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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網路威脅目標及工具分析

而其他網路犯罪分子則更像是沉迷於一場數
字遊戲。他們不管被攻擊的物件是組織還是
個人，只是希望盡可能擴大被攻擊者的數量，
前提是他們能夠獲得他們想要的最終結果。

例如，在今年首次出現的DNS劫持事件中，
惡意攻擊者正是通過控制部分特定的 DNS 條
目來發動攻擊。惡意攻擊者通過這種方式，
能夠悄無聲息地將無防備的訪問者從合法系
統重定向到惡意系統，以期對方安裝惡意軟
體或攔截保密資料及憑證。

本文旨在帶您瞭解我們在過去一年內所開展
的調研工作，以及我們最關注的六種主要威
脅。請流覽我們在“每月熱點威脅”博客上發
佈的更為深入的分析性文章，並註冊訂閱，
隨時瞭解有關2020年威脅發展趨勢的最新
信息。

如果您在未來幾個月內組織任何以安全為主
題的董事會會議或業務規劃會議，本報告結
尾處給出的建議可作為回顧性資料，針對您
需要用到的工具和流程給予指導。它可以幫
助您更好地闡明當前的安全防禦機制是如何
應對惡意攻擊的，並找出相應的安全性漏洞，
比如瞭解遇到上述六種威脅時的回應速度？
獲知威脅的及時性？以及加快回應速度的必
要措施。

 

1. DNS 劫持
DNS，全稱網域名稱系統（Domain Name 
System），用於將人類可讀的功能變數名稱
（例如www.example.com）轉換成機器可
讀的 IP 位址（用點隔開的若干位元數位，例
如 208.67.222.222）。使用 DNS 的過程與
圖書管理員幫您找書的過程非常類似；您首
先輸入一個文本名稱，然後由 DNS “圖書管
理員”將其轉換為一個IP位址，再在書架上搜
索相應的 IP 位址，而後帶您返回至要查找的
目標網站。

威脅場景

上午9點，您準時登錄公司網路，邊喝咖啡
邊流覽行業新聞。您打開流覽器，按一下書
簽，想要打開您收藏的新聞網站。

只可惜這次您打開的網站並非是您最近一次
訪問過的網站。

思科的威脅情報研究團隊 Cisco Talos 一直
密切關注 DNS，而且我們在今年也發現了多
起利用 DNS 劫持發起的惡意攻擊。

 

有些網路犯罪分子在制定攻擊計畫時，會以特定的組織為目標。不管出於哪種原因，他們都很
清楚兩件事：攻擊目標和潛在回報。一旦明確了攻擊目標，幾乎沒有什麼能阻攔他們。看看今
年全球發生的定向勒索攻擊事件就能發現，這些攻擊之所以能夠造成極具破壞性的結果，部分
原因便在於這些組織由於防護不足，極易成為惡意攻擊者專門選取的攻擊對象。

從遠端存取木馬到將藏
 匿在加密流量中的威脅，
  惡意攻擊者為規避先進
   的檢測技術，也在不斷
   更新著自己的威脅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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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DNS 攻擊的關鍵在於，它們不會直接
面向指定目標（坐在辦公桌旁的您）發動攻
擊，而是將圖書管理員作為攻擊對象（在本
場景中即您想要邊喝咖啡邊流覽行業新聞的
網站）。圖書管理員沒有將您帶到目標書籍
的正確存放位置，而是把您帶去一個完全不
同的地方。最糟糕的一點在於，您可能根本
不知道自己去到了一個錯誤的位置。您打開
的釣魚網站，或者是您從書架上取下的書，
看上去跟您想要尋找的目標非常類似，但實
際上卻大相徑庭-比如您本來要找的是一本
兒童讀物，實際拿到的卻是《無政府主義者
的烹飪手冊》。

整個攻擊過程通過網路犯罪分子將指向合法
網站的路徑更改至惡意網站而實現。雖然您
輸入的是計畫訪問的指定功能變數名稱的 IP
位址，但是由於 DNS 記錄被篡改，所以您
打開的實際是一個惡意 IP 位址。當您在毫
無防備的情況下抵達惡意伺服器後，便會馬

