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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B 與蠕蟲的回歸 

 Ben Nahorney 
2019 年 1 月 14 日 4 則留言 

觀察威脅形勢夠久時間後，您會發現有些事物會週期性地出現。威脅類型與攻
擊方法會退出潮流又再次風行。當使用某種媒介的手法不再盛行時，另一種媒
介就會逐漸流行起來。 

以網路共用為例，這種技術能讓使用者透過網路共用檔案和資料夾。網路共用
曾是電腦蠕蟲的熱門目標，但近年來已逐漸降低熱度。取而代之的是如今備受
矚目、透過電子郵件和遭入侵網站進行的攻擊。 

但這一切約在 18 個月之前又改變了。在 WannaCry 於威脅形勢中殺出血路並
留下一地狼藉後，網路共用再度成為人們矚目的焦點。而在眾多通訊協議之中，
「伺服器訊息區」(SMB) 這項熱門協議更是特別受到關注。 

您也許認為 WannaCry 在快速變遷的威脅形勢中已是過去式了。但即使當初的
衝擊已經過去，也不代表我們不再需要注意 WannaCry 賴以擴散的機制。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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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 WannaCry 帶給我們什麼教訓，大概就是從攻擊者持續運用 SMB 的行為
中，瞭解到 SMB 是個會重新風行起來的弱點。 

舉例來說，我們的新世代 IPS 設備所用的多 SMB 入侵偵測規則，就不斷地被
列為前十大規則。另外，連接埠 445（SMB 使用的主要連接埠）保持開啟也不
是什麼罕見的情況。事實上，只要在 shodan.io 快速搜尋，就能發現有超
過 200 萬台裝置的連接埠處於開啟狀態（須登入才能使用連結）。 

整體而言，與 SMB 相關的活動是一致的。透過 2018 年 10 月至 11 月共兩個
月的認知威脅情報遙測，我們發現端點的 SMB 連接埠活動正以相當穩定的模
式增長。這代表 SMB 頻繁地遭用來當成攻擊媒介。 

 

當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所觀察到在 11 月 13 日開始的事件數量峰值。這
項峰值的出現時間與一項資安諮詢的釋出時間相符，而這項資安資訊正好詳細
說明了可透過 SMB 遠端觸發的漏洞資訊。儘管我們無法確認這些情況屬於惡
意攻擊、滲透測試員對新揭露漏洞的測試，或者兩者皆是，但仍能確定這導致 
SMB 有一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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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B 的起源故事 
對使用者來說，網路共用的優點在於能提供流暢的體驗。您可以連線至遠端電
腦，然後像是在本機電腦一樣自由在兩者間存取或複製檔案。由於電腦間可以
直接連線，因此您甚至不需要準備伺服器來建立電腦間的通訊。 

 

 

SMB 過去是用於推動此類共用的最熱門通訊協議。SMB 之所以如此受歡迎，
大部分要歸功於 Microsoft 自 1990 年代初期起即採用、實作並投資了這個通訊
協議。在 Windows 上設定及使用 SMB 非常簡單，只需要完成極少量的設定，
就能應用於多種不同用途。您不只能共用檔案和資料夾，還能共用印表機及其
他裝置。 

毫無疑問，SMB 通訊協議協助讓許多內部網路得以成功建立。然而，易於使用
的特性也有缺點：這項通訊協議幾乎完全不需要任何驗證或加密。雖然後續版
本改善安全性，但由於回溯相容性的關係，儘管已遭指出不安全很長一段時間，
仍有人持續在使用舊版。 



由於此通訊協定能直接連線電腦，因此自然就成了想侵入網路的駭客眼中的目
標。對在電腦間傳播的電腦蠕蟲來說，SMB 也一樣是良好的目標。因此，儘管 
SMB 不一定是惡意攻擊者的首選媒介，但仍是他們習慣使用的工具。然而，在
傳出 SMB 嚴重漏洞的新聞後，這一切都改變了。 

 
SMB1 通訊協議和其他過時的 90 年代技術。 

「永恆之藍」(EternalBlue) 曝光 
在 2017 年，漏洞、蠕蟲和 SMB 的交互作用釀成了嚴重的後果。有人發現了 
SMB 版本 1 (SMB1) 的重大漏洞，並稱之為「永恆之藍」(EternalBlue)。惡意
攻擊者能利用這個漏洞在任何執行 SMB1 的電腦中安裝惡意軟體。 

