 

  MAC 地址违规
自上次存档后，主机更改  MAC 地址的次数超过可接受次数。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 2021Cisco Systems, Inc. 和 /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 131-

安全事件列表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策略违规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策略违规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MAC_ADDRESS (25)

 
 

  邮件拒收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它搜索不是  SMTP( 邮件 ) 服务器的主机收到

的过量 “邮件拒收 ”消息。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主机收到的 “邮件拒收 ”消息的数量超过了阈

值，且该主机不是邮件服务器。发生这些消

息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例如，发送服务器 /IP 
注册为垃圾邮件服务器，目标邮件收件人不

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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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有哪些后续步骤？

确定主机是否被用于发送 /接收邮件。

按端口 /协议  (25/SMTP) 运行 “排名靠前的对

等体 ”报告，以查看谁与服务器进行了通信。 

如果主机被用于发送 /接收邮件，请检查以确

保  SMTP 配置正确。

检查较大的垃圾邮件和邮件阻止列表，以查

看主机  IP 是否列于其中。

如果服务器不用于发送和接收邮件，则调查

主机以确定服务的安装时间以及为了实现这

一目的主机是否受到攻击。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分析  NetFlow 需要流量传感器。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外部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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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是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邮件拒收 ”通知触发警报的五分钟时间段：

默认为  5。拒收邮件在  5 分钟后传送触发警

报：默认为  5。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被扫描的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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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目标是什么？ 没有目标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高策略违规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  IP、从事件活动日的

开始时间 ( 重置时间 ) 到事件的上次活动时间

为止的时间段及  25/TC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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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MAIL_REJECTS (12)

 
 

  邮件中继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它搜索积累了大量邮件流量 ( 包括入站和出

站 ) ，并且发送的邮件量比接收的邮件量更

大的主机。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主机可能正被用作邮件中继。如果邮件服务

器未配置为使用身份验证，则在  SMTP 端口  
(25) 开放且 /或没有配置以限制可以中继邮件

的网络时，邮件服务器将保持对外部开放。

它可能会被垃圾邮件发送者利用。

有哪些后续步骤？

确定正常的邮件量以及主机是否被用于发送

和接收邮件。如果服务器被用于发送和接收

邮件，请验证  SMTP 服务器配置。启用身份

验证和网络中继限制 ( 如果尚未启用 ) 。

如果服务器不用于发送和接收邮件，则调查

主机以确定服务的安装时间以及为了实现这

一目的主机是否受到攻击。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分析  NetFlow 需要流量传感器。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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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外部主机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是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邮件通知触发警报的五分钟时间段：默认为  
5。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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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被扫描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没有目标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高策略违规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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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  IP、从事件活动日的

开始时间 ( 重置时间 ) 到事件的上次活动时间

为止的时间段及  25/TC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MAIL_RELAY (10)

 
 

  发起的最大流数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这可能表明存在多个不同问题，但是首先应

确定这是否是侦测或主机参与  DoS 攻击的

标志。

有哪些后续步骤？

通过找出这些类型的流之间的共同点，确定

导致这些流的原因。例如，是否大部分流都

去往同一主机？它们是否经过同一端口去往

不同主机？

确定这一点的理想方法是运行一种排名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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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的报告。您可以从 “排名靠前的对等体 ”报告

或 “排名靠前的端口 ”报告开始。访问报告，然

后在 “过滤器 ”对话框中的 “主机 ”选项卡上将

“方向 ”字段设置为总计，其中客户端为事件

源，并且不排除服务器主机。在 “日期 /时间 ”
选项卡上，将时间段设置为从此事件的开始

活动时间之前  5 分钟，一直到此事件的开始

活动时间。在 “高级 ”选项卡上，选择按流排

序。确定是否大部分的流都集中在特定的几

行。( 如果不是这样，则运行两种推荐的排名

靠前的报告中的另外一种。)

在找到异常端口或对等体后，确定这是否是

预期行为。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异常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异常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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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MAX_FLOWS_INIT (17)

 
 

  提供的最大流数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这可能表明存在多个不同问题，但是首先应

确定这是否是侦测或主机成为  DoS 攻击目

标的标志。对于通常提供大量流量的主机，

这可能只是正常使用中出现的流量增加，具

体取决于阈值和容差设置。

有哪些后续步骤？

通过找出这些类型的流之间的共同点，确定

导致这些流的原因。例如，是否大部分流都

来自同一主机？它们是否从不同主机发往同

一端口？

确定这一点的理想方法是运行一种排名靠前

的报告。您可以从 “排名靠前的对等体 ”报告

或 “排名靠前的端口 ”报告开始。访问报告，然

后在 “过滤器 ”对话框中的 “主机 ”选项卡上将

“方向 ”字段设置为总计，其中服务器主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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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源，并且不排除客户端。在 “日期 /时间 ”
选项卡上，将时间段设置为从此事件的开始

活动时间之前  5 分钟，一直到此事件的开始

活动时间。在 “高级 ”选项卡上，选择按流排

序。确定是否大部分的流都集中在特定的几

行。( 如果不是这样，则运行两种推荐的排名

靠前的报告中的另外一种。)

在找到异常端口或对等体后，确定这是否是

预期行为。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异常指数、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异常指数：True

 l 目标指数：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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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MAX_FLOWS_SERVED (37)

 
 

  发起的新流数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这可能表明存在多个不同问题，但是首先应

确定这是否是侦测或主机参与  DoS 攻击的

标志。

有哪些后续步骤？

通过找出这些类型的流之间的共同点，确定

导致这些流的原因。例如，是否大部分流都

去往同一主机？它们是否经过同一端口去往

不同主机？

确定这一点的理想方法是运行一种排名靠前

的报告。您可以从 “排名靠前的对等体 ”报告

或 “排名靠前的端口 ”报告开始。访问报告，然

后在 “过滤器 ”对话框中的 “主机 ”选项卡上将

“方向 ”字段设置为总计，其中客户端为事件

源，并且不排除服务器主机。在 “日期 /时间 ”
选项卡上，将时间段设置为从此事件的开始

活动时间之前  5 分钟，一直到此事件的开始

活动时间。在 “高级 ”选项卡上，选择按流排

序。确定是否大部分的流都集中在特定的几

行。( 如果不是这样，则运行两种推荐的排名

靠前的报告中的另外一种。)

在找到异常端口或对等体后，确定这是否是

预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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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异常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异常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NEW_FLOWS_INIT (18)

 
 

  提供的新流数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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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这可能表明存在多个不同问题，但是首先应

确定这是否是侦测或主机成为  DoS 攻击目

标的标志。对于通常提供大量流量的主机，

这可能只是正常使用中出现的流量增加，具

体取决于阈值和容差设置。

有哪些后续步骤？

通过找出这些类型的流之间的共同点，确定

导致这些流的原因。例如，是否大部分流都

去往同一主机？它们是否经过同一端口去往

不同主机？

确定这一点的理想方法是运行一种排名靠前

的报告。您可以从 “排名靠前的对等体 ”报告

或 “排名靠前的端口 ”报告开始。访问报告，然

后在 “过滤器 ”对话框中的 “主机 ”选项卡上将

“方向 ”字段设置为总计，其中服务器主机为

事件源，并且不排除客户端。在 “日期 /时间 ”
选项卡上，将时间段设置为从此事件的开始

活动时间之前  5 分钟，一直到此事件的开始

活动时间。在 “高级 ”选项卡上，选择按流排

序。确定是否大部分的流都集中在特定的几

行。( 如果不是这样，则运行两种推荐的排名

靠前的报告中的另外一种。)

在找到异常端口或对等体后，确定这是否是

预期行为。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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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  Ddos 目标指数、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  Ddos 目标指数：True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NEW_FLOWS_SERVED (38)

 
 

  新主机处于活动状态
检测到新主机。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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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策略违规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策略违规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NEW_HOST (14)

 
 

  数据包泛洪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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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它查找很长一段时间内发送至主机的大量小

型数据包，而这些主机不是  SYN 泛洪攻击的

目标。( 未完成三向  TCP 握手时会出现  SYN 
洪流攻击，导致  TCP 连接打开 ) 。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源正在发出大量的数据包，其中每个数据包

