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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流量分析
簡介
急速增加的加密流量，正在改變威脅局勢。隨著越來越多的業務邁向數位化，許多服務和應用程式
採用加密方法，做為保護資訊安全的主要方式方法。具體而言，加密流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超過
90%，相較於 2015 年的 21%，在 2016 年網站加密流量的百分比已超過 40%。Gartner 預測，到
了 2019 年之前，將有 80% 為加密流量。
對於使用網際網路在線上溝通和進行業務交易的企業來說，加密技術針對使用網際網路進行線上通
訊和交易的企業提供了更強大的隱私和安全性。行動裝置、雲端和網頁應用程式仰賴實施良好的加
密機制，使用金鑰和憑證以保證安全性和信任。然而，從加密技術受益的並非只有這些業務而已。
威脅者利用同樣的優勢來規避偵測，並掩護其惡意活動。圖 1 顯示此類攻擊所造成的經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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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挑戰

要全面掌握網路的可視性變得日益困難，傳統的偵測方法無法假設資料可供檢查。
我們需要能夠同時評估有多少數位業務受到加密保護和未受到加密保護，並且評估
哪些流量是惡意的，哪些是良性的。

概觀

Gartner 預期在 2019 年，半數的惡意軟體活動將使用某種類型的加密來隱藏惡意
軟體傳送、命令和控制活動，或進行資料竊取。

加密流量分析

圖 1. 惡意攻擊的經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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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附錄 A

表 1 說明以加密流量性質為基礎的新威脅媒介。
表 1. 以加密流量性質為基礎的新威脅媒介

參考資料
未檢查的加密流量

威脅

透過 HTTP 瀏覽網頁的員工

 惡意軟體感染
 使用命令和控制伺服器隱藏通道
 資料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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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內部網路安全地連線至網路邊緣
(DMZ) 伺服器的員工

從受感染的主機橫向擴充

使用加密協定連線至企業公用伺服
器的網際網路使用者

降低深入防禦程度，僅利用一個防護技
術來檢查傳入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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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of encrypted
traffic security

Overview of Encrypted
Traffic Analytics

The majority of organizations today do not have a
solution to detect malicious content in encrypted traffic.
They lack the security tools and resources to implement
a solution that can be deployed throughout their network
infrastructure without slowing down the network.

Traditional flow monitoring provides a high-level view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s by reporting the addresses,
ports and byte and packet counts of a flow. In addition,
intraflow metadata, or information about events that
occur inside of a flow, can be collected, stored and
analyzed within a flow monitoring framework. This data
傳統的流量監控功能藉由回報位址、連接埠和位元組，以及
is especially valuable when traffic is encrypted, because
流量的封包計數，來深入檢視網路通訊的進階視圖之資訊。
deep-packet inspection is no longer viable. This intraflow
此外，系統也可在流量監控框架中收集、儲存及分析內部資
metadata, called Encrypted Traffic Analytics, is derived
料流量中繼資料，或流量內部發生的事件相關資訊。當流量
by using new types of data elements or telemetry that
已加密時，此資料特別重要，因為深度封包檢測已經不再可
are independent of protocol details, such as the lengths
行。流量中繼資料，又稱為「加密流量分析」，是使用不同
and arrival times of messages within a flow. These data
於通訊協定詳細資料（例如流量中訊息的長度和到達時間）
elements have the attractive property of applying equally
的新類型資料元素或遙測衍生而得。這些資料元素擁有很吸
well to both encrypted and unencrypted flows.
引人的特性，無論應用於它們皆適用於已加密和未加密的流
量，都能有出色的成效。
Using these data elements or intraflow telemetry to
identify malware communication in encrypted traffic
運用這些資料元素或內部資料流量遙測來識別加密流量中的
means Encrypted Traffic Analytics can maintain the
惡意通訊，意味著加密流量分析可以保持加密流量的完整
integrity of the encrypted flow without the need for bulk
性，而不需要進行大量解密（圖 2）。表 2 列出使用加密流
decryption (Figure 2). Table 2 lists the benefits of using
量分析的好處
Encrypted Traffic Analytics.