 上成為任由惡意攻擊者擺佈的受害者。惡意攻擊
者可能會嘗試安裝惡意軟體，收集您的用戶名和
密碼，或者隱蔽地充當惡意網站和合法網站之間
的中間人，並攔截您出於其他目的（即身份盜用、
勒索…）而訪問的所有資料。

“海龜”開始肆虐網路

Sea Turtle（“海龜”）便是由控制 TLD（頂層網
域）的組織發起的一種 DNS 劫持案例。案例中
的惡意攻擊者正是利用多個系統漏洞控制了整個
域的功能變數名稱伺服器。

這樣一來，惡意攻擊者便能對根據 DNS 請求返
回的 IP 位址施加控制。它在完成一台惡意功能
變數名稱伺服器的設置後，就能選擇何時將針對
特定功能變數名稱的請求發送至合法網站或惡意
網站。

“目標網站在
哪裡?”

TLD 伺服器記錄被
更改。02

被發送至惡意功能
變數名稱網。03

選定被發送至惡意
網站的訪問者。04

目標網站的 TLD 伺
服器在哪裡?01

能變數名稱解析模組

DNS 根伺服器 

被入侵的 TLD 伺服器

惡意功能變數名稱伺服器網站 釣魚網站
site

0204

www.exam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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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 Turtle（“海龜”）攻擊流程圖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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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海龜” DNS 劫持行動的幕後黑手並沒
有放慢腳步。Talos 團隊發現的一些新細節也
暗示出這些惡意攻擊者在我們發佈有關 Sea 
Turtle 的初步發現後已經重整旗鼓，並且針對
新的基礎設施方面發動了更為強烈的攻擊。許
多惡意攻擊者在被發現之後便會暫時放慢攻擊
的步伐，但是這個團體卻異常明目張膽。針對
這種情況，我們建議重點關注 DNS 安全技術
和多因素身份驗證技術，以落實更為嚴格的身
份認證流程。

閱讀有關 DNS 劫持的更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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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網頁郵件伺服器的 DNS 記錄也已
被更改，這也屬於 Sea Turtle 攻擊的一部分。
惡意攻擊者由此便可以攔截使用者登錄網頁郵
件系統的連接，這樣一來，他們不僅可以捕獲
用戶憑證，還可讀取網頁郵件系統和使用者之
間所傳遞的所有資料。

DNS 劫持是一種非直接攻擊案例，對隱藏在幕
後的惡意攻擊者來說，他們的真正目標並非某
個特定的組織，而是整個互聯網的基礎設施。

在報告結尾，我們雖然就如何應對 Sea Turtle
之類的網路攻擊進行了講解，但首先還是需要
考慮通過一些特定的技術來防止 DNS 被盜用，
例如通過監視被動 DNS 資料以及尋找功能變
數名稱記錄更改資料來判斷是否存在 DNS 被
惡意篡改的情況。
 

 2020年態勢分析

來源: https://blog.talosintelligence.com/2019/04/seaturt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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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關注：  
定向勒索病毒
今年，全球發生了許多起備受矚目的定向勒索軟體攻擊
事件。當然，勒索軟體早已屢見不鮮，但我們所關注的
地方在於，伴隨著新的攻擊形式層出不窮，舊的攻擊手
段也絕不會銷聲匿跡。我們通過下述幾個勒索軟體攻擊
案例就能看出，這些惡意攻擊活動一旦成功，所產生的
破壞性結果將有多麼嚴重，尤其是在關鍵服務被中止時。
今年5月，美國巴爾的摩市遭受了大規模勒索軟體攻擊，
市政府大樓中有7,000名用戶均收到了嚴重影響。儘管
政府拒絕支付贖金，但在借助多種全手動作業系統，並
開展多次資料丟失調查之後，該事件最終約給全市造成
超過1000萬美元的損失。