的大小都比传统  TCP 数据包要小。很长一段

时间内都存在这种情况，表示源正在尝试对

目标发起  DoS( 拒绝服务 ) 或暴力攻击。

有哪些后续步骤？

对源运行 “排名靠前的对等体 ”报告，以查看

它是否执行了任何类似的流，即长度上可能

略短并且与其他主机大小相近。这可能是攻

击的前兆，因为攻击者正在尝试测定各种机

器上的资源并识别弱目标。

对目标运行 “排名靠前的对等体 ”报告，以查

看是否有任何其他机器已被攻击或已被篡改

目的参与攻击，但尚未达到引发警报的时间

阈值。

调查源以查看流活动的行为是否符合预期。

如果可能，为目标配置  DoS 缓解操作。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分析  NetFlow 需要流量传感器。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 2021Cisco Systems, Inc. 和 /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 148-

安全事件列表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是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当内部主机的  PPS 大于  75,000 时，或当外部

主机的  PPS 大于  50,000 时触发此警报。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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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发送短数据包的攻击者。

目标是什么？ 数据包的接收者。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  Ddos 源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  Ddos 源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高  Ddos 目标指数：True

 l 目标指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目标主机是  X。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和目标  IP 和从事件首

次活动时间前五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

时间范围进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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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PACKET_FLOOD (8)

 
 

  Ping
源主机已发送  ICMP 回应答复，并收到目标主机的  ICMP 回应响应。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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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侦察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PING_PROBE (257)

 
 

  Ping 过大数据包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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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它搜索大于标准大小  90 个字节的  ICMP 数据

包，作为  ICMP 回应请求 ( 如果主机是数据包

的目的地 ) 或作为  ICMP 回应答复 ( 如果主机

是数据包的源 ) 。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这可能表示正在使用适用于数据泄露或秘密

通信的隐蔽通道。ICMP 用于标准控制或错

误响应目的，但它也可以被用来建立连接以

发送和接收其他数据。

有哪些后续步骤？

运行 “排名靠前的服务 ”报告，以将过多  ICMP 
流量与所有其他发送到主机和从主机发送的

流量区分开来。

调查源主机和目标主机，以查看是否有未授

权的服务正在运行。例如，程序或服务必须

在主机、目标或两者上运行，以捕获或发送  
ICMP 流量。 

运行按  ICMP 应用过滤的 “排名靠前的对等

体 ”报告 ( 请参见下方注释 ) ，以查看源或目标

是否通过过多  ICMP 流量与其他对等体或与

网络外部的不利对等体进行了通信。按  
ICMP 为应用过滤报告  

注意：配置 “排名靠前的对等体 ”报告时，在

“连接 ”部分中单击应用下方的选择。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无

备注 无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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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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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发送数据包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接收数据包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高命令和控制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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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和目标  IP、从事件活

动日的开始时间 ( 重置时间 ) 到事件的上次活

动时间为止的时间段及  ICM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LONG_PING (278)

 
 

  Ping 扫描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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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满足以下条件时，会记录扫描事件并触发警

报：1) ICMP 数据报已超时；2) 不是服务请

求；3) 源主机不是目的主机；4) 源 /目的端口

不是  38293( 用于  Norton AV 主机发现 ) 。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ICMP 扫描通常是一种早期的侦测类型，因为

与跨主机扫描某个特定端口或扫描一个主机

上的许多端口不同，它只搜索任何响应的主

机而非特定服务。主机  Ping 扫描通常只是尝

试找到网络上其他处于活动状态的主机，可

能是为了进行进一步调查。

有哪些后续步骤？

确定主机的扫描对象。由于这是基于  ICMP 
的扫描，因此您的主要目的是找出扫描了哪

些主机，而不是像处理  UDP 或  TCP 扫描那样

找出针对哪些特定服务。要调查此事件，您

可以执行流查询，将客户端主机或服务器主

机设置为事件的源，将时间段设置为事件发

生当天，并将协议设置为  ICMP。您可以按对

等体的  IP 或主机组对结果进行排序，尝试确

定被扫描的主机是否存在某种模式。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流量收集器  NetFlow 版需要流量传感器。流

量收集器  sFlow 版没有额外需要。

备注 无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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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 2021Cisco Systems, Inc. 和 /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 158-

安全事件列表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执行扫描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被扫描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  IP、目标的自然  C 类网

络  (/24)、从事件活动日的开始时间 ( 重置时

间 ) 到事件的上次活动时间为止的时间段以

及  ICMP 进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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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PING_ADDR_SCAN (277)

 
 

  端口扫描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端口扫描 ”计算一个主机与另一个主机通信

所使用的  1024 以下的端口数量。当超过可配

置的阈值时，就会触发事件。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这表示一个主机被观察到正在对另一个主机

进行 “端口扫描 ”。这意味着扫描主机正在尝

试识别被扫描主机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当外

部主机执行此操作时，就可能是在尝试利用

漏洞；但来自互联网的扫描则是完全正常

的。当内部主机执行此操作时，就可能是攻

击者或受攻击的主机在组织网络内部尝试进

行横向移动。

有哪些后续步骤？

如果此安全事件的源主机为外部主机，请检

查该主机是否与其扫描过的主机有过持续通

信。要执行此操作，请在源主机和目标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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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之间打开流查询。直接查看源主机和您网络

之间的所有流量也是明智之举。如果此主机

的源为内部主机，请使用流查询查看源和目

标之间的流来确定这是否为预期行为。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无

备注 无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执行扫描的主机上必须启用端口扫描。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无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无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是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基于阈值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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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是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可调整的参数为需要触发的被扫描端口的数

量，默认值为  10。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N/A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N/A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执行扫描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被扫描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源主机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侦察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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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和目标  IP 及从事件活

动日的开始时间 ( 重置时间 ) 到事件的上次活

动时间为止的时间段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PORT_SCAN (55)

 
 

  重置 /tcp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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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它搜索来自满足以下条件的目的端口的  TCP 
重置数据包：1) 不用于  HTTP；2) 没有  TCP 活
动；3) ICMP 类型为 “目的地不可达 ”；4) 不是  
SNMP；及  5) 不在使用无特权端口  (1024+)。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当  TCP 对话被摧毁或对话存在问题时，会发

送  TCP 重置数据包。这些数据包可以由发生

故障的设备在对话过程中发送 ( 例如负载均

衡器 ) ，也可以由目标发送 ( 在端口未打开或

可用时 ) 。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多个端口以

这种方式响应并且成组或对等，则通常表示

正在执行网络扫描以确定主机上可用的服务

( 如果有 ) 。

有哪些后续步骤？

为源运行 “排名靠前的对等体 ”报告，以确定

是否有流中使用的端口的模式。

确定源是否为已获授权执行扫描的安全主

机、设备或装置。如果不是，请调查主机的扫

描软件或服务，以及是否存在受攻击迹象。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分析  NetFlow 需要流量传感器。

备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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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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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置是什么？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作为数据包的目的地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作为数据包的源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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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和目标  IP、从事件首

次活动时间前五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

时间范围、关联端口  <port>/TCP 及  TCP 进行

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TCP_PROBE (262)

 
 

  Reset/udp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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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它搜索来自满足以下条件的目的端口的  
UDP 重置数据包：1) 不用于  HTTP；2) 没有  
UDP 活动；3) ICMP 类型为 “目的地不可达 ”；4) 
不是  SNMP；及  5) 不在使用无特权端口  
(1024+)。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当尝试与已关闭或不可用的  UDP 端口通信

时，会发送  UDP 重置数据包。这些数据包可

以由发生故障的设备在对话过程中发送，也

可以由目标发送 ( 在端口未打开或可用时 ) 。
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多个端口以这种方式

响应并且成组或对等，则通常表示正在执行

网络扫描以确定主机上可用的服务 ( 如果

有 ) 。

有哪些后续步骤？

为源运行 “排名靠前的对等体 ”报告，以确定

是否有流中使用的端口的模式。

确定源是否为已获授权执行扫描的安全主

机、设备或装置。如果不是，请调查主机的扫

描软件或服务，以及是否存在受攻击迹象。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分析  NetFlow 需要流量传感器。

备注 无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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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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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作为数据包的目的地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作为数据包的源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和目标  IP、从事件首

次活动时间前一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

时间范围、关联端口  <port>/UDP 及  UDP 进行

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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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UDP_PROBE (261)

 
 

  扫描器通信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正在扫描网络的主机与其扫描的目标主机之

一有双向通信。默认情况下，在 “内部主机 ”和
“外部主机 ”策略中启用该事件。然而，默认情

况下，在 “网络管理扫描器 ”角色策略中会将

其禁用。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这表示已被标记为地址扫描器的机器正在与

已被扫描的某个机器通信。如果源不是获授

权的扫描器，它可能表示扫描器找到了与其

攻击媒介相匹配且已成功对其进行攻击的目

标。

有哪些后续步骤？

确定源是否为获授权的扫描器。

如果源不是获授权的扫描器，请为源运行 “对
等体 ”报告，以查看与之通信的其他主机，确

保选择增加流或流大小的对等体。

调查源和目标是否存在受攻击迹象。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备注  

 
 

