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安全态势
多年来，在安全方面的投资从建议性投资演变成必要性投资。现在，全球各地的组织
都意识到不断投资于安全有多么重要。这项投资可以确保一家公司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
如果不能妥善保护资产，可能会导致无法弥补的损失，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破产。
鉴于目前的威胁形势，仅投资于保护是不够的。组织必须增强其整体安全态势，这意味着
在保护、检测和响应方面的投资必须协调一致。本章将介绍以下主题：
● 当前的威胁形势
● 网络安全领域的挑战
● 如何增强安全态势
● 了解蓝队和红队在组织中的角色

1.1

当前的威胁形势
随着持续在线连接的普及和当今可用技术的进步，利用这些技术不同方面的威胁正在

迅速演变。任何设备都容易受到攻击，随着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IoT）的发展，这
成 了 现 实。2016 年 10 月， 针 对 DNS 服 务 器 发 起 了 一 系 列 分 布 式 拒 绝 服 务（Distributed
Denial-of-Service，DDoS）攻击，导致一些主要的 Web 服务（如 GitHub、PayPal、Spotify、
Twitter 等）停止工作 [1]。据 SonicWall 称，利用物联网设备的攻击呈指数级增长，2018 年
共检测到 3270 万次物联网攻击，其中的一次攻击是 VPNFilter 恶意软件。此恶意软件在物
联网相关攻击期间被利用来感染路由器并捕获和渗漏数据。
这是可能发生的，因为世界各地有大量不安全的物联网设备。虽然使用物联网发动大
规模网络攻击是新鲜事物，但这些设备中的漏洞并不新奇。事实上，它们的存在已经有
很长一段时间了。2014 年，ESET 报告了 73 000 个使用默认密码的无保护安全摄像头 [2]。
2017 年 4 月，IOActive 发现有 7000 台易受攻击的 Linksys 路由器正在使用中，但该公司表
示可能还有多达 100 000 台路由器暴露于此漏洞之下 [3]。
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CEO）甚至可能会问：家用设备中的漏洞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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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什么关系？这时首席信息安全官（Chief Information Security Officer，CISO）应该准
备好给出答案，因为 CISO 应该更了解威胁形势，以及家庭用户设备可能如何影响该公司需
要实施的整体安全策略。答案来自两个简单的场景：远程访问和自带设备（Bring Your Own
Device，BYOD）。
虽然远程访问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远程员工的数量正在呈指数级增长。根据盖洛普
（Gallup）的数据，43% 的受雇美国人报告说，他们至少花了一段时间远程工作 [4]，这意味
着他们正在使用自己的基础设施来访问公司的资源。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允许
在工作场所使用自带设备的公司数量不断增加。请记住，安全实施自带设备有多种方法，
但自带设备方案中的大多数故障通常都是由于规划和网络架构不佳而导致实施不安全 [5]。
前面提到的所有技术的共同点是什么？它们需要由用户操作，而该用户仍然是最大的
攻击目标。人类是安全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因此，钓鱼邮件等旧威胁仍在上升。这是因为
它们从心理上引诱用户点击某些东西（如文件附件或恶意链接）。一旦用户执行了这些操作
之一，他们的设备通常会受到恶意软件的危害或被黑客远程访问。2019 年 4 月，IT 服务公
司 Wipro Ltd 最初受到网络钓鱼活动的威胁，该活动是导致许多客户数据泄露的重大攻击的
第一步。这正好表明，即使在所有安全控制措施到位的情况下，网络钓鱼活动仍然可以这
么有效。
网络钓鱼活动通常被用作攻击者的入口点，并从入口点处通过其他威胁方式来利用系
统中的漏洞。
利用钓鱼电子邮件作为攻击入口点的威胁日益增长的一个例子是勒索软件。FBI 报告
称，仅在 2016 年的前三个月，因勒索软件支付的金额就高达 2.09 亿美元 [6]。根据趋势科技
（Trend Micro）的预测，勒索软件的增长将在 2017 年趋于平稳；然而，攻击方法和目标将
更加多样化 [7]。
图 1-1 突出显示了这些攻击与最终用户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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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显示了最终用户的四个入口点，所有这些入口点都必须对其风险进行识别，并
进行适当的控制。场景如下所示：
● 内部部署和云之间的连接（入口点①）
● 自带设备和云之间的连接（入口点②）
● 公司设备和内部部署之间的连接（入口点③）
● 个人设备和云之间的连接（入口点④）
请注意，这些是不同的场景，但都由一个实体关联：最终用户。所有场景中的公共元
素通常都是网络犯罪分子的首选目标，如图 1-1 所示，网络犯罪分子访问了云资源。
在所有场景中，还有一个不断出现的重要元素，那就是云计算资源。现实情况中不能
忽视的一个事实是，许多公司都在采用云计算。绝大多数公司刚开始都是采用混合方案进
行云计算，其中基础设施即服务（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是它们的主要云服务。
其他一些公司可能会选择将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用于某些解决方案。
例如，入口点②所示移动设备管理（Mobile Device Management，MDM）。你可能会争辩说，
高度安全的组织可能没有云连接。这当然是可能的，但从商业角度来看，云的采用正在增
长，并将慢慢主导大多数部署场景。
内部安全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公司的核心，也是大多数用户访问资源的地方。当组织
决定通过云提供商扩展其内部部署基础设施以使用 IaaS（入口点①）时，公司需要通过风险
评估评估此连接的威胁以及应对这些威胁的对策。
最后一个场景描述（入口点④）可能会让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分析师颇感兴趣，主要是因
为他们可能不会立即看到这个场景与公司资源有什么关联。是的，这是一台个人设备，与
内部资源没有直接连接。但是，如果此设备被泄露，则在以下情况下，用户可能会危及公
司的数据：
● 从此设备打开公司电子邮件。
● 从此设备访问企业 SaaS 应用程序。
● 如果用户对他的个人电子邮件和公司账户使用相同的密码 [8]，这可能会通过暴力破
解或密码猜测导致账户泄露。
实施技术安全控制可以帮助减轻针对最终用户的某些威胁。然而，主要的保障是通过
持续教育开展安全意识培训。
用户将使用其凭据与应用程序交互，以便使用数据或将数据写入位于云或内部部署的
服务器。其中凭据、应用程序和数据都有一个独特的威胁环境，必须加以识别和处理。我
们将在接下来的小节中介绍这些领域。