第二個案例同樣發生在美國，猶他州的萊克城和佛羅里
達州的裡維艾拉海灘，也遭受了類似的勒索軟體攻擊，
但這兩場攻擊最終以支付駭客總計100萬美元比特幣告
終。目前，這兩個城市仍然面臨著解密被盜資料這項艱
巨任務。

再看英國，一家名為 Eurofins Scientific 的公司遭受了
定向勒索軟體發起的大規模攻擊，而這家公司也是為全
國警隊提供法醫服務的公司。這家公司每年處理的刑事
案件數量超過70,000宗，但在遭受如此大規模的網路攻
擊之後，許多訴訟案件被迫休庭，與此同時警隊也不得
不尋求其他供應商提供服務。

請閱讀有關定向勒索軟體的更多資訊，包括 Talos 團隊
關於如何應對勒索需求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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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遠端存取木馬(RATs)

攻擊場景

您目前就職于一家知名的科技公司，公司即
將面向公眾發佈一款能夠靈活應對市場變化
的全新產品。您希望在產品公開發佈之前嚴
守相關機密資訊。但遺憾的是，您準備已久
的驚喜就要被泡湯。

有人入侵了您公司的系統，並盜取了與這款
即將上市的關鍵產品相關的敏感性資料。

可被惡意攻擊者用來盜取智慧財產權資料的
有力武器可能有很多種。下載程式、管理工
具以及資訊盜竊程式很多時候都是催生此類
攻擊的重要原因。但在類似上述攻擊場景中，
惡意攻擊者通常會在一種簡稱為“RAT”的遠
端控制木馬程式的協助下發起攻擊。

 

如何借助 RAT 發動惡意攻擊

身為一種工具，RAT 所具備的功能可謂豐富
至極。舉個例子，如果惡意攻擊者的目標是
竊取財務資料，那麼他們可以借助一個 RAT，
通過一台被入侵的電腦獲取銀行資訊，或者
通過安裝鍵盤記錄程式來收集信用卡帳號。

RAT 程式的組成部分圖 2

記錄音訊和視頻

命令列控制

下載
更多惡意程式

收集系統資訊
記錄點擊的按鍵

盜取用戶名和
密碼

竊取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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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恰逢中國十二生肖中的“鼠年”，這或
許也是種巧合。近期在威脅環境中常見的一
些 RAT 包括 Orcus RAT 和 RevengeRAT。
Talos 在今年夏天就發現了這樣一個惡意攻
擊者：它在針對政府實體、金融服務組織、
資訊技術服務商和諮詢公司發起的各種惡意
軟體分發活動中，一直在不斷地利用
RevengeRAT 和 Orcus RAT。

他們發現了與這些活動有關的幾種獨特戰術、
技術和程式（TTP），包括：

8

許多 RAT 都能獲取到用戶已保存和緩存的密
碼，一旦掌握了用戶名和密碼，惡意攻擊者
便能試著登錄到共用伺服器。

謹記一點，大部分 RAT 程式都能對已被入侵
系統的命令列進行訪問。惡意攻擊者可借助
相應的管理許可權來控制 RAT，讓它執行惡
意攻擊者計畫執行的任何操作，例如安裝和
刪除檔或安裝鍵盤記錄程式。

RAT 入侵系統的方式並不存在任何特殊之處。
RAT 的分佈方式與其他類型的惡意軟體大致
相同：它們都與其他常見的攻擊媒介一道以
電子郵件為發送載體，被植入程式植入系統，
並被設置為漏洞攻擊工具的有效載荷。

 

 

 2020年態勢分析

 

• 使用與“無檔”惡意程式存在最普遍關聯
的持久性技術

旨在掩蓋C2基礎架構的迷亂技術

旨在繞過自動分析平臺（如惡意程式沙箱）
的規避手段

 
• 

• 

由於網路犯罪分子會繼續擴展 RAT 的用例
範圍，因此它們在來年勢必構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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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加密流量發動的威脅持續加劇。根據思
科收集到的資料資料，在 Cisco Stealthwatch
發現的所有威脅事件中，有63％是在加密流
量中發現的。由於整個行業不太可能放棄使
用 https 技術，因此企業千萬不能輕視這項
加密技術，因為它很可能會成為被一些網路
犯罪分子進行嘗試並有效利用的一種策略。
有關網路分析的用途，我們將在結語部分予
以探討。