© 2021Cisco Systems, Inc. 和 /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 171-

安全事件列表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无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无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lc_threshold 值  addr_scan_talking_stale_timeout 
在全局扫描列表重置之前控制时间量。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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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置是什么？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发起通信的扫描器

目标是什么？ 接受通信的被扫描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源主机策略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攻击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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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和目标  IP、从事件首

次活动时间前五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

时间范围及客户端字节和服务器字节 ( 两者

均大于或等于  1)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流

( 从警报时间开始 ) 。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ADDR_SCAN_TALKING (63)

 
 

  慢速连接泛洪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源主机向单个目的地发送的同时连接次数过

多。每个连接的每秒数据包传输速率都很

低。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表示某个主机正在以极低的数据包速率向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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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个目标发起多个连接。此类连接的目的是在

不需要大量带宽的情况下保持开放的连接。

这是一种应用拒绝服务  (DoS) 攻击，无需大

量带宽即可导致服务不可用，从而能够更容

易地针对易受攻击的主机实施攻击，并且通

常较难检测。

有哪些后续步骤？

目的是判断与目标主机的连接是否合法，以

及目标主机是否出现任何性能降低情况。虽

然这可能是两个内部主机之间的恶意行为，

但更有可能是内部与外部主机之间发生的事

件，因此需要受到关注。首先，对事件发生当

天事件的源主机和目标主机之间的流执行流

查询。注意流是不是持续的。如果不是持续

的，并且没有服务中断，则很可能没有问题。

您还可以查看源主机和目标主机的安全事件

历史记录。源主机当前或过去是否针对多个

目标主机发生此事件？如果是的话，则需要

进一步的调查。目标主机是否使许多主机同

时针对它触发了此事件，但过去并未如此？

这可能是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 攻击的标

志。如果过去也曾触发此事件，则可能只是

托管此服务的任何应用的正常行为。如果是

这样，请考虑针对特定主机关闭此事件。如

果流量传感器观察到相关流量，请运行性能

报告，查看  SRT( 服务器响应时间 ) 是否受到

流量性质的影响。通过此方法可以获知这是

否是合法流量。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无

备注 无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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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是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阈值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N/A

最小阈值 30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是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触发警报所需的慢速连接数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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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发送过多慢速连接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接收过多慢速连接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高  Ddos 源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高  Ddos 目标指数：True

 l 目标指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Web 应用界面：目标主机  X 使用端口  Z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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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息？
到  Y 低客户端数据包速率连接。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和目标  IP、从事件首

次活动时间前五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

时间范围、端口  80/TCP、443/TCP 及  
8080/TC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SLOW_CONNECTION_FLOOD (44)

 
 

  垃圾邮件源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它搜索传出邮件过多，或地址邮件比过大

( 即，每封邮件有许多收件人 ) 的源。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这表示服务器正在被用于发送垃圾邮件。可

以通过攻击或错误配置来实现这一目的。这

可能导致公共  IP 被阻止列表和垃圾邮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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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表阻止。

有哪些后续步骤？

确定源是否被用于发送和接收邮件。如果源

不用于发送和接收邮件，请确定传出邮件数

量开始增加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搜索受攻

击或恶意软件安装的迹象。 

如果源被用于发送和接收邮件，确定源首次

出现在网络上的时间，并寻找受攻击迹象。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分析  NetFlow 需要流量传感器。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外部主机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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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垃圾邮件源 ”提示触发警报的五分钟时间

段：默认为  5。触发垃圾邮件源提示的每封邮

件地址数：默认值  10。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被扫描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没有目标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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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高策略

违规指

数：True

 l 关注指

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  IP、从事件活动日的

开始时间 ( 重置时间 ) 到事件的上次活动时间

为止的时间段及  25/TC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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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SPAM_SOURCE (11)

 
 

  Src=Des( 源  = 目的地)
IP  数据报的源主机和目标主机相同。此安全事件通常是意图中断路由的特制数据包

导致的。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异常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异常指数：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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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BOOMERANG (273)

 
 

  SSH 反向  Shell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检测看起来像反向  shell 的  SSH 会话。发送到

外部主机的数据比收到的要多。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此安全事件警报的目的是找到反向  SSH 
shell。攻击者可能使用  SSH 反向  Shell 方法，

通过伪装成出站  SSH 连接建立对受攻击网

络的按需访问。这使攻击者能够维持对系统

的访问，即使传入连接被防火墙之类的技术

阻止。

有哪些后续步骤？

在调查此安全事件时，正确辨别源主机 ( 假定

在内部网络上 ) 的角色十分重要。如果相关

主机是具有正式身份的  SSH 或  SFTP 服务

器，则这可能是伪警报，并且可能需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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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进一步的主机策略调整来限制来自此类设备

的这些警报。但是，如果内部主机没有任何

与此类设备一样的明显身份，则必须确定相

关外部主机的身份。该主机是否归某个众所

周知的实体所有？如果是，则可能是伪警

报。如果不是众所周知的实体，则针对目标

主机运行 “排名靠前的对等体 ( 出站 ) ”报告。

该报告会提供一个内部对等体的列表，此列

表按照对等体与外部主机通信的数据量排

序。这种方法可以指明它是否是您环境中的

一个十分常见的对等体，并有可能协助您确

定此行为是否为预期行为。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无

备注 无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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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用此警报？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是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阈值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N/A

最小阈值
流量超过  10,000 字节且客户端数据百分比超

过  60%。

最大阈值 客户端数据百分比超过  80%。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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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与外部主机的  SSH 端口通信的内部主机

目标是什么？ 接收  SSH 流量的外部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高命令和控制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和目标  IP、从事件首

次活动时间前五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

时间范围及端口  22/TC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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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SSH_REV_SHELL (61)

 
 

  秘密扫描 /tcp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源主机使用同一源端口同时连接到目标主机

上的不同端口。此行为表示该应用使用原始

套接字创建  TCP 或  UDP 连接。此安全事件显

示识别安全事件之前访问的最后一个目标端

口。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N/A

有哪些后续步骤？ N/A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流量收集器  NetFlow 版需要流量传感器。流

量收集器  sFlow 版没有额外需要。

备注 N/A

 
 

© 2021Cisco Systems, Inc. 和 /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 187-

安全事件列表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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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置是什么？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执行扫描的主

机

目标是什么？ 被扫描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1” 策略： 

 l 关注指

数：True

“8000” 策
略： 

 l 高侦察

指

数：True

 l 关注指

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1” 策略： 

 l 目标指

数：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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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8000” 策
略： 

 l 目标指

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和目标  IP、从事件首

次活动时间前五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

时间范围、关联端口  <port>/TCP 及  TCP 进行

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TCP_STEALTH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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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扫描 /udp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当  Stealthwatch 系统检测到由操作系统不自

然生成的流量时，将引发该事件，这表示有

人在故意制作数据包以试图逃避检测。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N/A

有哪些后续步骤？ N/A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流量收集器  NetFlow 版需要流量传感器。流

量收集器  sFlow 版没有额外需要。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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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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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执行扫描的主

机。

目标是什么？ 被扫描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1” 策略： 

 l 关注指

数：True

“8000” 策
略： 

 l 高侦察

指

数：True

 l 关注指

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1” 策略： 

 l 目标指

数：True

“8000” 策
略： 

 l 目标指

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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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和目标  IP、从事件首

次活动时间前一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

时间范围、关联端口  <port>/UDP 及  UDP 进行

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UDP_STEALTH (271)

 
 

  可疑数据收集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可疑数据收集 ”监控重置期间内部主机在充

当客户端时从其他内部主机中下载的  
TCP/UDP 数据量。当数据量超过给定主机的

阈值时，触发此事件。此阈值可通过设置基

准自动生成，也可手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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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此事件可能表明特定主机正在收集数据，以

准备进行泄露或对内部数据进行其他超过正

常数量的下载。

有哪些后续步骤？

确定下载了多少数据，以及数据是从何处下

载的。

对此进行调查的一种理想方法是运行 “排名

靠前的对等体 ( 入站 ) ”报告。将查询的时间段

设置为事件发生当天。过滤此报告，将客户
端或服务器主机设置为安全事件的源  IP，并
将其他主机设置为 “内部主机 ”主机组。目的

是找到发送了大部分数据的异常对等体。

在找到异常的对等体之后，确定从这些对等

体发送所观察到数量的数据是否是预期行

为。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N/A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必须为 “内部主机 ”主机组启用该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防火墙 , 代理和  NAT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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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无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 ; 外部主机 ; 防火墙 , 代理和  NAT 设
备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是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基于差异或基于阈值。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容差 92