1.2

凭据：身份验证和授权
根据 Verizon 2017 年数据泄露调查报告 [9]，不同的行业，威胁行为者（或仅仅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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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他们的动机和他们的作案手法也会有所不同。然而，报告指出，被盗的凭据是出于经
济动机或有组织的犯罪的首选攻击向量。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因为它表明威胁分子正在攻
击用户的凭据，这导致公司必须特别关注用户身份验证及用户访问权限的授权。
业界已经达成共识，用户的身份就
是新的边界。这需要专门设计的安全控
制，以便根据个人的工作和对网络中特
网络罪犯

定数据的需求对其进行身份验证和授
权。凭据盗窃可能只是使网络罪犯能够
访问你的系统的第一步。在网络中拥有

账户策略实施
用户身份

有效的用户账户将使他们能够横向移动

MFA

（支点），并在某种程度上找到适当的机
持续监控

会将权限提升到域管理员账户。因此，
基于旧的深度防御概念的策略仍然是保
护用户身份的好策略，如图 1-2 所示。

图 1-2

多层身份保护

图 1-2 中有多层保护，首先是针对账户的常规安全策略实施，它遵循行业最佳实践，
例如强密码要求，包括频繁更改密码和使用高强度密码。
保护用户身份的另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是强制执行 MFA（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多因子认证）。一种正在被越来越多地采用的方法是回调功能，用户最初使用他的凭据（用
户名和密码）进行身份验证，然后接收到输入 PIN 码的呼叫。如果两个身份验证因素都成
功，则被授权访问系统或网络。我们将在第 7 章更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另一个重要的层
是持续监控，因为到了最后，如果你不主动监控自己的身份以了解正常的行为并识别可疑
的活动，那么即便拥有所有安全控制层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将在第 12 章详细介绍这
方面内容。

1.3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是用户使用数据并将信息传输、处理或存储到系统中的入口点。应用程序的