加密流量安全性的挑戰

目前大多數組織沒有解決方案可偵測加密流量中的惡意內容
Traditional
threat inspection with bulk decryption,
的解決方案。他們缺少資安工具和資源，來實施可在整個網
analysis and reencryption is not always practical or
路基礎架構中部署，且不會減慢網路速度的解決方案。
feasible, for performance and resource reasons. In many
cases,
however, advanced analytic techniques can be
就效能和資源方面而言，利用大量加密、分析和解密的傳統
used
to identify malicious flows for further inspection
威脅檢查不一定切合實際或可行。然而，在許多情況下，先
using
decryption techniques.
進的分析技術可用於識別惡意流量，以便使用解密技術進一
步檢查。
On any given day, no one knows how much of their
digital
business is in the clear versus encrypted. If traffic
今時今日，沒有人可隨時知道有多少數位業務內容完全沒問
is
encrypted, the encryption is typically done to
題，以及有多少數位業務已加密。如果流量已加密，通常是
meet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that mandate specific
為了遵循會進行加密以符合授權特定安全性策略的合規性要
security policies.
求而進行加密。

加密流量分析概觀

圖 2. 加密流量分析
技術解決方案概觀
Figure
2. Encrypted– Traffic
Analytics – technical solution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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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使用加密流量分析的益處

益處
 資安可視性：使用網路分析功能，深入瞭解加密流量中的威脅。利用與使用者和裝置資訊相關的即時分析，獲取內容
相關的威脅情報。
 加密評估：確保企業遵守加密協定，並且洞悉和瞭解網路上已加密和未加密的內容。
 更快的回應時間：快速控制受感染的裝置和使用者。
 節省時間和成本：使用網路做為安全態勢的基礎，善用網路中的資安投資。

加密流量分析 – 加密流量的新
資料元素
加密流量分析著重於透過被動監控、擷取相關資料元素，以
及具有雲端型全球可視性的監督機器學習，來識別加密流量
中的惡意軟體通訊。
傳輸層安全性 (TLS) 是一種為應用程式提供隱私的加密
協定。TLS 通常一般協定上執行，例如適用於網頁瀏覽
的 HTTP，或適用於電子郵件的簡易郵件傳輸通訊協定
(SMTP)。HTTPS 是在HTTP 上使用的 TLS。這是保護 Web
伺服器與用戶端之間通訊最常用的方式，而且受到大多數主
要 Web 伺服器支援。
加密流量分析擷取四個主要資料元素：封包序列長度和時
間、位元組分佈、TLS 特定功能，以及初始資料封包。思科
獨一無二獨特的特定應用積體電路 (ASIC) 架構可讓您擷取
這些資料元素，而無須降低資料網路的速度。
 封包序列長度和時間序列 (SPLT)：SPLT 針對流量的前
幾個封包，傳輸每個封包應用程式負載的長度（位元組
數），以及這些封包的間隔時間。SPLT 可表示為封包大
小的陣列（以位元組為單位），以及時間陣列（以毫秒為
單位），用以表示觀察自上一個封包以來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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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元組分佈：位元組分佈表示特定位元組值出現在流量中
封包承載的可能性。流量的位元組分佈可使用計數器陣列
來計算。與位元組分佈相關的主要資料類型是完整位元組
分佈、位元組 Entropy，以及位元組的平均值/標準差。例
如，每個位元組值使用一個計數器，可以為「H」增加一次
對應的計數器，然後針對兩個連續的「T」增加兩次其他計
數器來計算 HTTP GET 請求，「HTTP/1.1」，依此類推。
雖然位元組分佈做為計數器的陣列，但是藉由將位元組總
數正規化，可以輕鬆地將位元組分佈轉換成正確的分佈。
 初始資料封包 (IDP)：IDP 用於取得流量的第一個封包資
料。它允許擷取相關資料，例如 HTTP URL、DNS 主機名
稱/位址，以及其他資料元素。TLS 握手協議是由數個訊息
組成，包含用於擷取資料元素（例如加密套件、TLS 版本，
以及用戶端的公開金鑰長度）的相關未加密中繼資料。
附錄 A 顯示新資料元素的詳細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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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型網路即感測器隨附加密流
量分析 – 元件