最小阈值 24 小时内的  500M 客户端负载字节。

最大阈值 24 小时内的  1T 已下载负载字节。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是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可将该事件设置为在达到特定数量的字节时

触发，而不考虑基准或容差。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否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否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N/A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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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正在接收负载数据的内部主机。

目标是什么？ 正在发送负载数据的内部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源的策略。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数据收集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数据收集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观察到  W 个字节。预期  X 个
字节、容差  Y 最多允许  Z 个字节。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与内部主机、从事件

活动日的开始时间 ( 重置时间 ) 到事件的上次

活动时间为止的时间段、53/UDP、67/UDP、
68/UDP、161/TCP、161/UDP、162/TCP、
162/UDP、客户端字节和服务器字节 ( 两者均

大于或等于  1) 进行过滤及总字节数 ( 大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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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等于  1,000)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SUSPECT_DATA_HOARD (315)

 
 

  可疑的数据丢失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当此事件触发时，充当客户端的内部主机已

向外部主机上传累积数量的  TCP 或  UDP 负
载数据，且该累积量超过应用于该内部主机

的策略中设置的阈值。这可以用作基于差异

的警报。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主机被用于将数量超出可接受水平的信息上

传到互联网。这可能是某人使用外部备份服

务所致，也可能是恶意泄露公司数据所致，

原因多种多样。

有哪些后续步骤？

确定上传的数据量以及大部分数据的去向。

确定这两点的一种理想方法是针对作为安全

事件源的主机运行 “排名靠前的对等体 ( 出
站 ) ”报告。过滤此报告，将客户端设置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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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件的源，并将服务器主机组设置为外部主
机。目的是找到接收了大部分数据的异常对

等体。

在找到异常的对等体之后，确定这些对等体

接收到所观察到数量的数据是否是预期行

为。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否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必须在应用于源主机和目标主机的策略中启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客户端  IP 策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防火墙 , 代理和  NAT 设备 ; 访客无线 ; 邮件服

务器策略 ; 可信互联网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客户端  IP 策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防火墙 , 代理和  NAT 设备 ; 访客无线 ; 邮件服

务器策略 ; 可信互联网主机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是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基于差异或基于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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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容差 50

最小阈值 24 小时内的  1G 客户端负载字节。

最大阈值 24 小时内的  100G 客户端负载字节。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是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可将该事件设置为在达到特定数量的字节时

触发，而不考虑基准或容差。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否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N/A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正在发送负载数据的内部主机 ( 充当客户

端 ) 。

目标是什么？
正在接收内部主机发送的负载数据的外部主

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源的策略。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高泄露指数、高关注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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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高泄露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观察到  W 个字节。预期  X 个
字节、容差  Y 最多允许  Z 个字节。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  IP 和外部主机以及事

件活动日的开始时间 ( 重置时间 ) 到事件的上

次活动时间之间的时间段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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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DATA_LOSS (40)

 
 

  可疑的长流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此安全事件可检测长期建立的连接 ( 例如远

程桌面技术和  VPN 使用的连接 ) ，但也可以

检测通信渠道 ( 例如间谍软件、IRC 僵尸网络

和其他隐蔽的通信方式 ) 。此事件本身不一

定表示出现恶意行为或受攻击，但它有助于

识别需要关注的主机。

有哪些后续步骤？

目标是确定此流量是否代表正常的活动。通

常可以通过识别流量的目的地来实现。第一

步最好是转至安全事件的关联流表，获取流

的详细信息，例如源和目的  IP 地址、端口、

服务、流的开始时间、地理位置信息和用户

名 ( 如果有 ) 。 

如果目标是外部主机，则执行外部查找来验

证  IP 的所有者。如果目标是已知的业务合作

伙伴或可信网络，则应将目标归类到相应的

组。如果执行主机外部查找不足以识别主

机，则运行 “排名靠前的对等体 ”报告来识别

与目标通信的其他主机，进而识别类似行

为。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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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命令和控制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命令和控制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SUSPECT_LONG_FLOW (33)

 
 

  可疑的静默长流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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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此安全事件可识别心跳连接，这种连接被用

在某些类型的命令和控制  (C&C) 活动以及其

他可疑的通信渠道 ( 例如间谍软件、IRC 僵尸

网络和其他秘密通信方式 ) 中。如果传输的

数据量较少，此事件类似于信标主机 ( 除了包

括双向通信之外 ) 。请注意，此事件还可以识

别背景网站心跳。

有哪些后续步骤？

目标是确定此流量是否代表正常的活动。通

常可以通过识别流量的目的地来实现。第一

步最好是转至安全事件的关联流表，获取流

的详细信息，例如源和目的  IP 地址、端口、

服务、流的开始时间、地理位置信息和用户

名 ( 如果有 ) 。 

如果目标是外部主机，则执行外部查找来验

证  IP 的所有者。如果目标是已知的业务合作

伙伴或可信网络，则应将目标归类到相应的

组。如果执行主机外部查找不足以识别主

机，则运行 “排名靠前的对等体 ”报告来识别

与目标通信的其他主机，进而识别类似行

为。您还可以运行 “流量 ”报告，以查看可疑流

量的模式。与  C&C 服务器的心跳连接将呈现

出周期性模式，传输的字节数较少。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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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命令和控制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命令和控制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QUIET_LONG_DURATION_FLOW 
(48)

 
 

  可疑的  UDP 活动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源主机已被确认扫描  UDP 端口上的多个主

机，并已将一个较大的  UDP 数据包发送到之

前扫描的其他主机。此类行为表示基于  UDP 
的单数据包蠕虫，如 “SQL Slammer”和 “Witty”。
立即调查此安全事件。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源主机已成功将一个较大的  UDP 数据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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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送到之前扫描的其中一个主机。

有哪些后续步骤？
立即调查此活动，因为它最常见于许多基于  
UDP 的蠕虫。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获取和使用  NetFlow 需要流量传感器。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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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发送数据包的

主机

目标是什么？

正在被扫描和

接收数据包的

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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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数量是多少？

 l 攻击指

数：True

 l 关注指

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

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源主机使用  X 服务器 ( Y 协
议 ) 作为  Z 对等体。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和目标  IP、从事件首

次活动时间前  35 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

的时间范围及关联端口  <port>/UDP 进行过

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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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SUSPECT_UDP_ACTIVITY (24)

 
 

  SYN 泛洪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源主机在  5 分钟内发送的  TCP 连接请求

( SYN 数据包 ) 数过多。这可能指示拒绝服务  
(DoS) 攻击或非隐蔽的扫描活动。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这表明源主机参与了  DoS 攻击 ( 可能由受攻

击的主机导致或由用户促成 ) 或存在网络应

用配置错误。频繁发送大量  SYN 数据包以消

耗目标主机的带宽，这是更大规模的分布式

拒绝服务  (DDoS) 攻击的一部分。但是，有可

能是应用未能建立  TCP 连接并以非常高的

频率尝试重新建立连接。若与大量  IP 相比，

数据包数相对较少，则也可能表明存在侦测

行为。

有哪些后续步骤？

确定  SYN 数据包的发送数量、发送速率、发

送时间及其去向。对此进行调查的一种理想

方法是对源主机执行流查询。将查询的开始

时间设置为相关安全事件的开始时间之前  5 
分钟，并将结束时间设置为警报结束时间

( 如果有警报 ) 。返回结果后，查明在搜索的

时间段内大部分  SYN 数据包的去向。如果事

件的主体是  SYN 为主的流中的客户端主机，

则可以按客户端  SYN 数据包数、客户端数据

包数或客户端数据包速率  (pps) 排序。目的是

找到异常的流。在找到异常的流之后，确定

这是否是配置错误。内部主机之间的  SYN 泛
洪通常是由配置错误导致的；内部与外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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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机之间的  SYN 泛洪则偶尔是由配置错误导

致的。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无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是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行为和阈值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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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最小阈值 每个期间  10 个  SYN 数据包

最大阈值 每个期间  4 百万个  SYN 数据包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发送  SYN 数据

包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无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  Ddos 源指

数、高关注指

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  Ddos 

源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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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数：True

 l 关注指

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观察到  W pp5m。预期  X 
pp5m、容差  Y pp5m 最多允许  Z pp5m。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  IP、从事件首次活动