发展速度很快，基于 SaaS 的应用程序应用也在不断增加。然而，这种应用程序的混搭也存
在着固有的问题，以下是两种典型例子：
● 安全：内部开发的应用程序及作为服务付费的应用程序的安全性如何？
● 公司应用程序与个人应用程序：用户会在其设备上拥有自己的应用程序集（自带设备
场景）。这些应用程序如何危及公司的安全态势？它们是否会导致潜在的数据泄露？
如果你的开发小组在内部构建应用程序，则应采取措施确保在整个软件开发生命周期
中使用安全的框架，例如微软安全开发生命周期（Security Development Lifecycle，SDL）[10]。
如果要使用 SaaS 应用程序，如 Office 365，那你需要确保阅读供应商的安全和合规性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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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11]，以查看供应商和 SaaS 应用程序是否能够满足贵公司的安全和合规性要求。
应用程序面临的另一个安全挑战是如何在不同的应用程序（即公司使用和批准的应用程
序以及最终用户使用的个人应用程序）之间处理公司的数据。
这个问题在 SaaS 中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在 SaaS 中，用户使用的许多应用程序可能不
安全。支持应用程序的传统网络安全方法并非为保护 SaaS 应用程序中的数据而设计，更糟
糕的是，它们不能让 IT 部门了解到员工的使用情况。此场景也称为影子 IT（Shadow IT），
根据云安全联盟（Cloud Security Alliance，CSA）进行的一项调查 [12]，只有 8% 的公司知道
其组织内影子 IT 的范围。你不能保护你不知道自己拥有的东西，这是个危险的地方。
根据卡巴斯基 2016 年全球 IT 风险报告 [13]，54% 的企业认识到主要的 IT 安全威胁与通
过移动设备不适当地共享数据有关。IT 部门有必要控制应用程序，并跨设备（公司设备和
自带设备）实施安全策略。你要缓解的关键场景之一如图 1-3 所示。
公司许可的应用程序
邮件附件
公司拥有的电子表格（机密）

个人应用程序

图 1-3

企业应用程序审批隔离的自带设备方案

在这个场景中，有用户的个人平板电脑，其中安装有公司许可的应用程序以及个人应
用程序。如果没有可以将设备与应用程序集成管理的平台，该公司将面临潜在的数据泄露
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户将 Excel 电子表格下载到他的设备上，然后将其上传到个人
Dropbox 云存储，并且电子表格包含公司的机密信息，那么用户现在已经在公司不知情或
无法保护数据的情况下造成了数据泄露。

数据
上一节进行了关于数据的讨论。无论其当前状态如何（传输中或静止），确保数据受到
保护始终很重要。不同的数据状态会有不同的威胁。表 1-1 列出了一些潜在威胁和对策的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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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状态

不同状态下的数据面临的潜在威胁和建设对策

描述

威胁

对策

受影响的安全三要素

未经授权或恶意的
静态数据加密，可
用户设备上的静
数据当前位于用户的
进程可能会读取或修 以是文件级加密或磁
态数据
设备上
改数据
盘加密

机密性和完整性

数据当前正从一台主
中间人攻击可以读
SSL/TLS 可用于加
机传输到另一台主机
取、修改或劫持数据 密传输中的数据

机密性和完整性

数据位于本地服务器
未经授权或恶意的
静态数据加密，可
本地（服务器）或
的硬盘驱动器或云（存 进程可能会读取或修 以是文件级加密或磁
云端静态数据
储池）中
改数据
盘加密

机密性和完整性

传输中的数据

这些只是潜在威胁和建议对策的一些例子。必须执行更深层次的分析才能根据客户需
求全面了解数据路径。每个客户在数据路径、合规性、规则和法规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殊性，
（甚至在项目开始之前）了解这些要求至关重要。

1.4

网络安全挑战
要分析当今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挑战，有必要获得可摸得着的数据以及目前市场上正

在发生的威胁事件的证据。并非所有行业都会面临相同类型的网络安全挑战，因此，我们
将列举跨不同行业仍然最普遍的威胁。对于不擅长某些行业的网络安全分析师来说，这似
乎是最合适的方法，但在职业生涯的某个时候，他们可能需要与自己不太熟悉的某个行业
打交道。