使用認知分析的 Stealthwatch
思科 Stealthwatch 使用 NetFlow、Proxy 伺服器、端點
遙測、原則與存取引擎、流量切分等功能，為企業中的主
機和使用者建立基準「正常」行為。利用認知分析的整合
（雲端型分析引擎），Stealthwatch 可以將流量與全域威
脅行為建立關聯，以自動識別受感染的主機、命令和控制
通訊，以及可疑流量。

增強型 NetFlow
在 NetFlow 架構中，記錄集合的資料會從匯出工具傳輸至
收集器。資料集中的每個記錄具有相同的格式，由其範本指
定。資料記錄包含一系列 NetFlow 資訊元素或「欄位」，並
且會將特定的 ID 值指派給每個欄位。資訊元素的 ID 值可以
由「網際網路號碼分配局」(IANA) 定義及封存，或者它們可
以是企業專用，並且由各個組織定義。

認知分析維護全球風險對應 –在網際網路上關於伺服器的廣
泛行為設定檔，可識別可能在日後做為攻擊之一部分的攻
擊相關伺服器（圖 3）。這不是黑名單，而是從安全角度
來綜觀的整體情況。認知分析可藉由應用機器學習和統計
資料模組化，來分析增強型 NetFlow 中的全新加密流量資
料元素。全球風險對應和加密流量分析資料元素可在認知
分析引擎中互相加強。使用認知分析的 Stealthwatch 不用
解密流量，而是使用機器學習演算法以精確地找出加密流
量中的惡意模式，以幫助識別威脅並改善事件回應。

NetFlow 範本使用由 IANA 管理的幾個全域定義的元素。某
些全域元素（例如 IP 位址和第 4 層連接埠號碼）組成一個常
見的 5 元組 (tuple)，做為唯一的流量識別碼（流量金鑰）。
其他元素用於報告基本封包/八位元統計資料和時間戳記。
透過上述和附錄 A 中說明的廠商特定 (思科廠商 ID) 資料元
素加強了這些全域定義的元素。廠商特定資料元素使用思科
Stealthwatch®，可深入洞察加密流量中的威脅和漏洞。
圖 3. 認知分析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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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lthwatch 管理主控台 (SMC) 上的「安全性深入洞察解析」控制面板儀表板可讓您檢視由「認知分析」識別的受影響
使用者。展開的「認知分析」控制面板儀表板展開後可提供有關最常見的風險呈報與相關威脅風險的詳細資訊。表 3 列出
使用加密命令與控制通訊的某些高風險威脅。
圖 4. 具備認知分析功能的 Stealthwatch 安全性深入洞察儀表板

表 3. 使用加密命令與控制的高風險威脅範例

姓名

類型

Gamarue/Andromeda

模組化殭屍網路

Sality

檔案感染者、模組化殭屍網路

Necurs

資訊竊取者、後門程式、殭屍網路

Rerdom

點擊式詐騙、殭屍網路

一經發現，Stealthwatch 會封鎖或隔離惡意加密流量。使用思科身分識別服務引擎 (ISE) 與 思科 TrustSec® 和軟體定義存取
(SD-Access)，透過 pxGrid 進行原則導向的修復操作，可簡化並加速網路安全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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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評估
加密流量分析也可以從提供可視性的每個網路對話中，即時識別加密品質，以確保企業遵守加密協定。此功能可讓您
瞭解網路上已加密和未加密的內容，讓您可胸有成竹地表示宣稱您的數位業務已妥善受到保護。此加密評估顯示在
Stealthwatch 中，可以透過 API 匯出至第三方工具，以監控和稽核加密合規性（圖 5）。
圖 5. 加密評估