时间前五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时间范

围及  TC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SYN_FLOO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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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到的  SYN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这表示目标主机成为  DoS 攻击的目标或网

络应用配置错误。频繁发送大量  SYN 数据包

以消耗目标主机的带宽，这是更大规模的  
DDoS 或  DoS 攻击的一部分。但是，有可能是

应用未能建立  TCP 连接并以非常高的频率

尝试重新建立连接。

有哪些后续步骤？

确定  SYN 数据包的发送数量、发送速率、发

送时间及其来源。对此进行调查的一种理想

方法是对目标主机执行流查询。将查询的开

始时间设置为相关安全事件的开始时间之前  
5 分钟，并将结束时间设置为警报结束时间

( 如果有警报 ) 。

返回结果后，查明在搜索的时间段内大部分  
SYN 数据包的来源。如果事件的目标是  SYN 
为主的流中的服务器主机，则可以按客户端  
SYN 数据包数、客户端数据包数或客户端数

据包速率  (pps) 排序。目的是找到异常的流。

在找到异常的流之后，确定这是否是配置错

误。内部主机之间的  SYN 泛洪通常是由配置

错误导致的。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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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  Ddos 目标指数、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  Ddos 目标指数：True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SYNS_RECEIVED (19)

 
 

  与幻影通信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此事件查找任何时候是否存在以下这样的

流：一个主机向从未进行任何通信的主机发

送重要流量，并将静默主机添加到正在进行

通信的主机的 “幻影列表 ”中。如果主机的幻

影列表超过配置的最大允许值，则将触发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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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以从与主机通信转换为与最近看到的

幻影主机通信。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由于计算机很少尝试向不存在的主机发送未

经请求的流量，因此需要注意参与此类活动

的主机。这可能表明有人尝试执行侦测，但

也有可能是某个主机配置错误，从而与不存

在的主机通信。

有哪些后续步骤？

此安全事件调查起来可能有些棘手，因为现

在无法将 “幻影 ”指定为流查询的一部分，但

是可以使用一些方法接近真相。调查的目的

是找到发送至无响应主机的流，并从这些流

的共同线程中发现线索。

 

找到单向流。构建流查询，将时间范围设置

为安全事件发生当天。将客户端主机设置为

安全事件的源  IP，并允许服务器主机为任何  
IP。在 “流量 ”选项卡中进行过滤，以使服务器

数据包数小于 /等于  0。*找出这些流的共同线

程。例如，它们是否都去往同一服务器端

口？它们是否都发生在大约同一时间？它们

是否去往您所知道的曾经存在过的主机？一

共有多少个主机？

 

* 要确保全部捕获，您应重复此查询，其中事

件源为流查询的服务器，客户端数据包数小

于 /等于  0。请注意，这不太可能过于频繁地

产生额外的结果。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无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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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无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是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阈值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N/A

最小阈值 特定主机尝试达到的三个幻影主机。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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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尝试与幻影主

机通信的主

机。

目标是什么？ 幻影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

指

数：True

 l 关注指

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

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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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  IP、从事件活动日开

始时间 ( 重置时间 ) 到事件的上次活动时间为

止的时间段及字节和数据包 ( 两者均小于  1)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TALKS_TO_PHANTOMS (59)

 
 

  目标数据收集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目标数据收集 ”监控重置期间内部主机在充

当服务器时为其他内部主机提供的  
TCP/UDP 数据量。当数据量超过给定主机的

阈值时，触发此事件。此阈值可通过设置基

准自动生成，也可手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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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这个事件可能表明一个或多个内部主机从特

定的内部主机收集的数据超过正常情况，并

可能准备泄露或滥用。

有哪些后续步骤？

确定传输的数据量以及大部分数据的去向。

确定这两点的一种理想方法是针对作为安全

事件源的主机运行 “排名靠前的对等体 ( 出
站 ) ”报告。过滤此报告，将客户端或服务器
主机设置为安全事件的目标  IP，并将其他主
机设置为 “内部主机 ”主机组。目的是找到接

收了大部分上传数据的异常对等体。

在找到异常的对等体之后，确定这些对等体

接收到所观察到数量的数据是否是预期行

为。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N/A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必须为 “内部主机 ”主机组启用该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防火墙 , 代理和  NAT 设备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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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用此警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 ; 外部主机 ; 防火墙 , 代理和  NAT 设
备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是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基于差异或基于阈值。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容差 92

最小阈值 24 小时内的  500M 客户端负载字节。

最大阈值 24 小时内的  1T 已下载负载字节。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是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可将该事件设置为在达到特定数量的字节时

触发，而不考虑基准或容差。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否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否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N/A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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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正在发送负载数据的内部主机。

目标是什么？ 正在接收负载数据的内部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源的策略。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数据收集指数、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数据收集指数：True

 l 目标指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观察到  W 个字节。预期  X 个
字节、容差  Y 最多允许  Z 个字节。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目标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目标  IP 与内部主机、从

事件活动日开始时间 ( 重置时间 ) 到事件的上

次活动时间为止的时间段、服务器字节 ( 大
于或等于  1) 及总字节数 ( 大于或等于  1,000)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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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TARGET_DATA_HOARD (316)

 
 

  Timeout/tcp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源主机已发送一个  TCP 数据包，其中  TTL 小
于  2。由于跟踪路由通过  UDP 发生，因此  TTL 
较短的  TCP 数据包通常表示恶意活动 ( 即  
Firewalking) 或断网 ( 即路由回路 ) 。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N/A

有哪些后续步骤？ N/A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分析  NetFlow 需要  FlowSensor。

备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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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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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置是什么？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作为数据包的

源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作为数据包的

目的地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

指

数：True

 l 关注指

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

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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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和目标  IP、从事件首

次活动时间前五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

时间范围、关联端口  <port>/TCP 及  TCP 进行

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TCP_TO (260)

 
 

  超时 /udp
与此安全事件相关联的警报无可用缓解操作。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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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源主机已发送  UDP 数据包，其中的  TTL 小于  
2。因为通过  UDP 发生跟踪路由，所以此安全

事件可能很常见；然而，数量很可能暗示网

络中断 ( 即，路由循环 ) 。从  UDP 超时中排除

端口  38293，以适应  Norton Antivirus 服务器。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N/A

有哪些后续步骤？ N/A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分析  NetFlow 需要流量传感器。

备注 无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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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作为数据包的

源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作为数据包的

目的地的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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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

指

数：True

 l 关注指

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

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和目标  IP、从事件首

次活动时间前一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

时间范围、关联端口  <port>/UDP 及  UDP 进行

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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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UDP_TO (259)

 
 

  已发起连接
发出警报的主机 ( 具有高关注指数警报或陷阱主机安全事件的主机 ) 发起与目标主机

和交换数据的连接。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攻击指数、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攻击指数：True

 l 目标指数：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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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TOUCHED (28)

 
 

  陷阱主机
主机与不在配置的服务中的端口上的陷阱主机组中的主机通信的尝试次数超过每天

接受的尝试次数阈值，这表示存在潜在 “低速缓慢 ”扫描活动。系统执行这些类型的扫

描用于防止发现攻击者、扫描端口或扫描主机，甚至用于在发布蠕虫前进行预扫描。 

在某个主机组的 “主机组管理 ”页面上，选中 “扫描该组中未用地址的陷阱主机 ”复选框，

以跟踪该特定主机组的此类活动。这是一项高级功能，仅应为有固定  IP 地址和稳定数

量主机的严格控制的特定小型主机组 ( 如，关键服务器 ) 启用该功能。这样您就可以检

测入侵网络最重要领域的主机。

陷阱主机计算中不包括扫描 “外部主机 ”主机组中的未使用地址的主机，因此无论 “外部

主机 ”主机组中是否启用此设置，这些主机都不会生成陷阱主机警报和警报。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侦察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侦察指数：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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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TRAPPED_HOST (34)

 
 

  UDP 泛洪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源主机在五分钟时段内发送过多的  UDP 数
据包。这可能指示拒绝服务  (DoS) 攻击或非

隐蔽的扫描活动。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这表明源主机参与了  DoS 攻击 ( 可能由受攻

击的主机导致或由用户促成 ) 、存在网络应

用配置错误或某个连接上每秒来自源的  
UDP 数据包数异常多。频繁发送大量数据包

以消耗目标主机的带宽，这是更大规模的  
DDoS 攻击的一部分。

 

但是，高  UDP 数据包速率比高  SYN 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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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速率更为常见，因此若阈值或容差设置低，