1.4.1

旧技术和更广泛的结果

根据卡巴斯基 2016 年全球 IT 风险报告 [14]，那些高成本数据泄露的成因都是基于旧有
的攻击，而这些攻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的，其顺序如下：
● 病毒、恶意软件和特洛伊木马
● 勤奋不足和未受过培训的员工
● 网络钓鱼和社会工程学
● 定向攻击
● 加密和勒索软件
虽然这份榜单的前三名是网络安全界的老嫌犯或非常知名的攻击，但它们仍然在危害
网络安全，因此它们仍然是当前网络安全挑战的一部分。榜单前三名的真正问题是，它们
通常与人为错误相关。如前所述，一切都可能始于网络钓鱼电子邮件，它利用社会工程学
引导员工点击可能导致下载病毒、恶意软件或特洛伊木马的链接。
对于某些人来说，术语“定向攻击”（或高级持续威胁）有时并不清晰，但一些关键属
性可以帮助识别此类攻击发生的时间。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属性是，当攻击者（有时是受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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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组织）开始创建攻击计划时，其脑海中有一个特定的目标。在初始阶段，攻击者将花费
大量时间和资源执行公开侦察，以获取实施攻击所需的必要信息。这种攻击背后的动机通
常是数据外泄，换句话说，就是窃取数据。此类攻击的另一个属性是持久性，即持续访问
目标网络的时间。其目的是继续在整个网络中横向移动，损害不同的系统，直到达到目标。
这一领域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一旦攻击者已经进入网络，如何识别他们。传统的检测系
统，如入侵检测系统（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IDS），可能不足以对发生的可疑活动发
出警报，特别是在流量被加密的情况下。许多研究人员已经指出，从渗透到检测的时间可
能长达 229 天 [15]。缩小这一差距绝对是网络安全专业人员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加密和勒索软件是新兴的不断增长的威胁，给组织和网络安全专业人员带来了全新的
挑 战。2017 年 5 月， 史 上 最 大 规 模 的 勒 索 软 件 攻 击 WannaCry 震 惊 全 球。 此 勒 索 软 件 利
用 了 已 知 的 Windows SMBv1 漏 洞， 微 软 在 2017 年 3 月（攻 击 发 生 前 59 天） 通 过 MS17010[16] 公告发布了补丁。攻击者使用了一个名为 EternalBlue 的漏洞，该漏洞由一个名为影
子经纪人的黑客组织于 2017 年 4 月发布。据 MalwareTech[18] 报告，该勒索软件感染了全球
数十万台计算机，其数量巨大，在这种类型的攻击中前所未见。从这次攻击中吸取的一个
教训是，世界各地的企业仍然未能实施有效的漏洞管理计划，本书将在第 16 章更详细地讨
论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钓鱼电子邮件仍然是勒索软件的头号投递工具，这意味着我们将再次
回到相同的周期：培训用户通过社会工程学降低成功利用人为漏洞的可能性，并实施严格
的技术安全控制来进行保护和检测。

1.4.2

威胁形势的转变

2016 年，新一波攻击也获得了主流关注。当时 CrowdStrike 报告称，其在美国民主党
全国委员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DNC）网络中发现了两个独立的俄罗斯情报
部门对手 [19]。
报告称，他们发现了两个俄罗斯黑客组织（Cozy Bear（也被归类为 APT29）和 Fancy
Bear（APT28））在 DNC 网络中的证据。Cozy Bear 并不是这类攻击的新行为者，因为有证
据表明 [20]，它们是 2015 年通过鱼叉式网络钓鱼攻击五角大楼电子邮件系统的幕后黑手。一
些专家倾向于笼统地称其为数据即武器，因为其目的是窃取可用来对付被攻击党派的信息。
私营部门不应忽视这些迹象。根据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发布的一份报告，金融机构正成为攻击的主要目标。2019 年 2 月，美
国的多个信用机构成为鱼叉式网络钓鱼运动的目标，附有 PDF 文档（当时用 VirusTotal 执
行病毒检查结果是干净的）的电子邮件被发送给这些信用机构的官员，但电子邮件正文包
含一个指向恶意网站的链接。尽管威胁行为者的身份尚不清楚，但有人猜测，这只是另一
起类似的攻击案件。值得一提的是，全球金融行业都面临风险。2019 年 3 月，Ursnif 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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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攻击了日本的银行。Palo Alto 发布了对日本 Ursnif 感染的详细分析，可以概括为两大
阶段：
（1）受害者会收到一封带有附件的网络钓鱼电子邮件。一旦用户打开电子邮件，系统
就会感染 Shiotob（也称为 Bebloh 或 URLZone）。
（2）一旦进入系统，Shiotob 就开始使用 HTTPS 与命令和控制（C2）进行通信。从那
时起，它将不断接收新命令。
因此，确保持续安全监控非常重要，确保至少能