永恆之藍是由駭客組織 The Shadow Brokers 公開的漏洞。隨著情況變得越來
越嚴重，Microsoft 為所有支援的 Windows 版本釋出了針對此漏洞的頻外修補
程式 (MS1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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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的情況中，所有人都會安裝這個修補程式，之後也不會再發生任何問題。
遺憾的是，理想與現實之間有著超出想像的鴻溝。推出修補程式需要時間，而
且不幸的是，MS17-010 只適用於支援的 Windows 版本。執行非支援 Windows 
版本的電腦仍然容易遭受攻擊。 

WannaCry 失控 
2017 年 5 月 12 日原本看起來和平常的星期五沒什麼不同。但如果您在工作到
一半時突然看到電腦顯示以下訊息，那一切就都不一樣了： 



 

因為永恆之藍漏洞的關係，WannaCry 的散播如同野火燎原，輕易地感染易受
攻擊的電腦。如果啟用 SMB1，WannaCry 就能在不需使用者採取任何動作的
情況下利用漏洞，安裝勒索軟體裝載，並搜尋及感染更多啟用 SMB1 的電腦。 

WannaCry 對各國政府與全世界的產業造成了嚴重的問題，也癱瘓了許多醫療、
汽車、電信及運輸組織。為此 Microsoft 甚至史無前例地為生命週期已結束的 
Windows 版本（例如 XP）釋出修補程式。 

Nyetya 的連續打擊 
如果說 WannaCry 是拳擊中的左刺拳，那麼在一個月後出現的 Nyetya 蠕蟲就
是緊隨其後的一記右勾拳。最初透過供應鏈攻擊散播的 Nyetya 同樣透過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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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藍傳播。Nyetya 也會運用另一個稱之為「永恆浪漫」(EternalRomance) 的 
SMB 相關漏洞進行攻擊，這個漏洞能更有效地入侵舊版 Windows。 

WannaCry 和 Nyetya 在乍看之下十分相似：他們都透過 SMB 傳播，且會加密
電腦使其無法使用。然而，WannaCry 裝載的是勒索軟體，而 Nyetya 只是偽
裝成是勒索軟體。事實上，Nyetya 是清除式惡意軟體。Nyetya 會顯示與勒索
軟體相仿的訊息，但根本不提供付款的方式。一旦系統遭到 Nyetya 感染，整
個系統就完了。 

不僅僅是漏洞 
以上兩個例子說明了使用易受攻擊的網路通訊協議有多麼危險，以及為系統安
裝修補程式有多麼重要。然而，即使不考慮易於攻擊的漏洞，SMB 仍是攻擊者
十分樂於利用的媒介。 

雖然像 SamSam、Bad Rabbit 和 Olympic Destroyer 之類的威脅會使用其他工
具來存取網路，但在成功侵入後，這些威脅就會改用 SMB 來進行傳輸。另外
也有些案例是透過暴力攻擊而非 SMB 共用，造成資料外洩。攻擊者會透過工
具反覆輸入共用密碼，以求猜對密碼。 

如何處理 SMB 問題 
那麼，您該如何防範 SMB 相關攻擊呢？很簡單，請停止使用 SMB。時至今日，
已經沒有多少繼續使用 SMB 的理由了。事實上，自 2018 年 4 月起，SMB 已
不再是 Windows 中預先安裝的通訊協議。 

若要共用檔案，比起透過 SMB 連結電腦，使用專屬的檔案伺服器或雲端型服
務是更好的選擇。請將網路印表機設定為改用其他通訊協議。若您無法關閉環
境中的 SMB，至少停用 SMB1。封鎖網路邊界的 TCP 連接埠 445 和 139，確
保 SMB 通訊限制在內部網路內。此外，您也不應讓端點能透過 SMB 與其他端
點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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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請考慮使用以下產品： 

• Stealthwatch 可偵測 SMB 共用的連線，建立與此活動的關聯來警
告管理員。 

• AMP 的持續監控和獲得專利的追溯性安全功能可保護您的安全，
是防範 WannaCry 和 Nyetya 等攻擊的理想選擇。 

• 網路安全設備（例如 NGFW、NGIPS 和 Meraki MX）可偵測與 
SMB 攻擊相關的惡意活動。 

• Threat Grid 可協助識別惡意檔案行為，並自動通知所有思科資安
產品。 

可以確定的是，攻擊者會選擇最少阻礙的路徑入侵。只要從網路中移除 SMB，
就能減少攻擊者能夠運用的工具，使 SMB 永遠從威脅媒介的週期中消失。 

  

想瞭解更多威脅情報？訂閱「本月威脅」系列部落格文章，以便在識別出威脅
時獲得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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