有關藏匿在加密流量中的威脅，請閱讀更多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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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藏匿在加密流量中的威脅

攻擊場景

為了將威脅成功散佈到目標系統和網路，惡
意攻擊者一定會竭盡全力。一旦成功入侵目
標群組織，他們最不想遇到的情況就是自己
的流量被網路監控工具監控到。所以現在的
很多威脅都會借助加密流量來防止自己遇到
這種情況。

從惡意功能的角度來看，威脅加密的手段也
十分繁多。從命令控制（C2）通信到資料的
盜取，惡意攻擊者都會通過加密來隱藏惡意
流量。

如何檢測惡意加密流量

用於捕捉惡意加密流量的其中一種方法即流
量指紋技術。這項技術能夠監控您網路中的
加密資料包，並尋找與已知惡意活動相匹配
的攻擊模式。

但是，由於惡意攻擊者能夠輕而易舉地將隨
機或虛擬資料包嵌入其流量，以掩蓋可能留
下的指紋，所以這項技術不足以捕捉所有惡
意加密流量。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準確識別
出惡意流量，您就需要求助其他檢測技術，
例如可識別更複雜惡意連接的機器學習演算
法。但是威脅可能仍然會想盡各種辦法來規
避一些機器學習檢測方法，因此我們建議用
戶採用分層方法，綜合多種技術。

2020年態勢分析

銀行木馬對其正在竊取的資料進行加密。 圖 3

01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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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ffice 365 釣魚攻擊

攻擊場景

您正在通過您的 Office 365 帳戶與一位同事
進行郵件溝通。郵件主題是關於您準備提交
給董事會的一篇報告，最終版本由您的同事
發送給您。

除非對方不是您的同事，發送的不是您要的
報告，否則你們的對話內容恐怕已經被惡意
入侵者所掌握，因為他們已經成功破壞了企
業 Office 365 的正常使用。他們會攔截並回
復您發送給“ colleague @ yourcompany.
com”的電子郵件，目的就是讓對話朝著他們
計畫好的方向發展，以便他們掌握更多資訊。

連鎖反應

惡意攻擊者用來獲取 Office 365 帳戶存取權
限的方法通常簡單粗暴。網路釣魚攻擊通常
以貌似來自 Microsoft 的電子郵件為載體。
這種電子郵件中包含一個登錄請求，包括提
醒使用者重設密碼，最近是否登錄過帳戶，
或帳戶存在問題，需要他們注意。郵件中還
包含一個 URL，郵件閱讀者為了解決提到的
問題，很可能會點進去。

在成功發起的 Office 365 網路釣魚攻擊中，
使用者輸入的登錄資訊會被惡意攻擊者盜取。
整個偽造的網頁上沒有任何有用的資訊，只
是提示使用者登錄資訊錯誤，或將使用者重
新帶回到真正的 Office 365 登錄頁面。

Office 365 釣魚郵件示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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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CISO 基準研究報告顯示，對使用者行
為的關注（例如點擊郵件或網站中的惡意連
結）仍然很高，且已成為 CISO 關注的首要
問題。只有51％的被訪者認為自己能夠很好
地處理好與安全相關的人力資源問題，具體
就是根據綜合的員工入職流程和其他適用流
程來處理員工調動和離職問題。此外，
Verizon 在其發佈的《 2019年資料洩露調查
報告》中也提到，網路釣魚是迄今為止成功
率最高的一種威脅載體。過去一年，網路釣
魚在幾乎三分之一（32％）的資料洩露事件
中都扮演主要的攻擊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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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這一系列操作之後，大多數用戶都不
會知道自己的登錄資訊已被盜取。

為了讓局面更加複雜，惡意攻擊者經常會使
用一種“會話劫持”的伎倆，就像前面提到的
攻擊場景一樣，攻擊者正是通過對已進入被
攻擊收件箱的電子郵件進行回復，來釋放他
們的惡意有效載荷。