传统警报系统

够利用图 1-4 中所示的三种方法。
这只是企业开始在威胁情报、机器学习和分析方
面进行更多投资以保护资产的原因之一。本书将在第

行为分析

13 章更详细地介绍这一点。
话虽如此，这也让我们认识到检测只是拼图中的

持续安全监控

一部分；你需要勤奋，以确保你的组织在默认情况下
是安全的，换句话说，你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保护了
资产，培训了人员并不断增强了安全态势。

1.5

机器学习

图 1-4

基于传统警报系统、行为分析和
机器学习的持续安全监控

增强安全态势
如果你仔细阅读整章，就会非常清楚：面对当今的挑战和威胁，不能使用旧的安全方

法。所谓的旧方法是指 21 世纪初处理安全问题的方法，当时唯一关心的是有一个良好的防
火墙来保护边界，并在端点上安装防病毒软件。因此，要确保安全态势，做好应对这些挑
战的准备非常重要。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不同的设备上巩固当前的保护系统，无论其外
形尺寸如何都要巩固。
通过增强检测系统使 IT 和安全运营能够快速识别攻击，这一点也很重要。另外，有必
要通过提高响应过程的有效性来快速应对攻击，从而
缩短感染攻击到遏制攻击之间的时间。基于此，我们
安全态势

可以放心地说，安全态势由三个基本支柱组成，如
图 1-5 所示。
必须强化这些支柱：如果过去预算的大部分都被
投入保护方面，那么现在有必要将这种投资和着力点
扩散到所有支柱。这些投资不仅限于技术安全控制，
还必须在业务的其他领域进行，包括管理控制。建议
执行自我评估，从工具的角度确定每个支柱中的弱
点。许多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却从未真正
更新其安全工具以适应新的威胁环境以及攻击者利用

保护

图 1-5

检测

响应

有效安全态势的三大支柱：保
护、检测和响应

安全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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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的方式。
一家加强安全态势的公司不应该出现在前面提到的统计数据中（渗透和检测之间需要
229 天），响应应该是立即发生的。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具备更好的事件响应流程，并使用
可帮助安全工程师调查安全相关问题的现代工具。第 2 章将更详细地介绍事件响应，第 14
章将介绍一些与实际安全调查相关的案例研究。

云安全态势管理
当公司开始迁移到云上时，维持安全态势所面对的挑战就会增加，因为引入新的工作
负载会导致威胁环境发生变化。根据 Ponemon Institute LLC（2018 年 1 月）进行的 2018 年
全球云数据安全研究，49% 的美国受访者对其组织对云计算应用、平台或基础设施服务的
使用情况不太有信心。Palo Alto 2018 年云安全报告（2018 年 5 月）显示，62% 的受访者表
示云平台的错误配置是云安全的最大威胁。从这些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不同
的云工作负载缺乏可见性和可控性，这不仅会给应用过程带来挑战，还会延缓向云的迁移。
在大型组织中，由于采用分散的云策略，该问题变得更加困难。这通常是因为公司内的不
同部门从计费到基础设施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云计算。当安全和运营小组意识到这些孤立
的云应用时，这些部门已经在生产中使用应用程序并与公司内部网络集成。
要在整个云工作负载中获得适当的可见性，不能只依靠一套完善的流程来实现，还必
须拥有一组正确的工具。Palo Alto 2018 年云安全报告（2018 年 5 月）显示，84% 的受访者
表示“传统的安全解决方案要么根本不管用，要么功能有限”。因此，理想情况下，在开始
迁移到云之前应该评估一下云提供商的原生云安全工具。然而，当前的许多场景与理想情
况相去甚远，这意味着你需要在工作负载已经存在的情况下评估云提供商的安全工具。
在谈到云安全态势管理（Cloud Security Posture Management，CSPM）时，基本上指的
是三大功能：可见性、监控和合规性保证。
CSPM 工具应该能够查看所有这些支柱，并提供发现新工作负载和现有工作负载（理想
情况下跨越不同的云提供商），识别错误配置并提供建议以增强云工作负载的安全态势，评
估云工作负载并与法规标准和基准进行比较的能力。表 1-2 列出了 CSPM 解决方案的一般
注意事项。
表 1-2