可能导致大量误报。若与大量  IP 相比，数据

包数相对较少，则也可能表明存在侦测行

为。

有哪些后续步骤？

确定  UDP 数据包的发送数量、发送速率、发

送时间及其去向。对此进行调查的一种理想

方法是对源主机执行流查询。将查询的开始

时间设置为相关安全事件的开始时间之前  5 
分钟，并将结束时间设置为警报结束时间

( 如果有警报 ) 。将协议过滤器设置为 “仅  
UDP”。

 

返回结果后，查明在搜索的时间段内大部分  
UDP 数据包的去向。如果事件的主体是  UDP 
为主的流中的客户端主机，则可以按客户端

数据包数或客户端数据包速率  (pps) 排序。目

的是找到异常的流。

 

在找到异常的流之后，确定这是否是预期行

为。预期行为的例子有基于  UDP 的  VPN 连
接或使用  UDP 向  Web 服务器上传内容

( Google 的常见做法 ) 。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无

备注 N/A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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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是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两者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75

最小阈值 5 分钟内  3.6k UDP 数据包

最大阈值 5 分钟内  10M UDP 数据包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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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发送  UDP 数据

包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无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高  Ddos 
源指

数：True

 l 关注指

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观察到  W pp5m。预期  X 
pp5m、容差  Y 最多允许  Z pp5m。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  IP、从事件首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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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时间前五分钟到事件上次活动时间的时间范

围及  UD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UDP_FLOOD (6)

 
 

  接收到的  UDP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这表明目标主机成为  DoS 攻击的目标、存在

网络应用配置错误或某个连接上每秒来自源

的  UDP 数据包数异常多。频繁发送大量数据

包以消耗目标主机的带宽，这是更大规模的  
DDoS 攻击的一部分。但是，高  UDP 数据包

速率比高  SYN 数据包速率更为常见，因此若

阈值或容差设置低，可能导致大量误报。

有哪些后续步骤？

目的是确定  UDP 数据包的接收数量、接收速

率、接收时间及其来源。

对此进行调查的一种理想方法是对目标主机

执行流查询。将查询的开始时间设置为相关

安全事件的开始时间之前  5 分钟，并将结束

时间设置为警报结束时间 ( 如果有警报 )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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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协议过滤器设置为仅  UDP。

返回结果后，查明在搜索的时间段内大部分  
UDP 数据包的来源。如果事件的目标是  UDP 
为主的流中的服务器主机，则可以按客户端

数据包数或客户端数据包速率  (pps) 排序。目

的是找到异常的流。

在找到异常的流之后，确定这是否是预期行

为。基于  UDP 的  VPN 连接就是预期行为的

一个例子。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  Ddos 目标指数、高目标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  Ddos 目标指数：True

 l 目标指数：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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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UDP_RECEIVED (49)

 
 

  监测到主机处于活动状态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种用户配置的事件，用于在观察到特

定主机通信时发出通知。此事件的含义可能

因用户决定将特定主机添加到监测列表的原

因而异，但这通常表明传入或传出受监控主

机的任何通信有所不当。

有哪些后续步骤？
此安全事件的调查步骤完全取决于主机被添

加到监测列表时的情境。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 2021Cisco Systems, Inc. 和 /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 237-

安全事件列表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策略违规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策略违规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WATCH_LIST (31)

 
 

  监测到端口处于活动状态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种用户配置的事件，用于在观察到特

定主机通过特定端口通信时发出通知。此事

件的含义可能因用户决定将特定主机添加到

监测列表的原因而异，但这通常表明传入或

传出受监控主机的任何通信有所不当。

有哪些后续步骤？
此安全事件的调查步骤完全取决于端口被添

加到监测列表时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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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高策略违规指数、高关注指数

数量是多少？
 l 高策略违规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WATCH_PORT (13)

 
 

  蠕虫活动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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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主机扫描并连接到了多个子网上的特定端

口。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此安全事件表明主机似乎在各种内部网络上

执行过量侦查跟踪，这可能表明此主机受到

攻击并尝试在整个网络上传播感染。

有哪些后续步骤？

此事件可能会造成很大干扰，其成功与否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网络扫描器的识别情况以

及网络扫描器在网络扫描器主机组中的布置

情况。通过这种方式，这些设备将继承禁止

蠕虫活动的策略。蠕虫活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对不同逻辑  /24 范围内相似端口的主机扫

描。首先，运行 “排名靠前的端口 ( 出站 ) ”报
告。将时间段设置为事件发生当天，并将客

户端主机设置为事件的源  IP。无论列出的目

标  IP 范围如何，您都可以扫描任何类型的主

机，因此，请确定要搜索 “内部主机 ”、“外部主

机 ”还是同时搜索两者。在 “过滤器 ”对话框的

“主机 ”选项卡上，根据需要设置 “服务器 ”过滤

器，然后在 “高级 ”选项卡上，将 “返回记录的

排序方式 ”设置为 “流 ”。按对等体对结果进行

排序。无论如何，在按 “流 ”或 “对等体 ”排序

时，都从列表顶端开始查找不属于对应类别

或出现异常大流量的异常端口。右键单击某

个  IP 地址，转至流以查看不同的  IP 地址，并

确定特定主机组是否是流的主要目标。也可

以右键单击并转至 “排名靠前的对等体 ”报
告，确定流量在各个目标间的分布是否大致

均匀。此外，还要注意对扫描做出响应的主

机所占的百分比。此时，您应该能够确定此

主机的扫描对象和被扫描的端口。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备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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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警报？
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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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置是什么？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是蠕虫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是蠕虫受害者

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攻击指

数：True

 l 关注指

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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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端口  X ServiceName( Y 协议 )
上的蠕虫活动。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和目标  IP、从事件活

动日的开始时间 ( 重置时间 ) 到事件的上次活

动时间为止的时间段及关联端口  <port>/TCP 
和  <port>/UDP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WORM_ACTIVITY (35)

 
 

  蠕虫传播
 
 

 此安全事件是什么？

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此事件查找哪种类型的行

为？

主机扫描并连接到了多个子网上的特定端

口，先前触发 “蠕虫活动 ”警报的主机也对该

主机进行了扫描，且两者已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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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事件意味着什么？

此事件尝试找到被另一个受攻击主机攻击的

多个主机，导致该主机尝试攻击其他主机。

这涉及到以下事件序列：1) 某个主机被另一

个正在扫描多个主机的主机所扫描；2) 刚刚

被扫描的主机现在开始扫描其他主机。

有哪些后续步骤？

对相关主机运行 “排名靠前的对等体 ”报告。

检查其他对等主机与指定端口上的主体进行

了哪些联系，并按所述端口过滤报告。验证

这些主机不是已知的扫描器并且不应参与观

察到的扫描活动。如果它们是已知的扫描

器，则风险可能会降低。如果不是已知的扫

描器，则风险可能会增加，因为此扫描活动

不合法或未获批准。在这种情况下，该事件

可能表示主机受到攻击。

是否需要非标准流数据？

( FlowSensor、代理、防火墙

等 )
无

备注 无

 
 
 

 哪些策略设置可用于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触发此安全事件需要哪些策

略设置？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用此事件？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事件？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启 内部主机、外部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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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用此警报？

默认情况下，哪些策略会禁

用此警报？
 

您是否能调整此事件？ 否

事件是基于差异、基于阈值

还是其他？
N/A

默认值和单位是什么？ N/A

容差 N/A

最小阈值 N/A

最大阈值 N/A

是否可使用非基于差异的参

数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哪些属性和

单位？
N/A

是否可在正常策略编辑器外

部调整事件
N/A

如果是，可调整值的替代位

置是什么？
N/A

事件是否有默认缓解操作？  

如果有，那区别是什么？  

 
 
 

 此安全事件如何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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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是蠕虫的主机

目标是什么？ 是蠕虫受害者的主机

哪些策略可导致触发事件？  

对于源主机，此安全事件属

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攻击指数：True

 l 关注指数：True

对于目标主机，此安全事件

属于哪些警报类别？
 

数量是多少？  l 目标指数：True

 
 
 

 可从  Stealthwatch 系统用户界面获取此事件的哪些信
息？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警报详细信息中显示哪些信

息？

Web 应用界面：蠕虫使用  Y ServiceName( Z 协
议 ) 传播  X 方向源主机。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单击警报详细信息时发生什