2020年態勢分析

ESG 代表思科展開的一項最新研究表明，超
過80％的被訪者都提到了自己就職的企業都
在使用類似 Office 365   的 SaaS 電子郵件
服務。但是，仍有43％的被訪者反映，在使
用此類服務之後，他們反而需要通過一系列
二次安全技術來支撐他們的郵件防禦系統。

特別關注：Magecart 捲土重來
2019年，我們見證了 Magecart 惡意網站通過盜取信用卡詳細資料的撇油器捲土重來。
Magecart 對最近幾個月內幾起關注度極高的資料洩露事件負責，包括針對航班預訂和線上
票務服務的攻擊。

這次回歸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那就是在若干起供應鏈攻擊事件中也出現了 Magecart 的
身影。比如在一月份那場供應鏈攻擊中，受影響的電商網站多達數百家，他們主要銷售化
妝品、醫療保健品、服飾及上述行業產品。

Magecart 之所以能在此類攻擊中產生重要作用，原因就在於惡意攻擊者將這些品牌用於其
電商服務的協力廠商網站作為目標，這樣一來他們就能擴大攻擊範圍並成功竊取更多資料，
而無需逐個攻破。

 

1.  Mark Bowker 和 Adam DeMattia, 解決方案展示: 思科郵件安全機制, ESG, 2018年10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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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交媒體和網路黑市
您可能以為網路犯罪行為都發生在互聯網深
處的隱秘角落裡，他們所依託的網路經過嚴
格加密處理，需要通過複雜軟體和廣泛授權
才能訪問。然而事實並非總是如此。網路犯
罪活動有時也會出現在公開程度極高的場所，
例如社交網路。

Talos 的研究人員在2019年初就發現了包含
數十萬名成員，且以 Facebook 為公開活動
平臺的多個網路犯罪群組。這些群組通過社
交媒體平臺與其他犯罪分子進行聯繫，共用
並出售各種工具、技術以及盜取的資料，而
且這些犯罪分子之間有時也會互相訛詐。經
過廣泛的研究和分析，Talos 研究人員發現，
通過 Facebook 群組共用的部分工具可能與
Talos 此前監視過的惡意活動存在一定的關聯。

關注度絲毫不減的熱點問題

我們必須搞清楚一點，社交網路並非在最近
才成為説明網路犯罪分子開展非法活動的工
具。截至本文撰寫之時，在我們發現的
Facebook 群組中，有些已存在長達八年之
久。而他們的活動也已經不是第一次成為公
眾關注的焦點問題。網路安全研究員 Brian 
Krebs 最近就曝光了120個具有類似性質的
網路群組，成員總數大約在30萬名。雖然這
些群組名義上已經停止活動，但從 Talos 在
2019年彙報給 Facebook 的群組數量來看，
這似乎並沒有影響此類活動成員數量的增長。

銷售商品和服務的惡意攻擊者示例。圖 5

有關 Talos 針對社交媒體和網路黑市的調
查，請閱讀更多內容。

 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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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使用者在此類社交媒體
活動中並非直接目標，那麼還存在一線希望。
社交媒體平臺不僅已經成為犯罪分子共商犯
罪大計的重要場所，還變成了犯罪分子買賣
工具的交易市場，包括針對如何發動攻擊提
供相應的培訓。

2020年態勢分析

2019年底，我們在 Facebook 上快速檢索了
幾個比較明顯的群組名稱，例如“ Spam 
professional（垃圾郵件專家）”，“ Spam 
and hackers（垃圾郵件和駭客）”，發現這
些群組仍然存在，而且每天都有好幾條新的
發帖記錄。作為一個網路安全社群，我們不
僅將繼續向 Facebook 報告這些群組的存在，
還會與 Facebook 聯手，實現更多突破。