CSPM 解决方案注意事项

性能

注意事项

合规性评估

确保 CSPM 涵盖公司使用的法规标准

运营监测

确保了解整个工作负载，并提供最佳做法建议

DevSecOps 集成

确保可以将此工具集成到现有工作流和业务流程中。如果不是，请评估可用选项以自动执行
和协调对 DevSecOps 至关重要的任务

风险识别

CSPM 工具如何识别风险并推动工作负载更加安全？在评估此性能时，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
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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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性能
策略实施
威胁防护

1.6

注意事项
确保可以为云工作负载建立中央策略管理，并且可以对其进行自定义和实施
如何知道云工作负载中是否存在活动威胁？在评估 CSPM 的威胁防护能力时，不仅要防护
（主动工作），还要检测（被动工作）威胁

红队与蓝队
红队与蓝队演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最初的概念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引入的，与

信息安全领域的许多术语一样，起源于军队。其中心思想是通过模拟来演示攻击的有效性。
例 如，1932 年， 海 军 少 将 Harry E.Yarnell 展 示 了 袭 击 珍 珠 港 的 效 力。9 年 后， 日 军
偷袭了珍珠港，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看一看类似的战术是如何使用的 [22]。根据对手可能
使用的真实战术进行模拟，其有效性在军事上是众所周知的。外国军事与文化研究大学
（UFMCS）有专门的课程，专门培养红队学员和领导者 [23]。
虽然军事中“红队”的概念更广泛，但通过威胁模拟的方式进行情报支持，与网络安
全红队所要达到的目的相似。美国国土安全演练和评估计划（Homeland Security Exercise
and Evaluation Program，HSEEP）[24] 还在预防演练中使用红队来跟踪对手移动方式，并根
据这些演练的结果制定应对措施。
在网络安全领域，采用红队方法也有助于企业更安全地保护资产。红队必须由训练有
素、技能各异的人员组成，必须充分了解组织所在行业当前面临的威胁环境。红队必须了
解趋势，了解当前的袭击是如何发生的。在某些情况下，根据组织的要求，红队成员必须
具备编程技能才能构建漏洞利用方案，并对其进行自定义，以便更好地利用可能影响组织
的相关漏洞。红队核心工作流程按照图 1-6 进行。

红队

红队将实施攻击并渗透环境以发现漏洞。这项
任务的目的是发现漏洞并加以利用，以便获得对

攻击与渗透

公司资产的访问权限。攻击和渗透阶段通常遵循

安全控制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的方法，
该方法发表在论文“ Intelligence-Driven Computer

资产

Network Defense Informed by Analysis of Adversary
Campaigns and Intrusion Kill Chains）”[25] 中。我们
将在第 3 章更详细地讨论杀伤链。

图 1-6

红队核心工作流程

红队还负责注册其核心指标，这对业务非常重要。主要指标如下：
● 平均失陷时间（Mean Time To Compromise，MTTC）：从红队发动攻击时起计，直到
成功攻陷目标的那一刻。
● 平均权限提升时间（Mean Time To Privilege escalation，MTTP）：它的起计时间点与

安全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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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个指标相同，但一直到完全失陷，也就是红队对目标拥有管理权限的时刻。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红队的能力，但如果没有对手蓝队，演练就不能完成。
蓝队需要确保资产的安全，如果红队发现漏洞并加以利用，前者就需要迅速补救并将其记
录作为经验教训的一部分。
以下是蓝队在对手（这里指红队）能够发现漏洞并成功利用时完成的一些任务示例：
● 保存证据：当务之急是在这些事件中保存证据，以确保有有形的信息可供分析、合
理化，并在未来采取行动进行缓解。
● 验证证据：不是每一个警报，或者这种情况下的证据，都会让你发现有效的入侵系
统企图。但是，如果它真的发生了，就需要将其作为一个攻陷指示器（Indicator of
Compromise，IoC）进行分类。
● 使任何所需的人员参与其中：在这一点上，蓝队必须知道如何处理这个 IoC，哪个小
组应该知道失陷这件事。让所有相关小组参与进来，这些小组可能会根据组织的不
同而有所不同。
● 对事件进行分类：有时蓝队可能需要执法人员参与，或者可能需要搜查令才能进行
进一步调查，但用适当的分类来评估案件并确定谁应该继续处理将有助于这一进程。
● 确定破坏范围：此时，蓝队有足够的信息来确定破坏的范围。
● 创建补救计划：蓝队应制定补救计划，以隔离或驱逐对手。
● 执行计划：一旦完成计划，蓝队需要严格执行计划并从破坏中进行恢复。
蓝队成员也应该具备各种各样的技能，并且应由来自不同部门的专业人员组成。请记
住，有些公司确实有专门的红队与蓝队，有些公司则没有。各公司仅在演练期间才将这些
小组组织在一起。就像红队一样，蓝队也对一些安全指标负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
指标并非 100% 准确。指标不准确的原因在于，现实中蓝队可能不知道红队攻陷系统的确
切时间。话虽如此，对于这类演练来说，这些估算已经足够了。这些估算不言自明，你可
以在下面的列表中看到：
● 预计检测时间（Estimated Time To Detection，ETTD）
● 预计恢复时间（Estimated Time To Recovery，ETTR）
当红队能够攻陷系统时，蓝队和红队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此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
将需要小组之间充分合作。必须创建最终报告，以突出显示有关如何发生破坏的详细信息，
提供记录在案的攻击时间表，为获取访问权限和提升权限（如果适用）而利用的漏洞的详细
信息，以及对公司的业务影响。