功能支援
思科最新的網路設備，從思科 IOS® XE 16.6 開始，可支援具有加密流量分析功能的增強型 NetFlow。
1. 支援具有加密流量分析之增強型 NetFlow 的兼容思科設備：
 交換器：思科 Catalyst® 9300 系列（從思科 IOS XE 16.6 版開始）以及 9400 系列和 9500 系列（從思科 IOS XE
16.8.1 版開始）
 路由器：ASR 1001-X、ASR 1002-X、ASR 1001-HX、ASR 1002-HX、ASR 1004、ASR 1006-X、ASR 1009-X、
4221 ISR、4321 ISR、4331 ISR、4351 ISR、4431 ISR、4451-X ISR、整合服務虛擬路由器 (ISRv) 包括
5400 企業網路計算系統、雲端服務路由器 (CSR) 1000V（從思科 IOS XE 16.7 版開始）
2. Stealthwatch 增添額外的機器學習和統計資料模組化功能（在 6.9.2 版本中），以分析具有加密流量分析功能的增強
型 NetFlow。
3. 路由器上的 Stealthwatch 網路學習認證 (v2.0) 具備建立加密流量行為設定檔的能力，使其能夠為加密流量中偵測到
的異常加上標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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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與思科研究成果
在根據實際資料進行的實驗中，我們能夠以 0.01% 的誤報（每 10,000 個 TLS 連線只有 1 個誤報）達到 99% 以上的準確
性。這是根據思科研究成果中所述之實際 HTTPS 作業階段的大量樣本所得的結果。

結論
總而言之，網路現在是更先進的安全感應器，能夠偵測加密流量中的威脅。思科數位網路架構就緒的基礎架構，會將網路轉
變為具備可偵測功能的端對端感應器和執行設備，可遏制及防止新興的複雜資安威脅。

附錄 A
加密流量分析擷取的資料元素。
資料元素名稱

說明

封包序列長度和時間序列 (SPLT)

LENGTH 值的陣列，後面接著 INTERARRIVAL TIME 值的陣列，用於描述帶有應用
程式酬載之流量的前 N 個封包。每個 LENGTH 會編碼為 16 位元的整數，以形成
一個 20 位元組的陣列。隨後，每個 INTERARRIVAL TIME 會編碼為 16 位元的整
數，以形成另一個 20 位元組的陣列。

位元組分佈

此長條圖針對流量之應用程式承載的前 N 個位元組中的每個位元組值或（值範
圍）提供發生頻率。每個「發生頻率」會以 16 位元整數表示。

初始資料封包 (IDP)

包含實際有效酬載資料之流量的第一個封包內容，從 IP 標頭開始。

TLS 記錄

LENGTH 值的陣列，後面依序接著 INTERARRIVAL TIME 值的陣列、CONTENT
TYPE 值的陣列、HANDSHAKE TYPE 值的陣列。這些陣列說明 TLS 流量的前
N 個記錄。

TLS 記錄長度

記錄長度的序列，最多支援 TLS 流量的前 N 個記錄。

TLS 記錄時間

TLS 間隔時間的序列，最多支援 TLS 流量的前 N 個記錄。

TLS 內容類型

ContentType 值的序列，最多支援 TLS 流量的前 N 個記錄。

TLS 握手協定類型

HandshakeType 值的序列，最多支援 TLS 流量的前 N 個記錄。

TLS 加密套件

由用戶端提供或由 TLS 流量中的伺服器選取的加密套件清單（最多 N 個）。

TLS 擴充

LENGTH 值的陣列，後面接著 EXTENSION TYPE 值的陣列，說明在 TLS Hello 訊息
中針對流量觀察到的 TLS 擴充。

TLS 擴充長度

擴充長度清單，最多支援在 TLS Hello 訊息中針對流量觀察到的前 N 個 TLS 擴充。

TLS 擴充類型

擴充類型清單，最多支援在 TLS Hello 訊息中針對流量觀察到的前 N 個 TLS 擴充。

TLS 版本

在 TLS Hello 訊息中針對流量觀察到的 TLS 版本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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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元素名稱

說明

TLS 金鑰長度

在 TLS ClientKeyExchange 訊息中觀察到的用戶端金鑰長度。

TLS 作業階段 ID

在 TLS Hello 訊息中針對流量觀察到的作業階段 ID 值（若有的話）。

TLS 隨機值

在 TLS Hello 訊息中針對此流量觀察到的隨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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