6. 數字勒索詐騙

攻擊場景

您突然收到一封標題包含您用戶名和密碼的
電子郵件。但真正讓您感到慌張的卻是這封
郵件的正文內容。

寄件者在郵件裡寫道它已經入侵了一個色情
網站，而且您訪問過這個網站。詐騙者會告
訴您他們已經控制了您的顯示器和網路攝像
頭，記錄了您的個人資料和色情資訊，然後
對這兩段視頻流進行了同步處理。

除此之外，詐騙者還聲稱他們已經通過您的
社交媒體帳戶和電子郵件收集了所有連絡人
資訊，這才是最令人不安的地方。而且在郵
件結尾，詐騙者還會巧妙地暗示您，如果他
們將視頻發給這些連絡人，結局將會多麼難堪。

接下來，詐騙者會說自己並非不近人情，想
要清除這些內容也並非難事。您只需支付價
值1000美元的比特幣，詐騙者就能讓這些令
人難堪的內容全部消失。

虛張聲勢

如果這看起來像是敲詐，那是因為它的目的
就在於此。但是也不排除虛張聲勢的成分。

在這個案例中，電子郵件所聲稱的內容都是
虛假的：他們並沒有入侵任何網站，沒有控
制您的網路攝像頭，也沒有盜取任何連絡人
資料，而是在巧妙地利用人類的複雜情緒以
及內心深處的罪惡感。除此之外，還有另外
一大批網路釣魚活動，他們的目標則是通過
誘騙大量收件人來幫助敲詐者獲利。為了讓
增加郵件的真實感，他們會在郵件裡加入真
實的用戶名和/或密碼。其實，敲詐者的真實
意圖則是想通過之前竊取的資料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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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郵寄地址是否已經外泄，請查看相關
服務，例如“Have I Been Pwned”，並將此
類情況是否出現以及出現的地點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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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郵件中還包含大量技術行話。這並不是
說遠端存取您的桌面或網路攝像頭是不可能
發生的事（但它的確發生了），而是根據詐
騙者所描述的方式，他們想要訪問您桌面活
網路攝像頭的可能性還是微乎其微的。

如果您收到了類似的郵件，請注意您的個人
資料可能已經遭到外泄。如果這個密碼還用
在其他地方，請立即更改。如果您想搞清楚

2020年態勢分析

即使勝算很低也能獲利，因此數位勒索仍然
是當下常見的一種攻擊模式。圖7就為我們
展示了最近出現的一個數字勒索案例。

近期出現的數字勒索郵件示例。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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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威脅的關鍵在於能否充分利用威脅情報
作為制定威脅防禦策略的基礎。思科網路安
全產品將説明您充分利用 Talos 威脅情報的
強大力量，而這種力量蘊藏在思科的每一個
系列裡，每一款產品中。

下面的內容不僅列出了構成分層防禦機制的
部分解決方案，同時也突出強調了每個方案
旨在應對哪種威脅。

監控 DNS 記錄並阻止惡意功能變數名稱 

Umbrella Investigate 是一個支持互聯網功能
變數名稱、IP 及檔相互關係及演變過程完整
視圖的 DNS 檢測平臺，旨在幫助用戶查明
惡意攻擊者的基礎架構，準確預測後續威脅，
並幫助使用者快速查找對 DNS 記錄所做的
更改。能否順利連接 C2 功能變數名稱，是
許多威脅實現其功能的關鍵。Cisco 
Umbrella 通過 DNS 阻止針對所有埠和協議
的威脅，甚至可以阻斷 IP 直連，以此來防止
用戶連接到惡意攻擊者的伺服器。

此方案針對的威脅包括：DNS 劫持、RAT 威
脅、定向勒索軟體、以及藏匿在加密流量中
的威脅

採用切實可行的終端保護解決方案 

隨著入網設備的數量不斷增加，用戶必須清
楚地知道自己的終端設備正面臨哪些攻擊，
然後積極主動地進行防禦，並在防禦機制出
現漏洞時快速回應。面向終端的思科高級惡
意軟體防護體系(Cisco AMP for Endpoints)
可將惡意軟體的入侵定格在入侵起點，然後
針對這些高級威脅採取相應的檢測、控制和
補救措施。