么情况？

Web 应用界面：显示源主机的安全事件。

SMC 客户端界面：不适用

为关联流显示哪些信息？

Web 应用界面：流按源和目标  IP、从事件活

动日开始时间 ( 重置时间 ) 到事件的上次活动

时间为止的时间段及客户端字节和服务器字

节 ( 两者均大于或等于  1) 进行过滤。

SMC 客户端界面：流按最近五分钟的时间段

进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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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信息可用于响应此安全事件？

关于事件的问题 响应

事件  ID 是什么？ SEC_ID_WORM_PROPAGATION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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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类别
警报类别是一种 “容器 ”，每当发生已定义的安全事件列表中列出的安全事件时，警报类

别指数点数就相应增加到 “容器 ”中 ( 指数点数值表示观察到的符合一组已定义条件的

行为发生率 ) 。当网络活动满足或超出为此警报类别指定的一组已定义条件时，就会触

发警报。每个警报类别都有自己的安全事件列表，发生列表中的安全事件会使警报类

别指数点数增加并可能导致生成警报。某些安全事件会导致生成多种警报类别。如果

经过相应配置，安全事件也可以生成自己的警报。 

警报类别仅包含主机警报。不包含下列其他四种在  Stealthwatch Enterprise 中使用的警

报类型。 

 l Stealthwatch 管理控制台系统警报

 l 流量收集器系统警报

 l 导出器或接口警报

 l 主机组关系警报

 l 有关这些警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tealthwatch 桌面客户端在线帮助中

的 “警报列表 ”主题。 

 l 要为警报配置设置，请使用  Stealthwatch 桌面客户端中的 “主机策略管理

器 ”。 

使用以下警报类别。下表还列出了与警报类别关联的指数、分配给警报类别的安全事

件，以及每个安全事件的默认指数点数。

 

   异常  
 

 

警报类别指数：AN
跟踪指示主机行为异常或生成异常流量 ( 但与其他类别的活动不一致 ) 的事件。

以下安全事件与 “异常 ”警报相关。  第二列显示发生安全事件时分配给警报类别的默认

点数。某些安全事件没有点数，而属于变量。 

安全事件的名称
默认情况下分配给类别

的点数

尝试从  Bogon 地址连接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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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的名称
默认情况下分配给类别

的点数

成功从  Bogon 地址连接 14,400

尝试连接到  Bogon 地址 8,100

成功连接到  Bogon 地址 14,400

高总流量 基于观察到的流。

高流量 基于观察到的流。

需要  ICMP Frag 700

ICMP 主机优先 700

由于服务类型  TOS，主机不可达 2,800

ICMP 网络未达到  TOS 2,800

ICMP 优先中止 700

ICMP 协议不可达 700

ICMP 源路由失败 700

低流量 3,000

发起的最大流数 基于观察到的流。

提供的最大流数 基于观察到的流。

发起的新流数 基于观察到的流。 

Src=Des 4,000

 
 
 

   C&C( 命令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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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类别指数：C&C 或  CC
表示网络中存在尝试与  C&C 服务器通信的已感染僵尸病毒的服务器或主机。 

以下安全事件与  C&C 警报相关：第二列显示发生安全事件时分配给警报类别的默认点

数。某些安全事件没有点数，而属于变量。

安全事件的名称 默认分配的点数

信标主机 9,000

僵尸病毒命令和控制服务器 32,000

感染僵尸病毒的主机  - 尝试执行  C&C 活动 22,400

感染僵尸病毒的主机  - 成功执行  C&C 活动 32,000

检测到虚假应用 4,000

Ping_Oversized_Packet 2,400

SSH 反向  Shell 11,700

可疑的长流 4,000

可疑的静默长流 4,000

 
 
 

   关注指数  
 

 

警报类别指数：CI
跟踪关注指数超过关注指数  (CI) 阈值或快速增加的主机。

关注指数和目标指数类别使用相同的安全事件。如果事件是源主机触发的，则会导致

关注指数警报。如果事件是目标主机触发的，则会导致目标指数警报。 

以下安全事件与关注指数警报相关。第二列显示发生安全事件时分配给警报类别的默

认点数。某些安全事件没有点数，而属于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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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的名称 默认分配的点数

地址扫描 /TCP 4,000

地址扫描 /UDP 4,800

Bad_Flag_ACK 4,800

Bad_Flag_All 4,800

Bad_Flag_NoFlg 4,800

Bad_Flag_Rsrvd 4,800

Bad_Flag_RST 4,800

Bad_Flag_SYN_FIN 4,800

Bad_Flag_URG 4,800

信标主机 9,000

僵尸病毒命令和控制服务器 32,000

感染僵尸病毒的主机  - 尝试执行  C&C 活动 22,400

感染僵尸病毒的主机  - 成功执行  C&C 活动 32,000

暴力登录 10,800

尝试从  Bogon 地址连接 900

成功从  Bogon 地址连接 14,400

尝试从  Tor 连接 1,000

成功从  Tor 连接 4,000

尝试连接到  Bogon 地址 8,100

成功连接到  Bogon 地址 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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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的名称 默认分配的点数

尝试连接到  Tor 5,400

成功连接到  Tor 5,400

检测到虚假应用 4,000

流被拒绝 162

Frag:First_Too_Short 6,000

Frag:Packet_Too_Long 6,000

Frag:Sizes_Differ 6,000

半开放攻击 12,600

高文件共享指数 基于观察到的流。 

高  SMB 对等体 32,000

高总流量 基于观察到的流。 

高流量 基于观察到的流。 

大量邮件 3,200

ICMP 泛洪 基于观察到的流。 

ICMP_Comm_Admin 7

ICMP_Dest_Host_Admin 7

ICMP_Dest_Host_Unk 7

ICMP_Dest_Net_Admin 7

ICMP_Dest_Net_Unk 7

ICMP_Frag_Needed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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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的名称 默认分配的点数

ICMP_Host_Precedence 700

ICMP_Host_Unreach 7

ICMP_Host_Unreach_TOS 2,800

ICMP_Net_Unreach 7

ICMP_Net_Unreach_TOS 2,800

ICMP_Port_Unreach 7

ICMP_Precedence_Cutoff 700

ICMP_Proto_Unreach 700

ICMP_Src_Host_Isolated 7

ICMP_Src_Route_Failed 700

ICMP_Timeout 1

检测到从内部主机连接到  Tor 入口节点 32,000

检测到从内部主机连接到  Tor 出口节点 32,000

低流量 3,000

MAC 地址违规 6,300

邮件拒收 2,400

邮件中继 2,400

发起的最大流数 基于观察到的流。 

发起的新流数 基于观察到的流。 

新主机处于活动状态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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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的名称 默认分配的点数

数据包泛洪 5,600

Ping 7

Ping_Oversized_Packet 2,400

Ping 扫描 14,400

端口扫描 10,800

重置 /tcp 3

Reset/udp 2

扫描器通信 180

慢速连接泛洪 10,800

垃圾邮件源 9,000

SSH 反向  Shell 11,700

秘密扫描 /tcp 5,200

秘密扫描 /udp 4,800

可疑的数据收集活动 基于观察到的流。 

可疑的数据丢失 基于观察到的流。 

可疑的长流 4,000

可疑的静默长流 4,000

可疑的  UDP 活动 9,000

SYN 泛洪 基于观察到的流。 

与幻影通信 1,440

© 2021Cisco Systems, Inc. 和 /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 255-

警报类别



安全事件的名称 默认分配的点数

Timeout/tcp 4

超时 /udp 3

陷阱主机 11,700

UDP 泛洪 基于观察到的流。 

监测到主机处于活动状态 32,000

监测到端口处于活动状态 32,000

蠕虫活动 400

蠕虫传播 19,200

 
 
 

   数据收集  
 

 

警报类别指数：DH
表示网络中的某个源主机或目标主机从一个或多个主机下载了异常数量的数据。

以下安全事件与数据收集警报相关。第二列显示发生安全事件时分配给警报类别的默

认点数。某些安全事件没有点数，而属于变量。 

安全事件的名称 默认分配的点数

可疑的数据收集活动 基于观察到的流。

针对性数据收集活动 基于观察到的流。 

 
 
 

   DDoS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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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类别指数：DS
表示主机已被识别为  DDoS 攻击的源。 

以下安全事件与  DDoS 源警报相关。第二列显示发生安全事件时分配给警报类别的默

认点数。某些安全事件没有点数，而属于变量  

安全事件的名称 默认分配的点数

半开放攻击 12,600

ICMP 泛洪 基于观察到的流。 

数据包泛洪 5,600

慢速连接泛洪 10,800

SYN 泛洪 基于观察到的流。 

UDP 泛洪 基于观察到的流。 

 
 
 