此方案針對的威脅包括：RAT 威脅

借助多因素身份驗證（MFA）

思科的 MFA 解決方案，比如 Cisco Duo
（雙因素身份認證），旨在驗證用戶身份，
洞察每台設備，並通過實施自我調整策略來
確保應用程式訪問的安全性。如果惡意攻擊
者盜取了使用者的登錄資訊，MFA 還能阻止
他們登錄使用者系統。

此方案針對的威脅包括：RAT 威脅、定向勒
索軟體、以及 DNS 劫持

思科的威脅應對之道

建議1：及時更新系統，定期下載
 補丁。比如在 Sea Turtle 這個案
  例中（DNS劫持），正是由於存
  在漏洞，包括一些已存在10年之
   久的漏洞，惡意攻擊者才得以成
    功入侵使用者的系統。

正如任何一種威脅解決方案，思科專門針對關鍵基礎設施威脅而設計的縱深安全防禦機制，
將為有效保護企業的網路安全提供強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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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網路流量

監視未授權活動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作
為一種網路流量安全分析解決方案，Cisco 
Stealthwatch 以來自現有網路基礎設施的
企業遙測資料為基礎，賦予使用者最全面的
資訊可見性。Stealthwatch 還包含加密流量
分析（Encrypted Traffic Analytics）功能，
可幫助用戶找到那些藏匿在加密流量中的狡
猾威脅。

此方案針對的威脅包括：RAT 威脅，以及藏
匿在加密流量中的威脅

平臺化方案

平臺化方案，例如思科威脅回應（CTR）平
臺，能夠面向多種攻擊載體和受影響系統，
對新的病毒感染、漏洞傳播和資料洩露情況
實施全方位阻斷。CTR 平臺可自動完成並加
速主要安全操作功能，包括檢測、調查和修
復。它也是思科集成安全架構的關鍵支柱。

此方案針對的威脅包括：所有威脅類型

事件回應

此類方案旨在提升用戶面對各類攻擊的準備
水準和回應能力。借助 Talos 事件回應服務，
使用者可直接訪問與思科相同的威脅情報，
從而幫助您針對安全性漏洞進行準備、做出
回應並從中恢復。我們的專家會與您共同評
估現有計劃，制定全新計畫，並在您最需要
的時候提供及時快速的幫助。

郵件安全機制

除垃圾郵件、病毒、惡意軟體防禦等基礎措
施外，在保障郵件安全方面，用戶還可採用
更高級的網路釣魚防護措施，比如通過機器
學習來分析和驗證郵件身份及行為關係，以
及時阻止更先進的網路釣魚攻擊。

此方案針對的威脅包括：Office 365 釣魚攻
擊、RAT威脅、以及數位敲詐

識別惡意文件行為

類似的解決方案，比如思科 Threat Grid，旨
在搜尋惡意檔，然後將通知自動下發至所有
思科網路安全產品。

 

 

  

 

Threat Grid 將高級沙箱與威脅情報整合到一
套統一的解決方案中，旨在保護企業免受惡
意軟體的侵害。

此方案針對的威脅包括：定向勒索軟體、
RAT 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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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間，思科面向關注全球網路安全態勢的網路安全專家發佈了大量具有權威性的安全及威脅
情報資訊。這些綜合性報告不僅詳細描述了相關的威脅態勢以及它們對企業的潛在影響，還列出了
能夠有效抵禦資料洩露所產生的不良影響的最佳實踐。

作為我們提升思想領導力的一項全新方案，思科安全團隊以“思科網路安全系列報告”為主題，不斷
發佈一系列基於研究的資料導向型報告。我們專門增加了標題的數量，以涵蓋具有不同關注點的網
路安全專家所撰寫的不同類型的報告。依託網路安全行業中諸多威脅研究人員和創新者深邃且廣泛
的專業知識，思科在2019年成功發佈了資料隱私基準研究、威脅報告、CISO 基準研究等一系列網
路安全報告。

瞭解更多資訊，並查看所有報告和存檔，請訪問:
www.cisco.com/go/security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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