   DDoS 目标   
 

 

警报类别指数：DT
表示主机已被识别为  DDoS 攻击的目标。

以下安全事件与  DDoS 目标警报相关：第二列显示发生安全事件时分配给警报类别的

默认点数。某些安全事件没有点数，而属于变量。

安全事件的名称 默认分配的点数

尝试从  Bogon 地址连接 900

成功从  Bogon 地址连接 14,400

半开放攻击 1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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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的名称 默认分配的点数

接收到的  ICMP 基于观察到的流。 

提供的新流数  基于观察到的流。 

数据包泛洪 5,600

慢速连接泛洪 10,800

接收到的  SYN 基于观察到的流。 

接收到的  UDP 基于观察到的流。 

 
 
 

   泄露  
 

 

警报类别指数：EX
您必须购买  Stealthwatch 功能许可证，才能使以下安全事件触发数据泄露警报，并使您

能够查看有关任何已触发的数据泄露警报的详细信息。 

跟踪数据传输量出现异常的内外部主机。如果主机触发的这些事件的数量超过配置的

阈值，则会导致数据泄露警报。 

以下安全事件与数据泄露警报相关。第二列显示发生安全事件时分配给警报类别的默

认点数。某些安全事件没有点数，而属于变量。 

安全事件的名称 默认分配的点数

可疑的数据丢失 基于观察到的流。 

 
 
 

   漏洞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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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类别指数：EP
跟踪主机进行的彼此危害的直接尝试，如蠕虫传播和暴力破解密码。

以下安全事件与  漏洞攻击  警报相关：第二列显示发生安全事件时分配给警报类别的默

认点数。某些安全事件没有点数，而属于变量。

安全事件的名称 默认分配的点数

暴力登录 10,800

Frag:First_Too_Short 6,000

Frag:Sizes_Differ 6,000

Frag:Packet_Too_Long 6,000

高  SMB 对等体 32,000

扫描器通信 180

可疑的  UDP 活动 9,000

已发起连接 8,000

蠕虫活动 400

蠕虫传播 19,200

 
 
 

   策略违规   
 

 

警报类别指数：PV
主体表现出违反正常网络策略的行为。

以下安全事件与策略违规警报相关。第二列显示发生安全事件时分配给警报类别的默

认点数。某些安全事件没有点数，而属于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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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的名称 默认分配的点数

尝试从  Tor 连接 1,000

成功从  Tor 连接 4,000

尝试连接到  Tor 5,400

成功连接到  Tor 5,400

高文件共享指数 基于观察到的流。 

大量邮件 3,200

检测到从内部主机连接到  Tor 入口节点 32,000

检测到从内部主机连接到  Tor 出口节点 32,000

MAC 地址违规 6,300

邮件拒收 2,400

邮件中继 2,400

新主机处于活动状态 2,800

垃圾邮件源 9,000

监测到主机处于活动状态 32,000

监测到端口处于活动状态 32,000

 
 
 

   侦测  
 

 

警报类别指数：RC
表示存在使用  TCP 或  UDP 且正在您的组织主机上运行的未授权潜在恶意扫描。这些

扫描 ( 称为 “侦测 ”) 可提前表明对您的网络的攻击，且扫描可能来自您的组织外部或内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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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安全事件与侦测警报相关。第二列显示发生安全事件时分配给警报类别的默认点

数。某些安全事件没有点数，而属于变量。

安全事件的名称 默认分配的点数

地址扫描 /TCP 4,000

地址扫描 /UDP 4,800

Bad_Flag_ACK 4,800

Bad_Flag_All 4,800

Bad_Flag_NoFlg 4,800

Bad_Flag_Rsrvd 4,800

Bad_Flag_RST 4,800

Bad_Flag_SYN_FIN 4,800

Bad_Flag_URG 4,800

流被拒绝 162

高  SMB 对等体 32,000

ICMP_Comm_Admin 7

ICMP_Dest_Host_Admin 7

ICMP_Dest_Host_Unk 7

ICMP_Dest_Net_Admin 7

ICMP_Dest_Net_Unk 7

ICMP_Host_Unreach 7

ICMP_Net_Unreach 7

ICMP_Port_Unreach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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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的名称 默认分配的点数

ICMP_Src_Host_Isolated 7

ICMP_Timeout 1

Ping 7

Ping_Scan 14,400

端口扫描 10,800

重置 /tcp 3

Reset/udp 2

秘密扫描 /tcp 5,200

秘密扫描 /udp 4,800

与幻影通信 1,440

Timeout/tcp 4

超时 /udp 3

陷阱主机 11,700

 
 
 

   目标指数  
 

 

警报类别指数：TI
跟踪所接收的扫描或其他恶意攻击已超过可接受的数量的内部主机。

关注指数和目标指数类别使用相同的安全事件。如果事件是源主机触发的，则会导致

关注指数警报。如果事件是目标主机触发的，则会导致目标指数警报。 

以下安全事件与目标指数警报相关。第二列显示发生安全事件时分配给警报类别的默

认点数。某些安全事件没有点数，而属于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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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的名称 默认分配的点数

Bad_Flag_ACK 4,800

Bad_Flag_All 4,800

Bad_Flag_NoFlg 4,800

Bad_Flag_Rsrvd 4,800

Bad_Flag_RST 4,800

Bad_Flag_SYN_FIN 4,800

Bad_Flag_URG 4,800

信标主机 9,000

感染僵尸病毒的主机  - 尝试执行  C&C 活动 22,400

感染僵尸病毒的主机  - 成功执行  C&C 活动 32,000

暴力登录 10,800

尝试从  Bogon 地址连接 900

成功从  Bogon 地址连接 14,400

尝试从  Tor 连接 1,000

成功从  Tor 连接 4,000

尝试连接到  Bogon 地址 8,100

成功连接到  Bogon 地址 14,400

检测到虚假应用 4,000

流被拒绝 162

Frag:First_Too_Short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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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的名称 默认分配的点数

Frag:Packet_Too_Long 6,000

Frag:Sizes_Differ 6,000

半开放攻击 12,600 

高  SMB 对等体 32,000

接收到的  ICMP 基于观察到的流。 

ICMP_Comm_Admin 7

ICMP_Dest_Host_Admin 7

ICMP_Dest_Host_Unk 7

ICMP_Dest_Net_Admin 7

ICMP_Dest_Net_Unk 7

ICMP_Frag_Needed 700

ICMP_Host_Precedence 700

ICMP_Host_Unreach 7

ICMP_Host_Unreach_TOS 2,800

ICMP_Net_Unreach 7

ICMP_Net_Unreach_TOS 2,800

ICMP_Port_Unreach 7

ICMP_Precedence_Cutoff 700

ICMP_Proto_Unreach 700

ICMP_Src_Host_Isolate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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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的名称 默认分配的点数

ICMP_Src_Route_Failed 700

ICMP_Timeout 1

检测到从内部主机连接到  Tor 入口节点 32,000

检测到从内部主机连接到  Tor 出口节点 32,000

MAC 地址违规 6,300

提供的最大流数 基于观察到的流。 

提供的新流数 基于观察到的流。 

数据包泛洪 5,600

Ping 7

Ping_Oversized_Packet 2,400

端口扫描 10,800

重置 /tcp 3

Reset/udp 2

扫描器通信 180

慢速连接泛洪 10,800

Src = Des 4,000

SSH 反向  Shell 11,700

秘密扫描 /tcp 5,200

秘密扫描 /udp 4,800

可疑的长流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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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的名称 默认分配的点数

可疑的静默长流 4,000

可疑的  UDP 活动 9,000

接收到的  SYN 基于观察到的流。 

与幻影通信 1,440

针对性数据收集活动 基于观察到的流。 

Timeout/tcp 4

超时 /udp 3

已发起连接 8,000

陷阱主机  11,700

接收到的  UDP 基于观察到的流。 

蠕虫传播 19,200

 
 

联系支持人员
如果您需要技术支持，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通话

 l 当地的思科合作伙伴

 l 思科  Stealthwatch 支持

 o ( 美国 ) 1-800-553-2447 
 o 全球支持电话：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web/tsd-cisco-

worldwide-contacts.html

创建支持案例

 l 通过  Web：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index.html
 l 通过邮件：tac@c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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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和思科徽标是思科和 /或其附属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 /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要查看思科商标的列表，请访问此  URL：https://www.cisco.com/go/trademarks. 文中提

及的第三方商标为其相应所有者的财产。“合作伙伴 ”一词的使用并不意味着思科和任

何其他公司之间存在合作伙伴关系。(1721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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