假定破坏
由于新出现的威胁和网络安全挑战，有必要将方法论从预防破坏改变为假定破坏。传
统防止破坏的方法本身并不能促进正在进行的测试，要应对现代威胁，必须始终完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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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将假定破坏这种模式运用到网络安全领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局长、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退休上将
Michael Hayden 在 2012 年接受采访时说 [26]：
从根本上说，如果有人想进去，他们就会进去。好的，很好。接受这个事实吧。
许多人不太明白它的真正意思，但这句话诠释了假定破坏方法的核心。假定破坏会验
证保护、检测和响应以确保它们得到正确实施。但要将其付诸实施，你必须利用红队与蓝
队演练来模拟针对其自身基础设施的攻击，并测试公司的安全控制、传感器和事件响应
流程。
从图 1-7 中，你可以看到红队与蓝队演练中各阶段之间的交互示例。
假定破坏

红队

攻击模拟

蓝队

破坏后

监视出现的威胁

图 1-7

红队与蓝队演练中红队和蓝队的交互

图 1-7 显示了一个红队启动攻击模拟的示例，这可以使蓝队利用其结果来解决在破坏
后评估中发现的漏洞问题。
在破坏后阶段，红队和蓝队将共同完成最终报告。必须强调的是，这不应该是一次性
的演练，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通过最佳实践进行改进和完善。

1.7

小结
本章介绍了当前的威胁形势以及这些新威胁如何被用来危害凭据、应用程序和数据。

在许多场景中，黑客使用的仍是老旧技术（例如网络钓鱼电子邮件），但采用了更加复杂的
方法。还介绍了目前的威胁类型。为保护组织免受这些新威胁，介绍了可以帮助增强安全
态势的关键因素。至关重要的是，要想实现这种增强，不能只聚集于“保护”这一支柱，
应把“检测”和“响应”这两个支柱也纳入关注范围。为此，红蓝两队的应用变得势在必
行。同样的概念也适用于假定破坏方法论。下一章将继续介绍如何增强安全态势。不过，
下一章将重点介绍事件响应流程。对于需要更好地检测和应对网络威胁的企业来说，事件
响应流程处于首要位置。

安全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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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响应流程
上一章介绍了支撑安全态势的三个支柱，其中两个支柱（检测和响应）与事件响应
（Incident Response，IR）流程直接相关。为增强安全态势的基础，需要有可靠的事件响应流
程。这一流程将规定如何处理安全事件并迅速进行响应。许多公司确实制定了事件响应流
程，但没有不断检查以纳入从以前事件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是，许多公司没有做
好在云环境中处理安全事件的准备。
本章将介绍以下主题：
● 事件响应流程
● 处理事件
● 事后活动
● 关于云中 IR 的注意事项
首先，我们将介绍事件响应流程。

2.1

事件响应流程的创建
有许多行业标准、建议和最佳实践可以帮助你创建自己的事件响应。可以将那些内容

作为参考，以确保涵盖了与你的业务类型相关的所有阶段。本书参考的是计算机安全事件
响 应（Computer Security Incident Response，CSIR）， 见 NIST 的 出 版 物 800-61R2[1]。 无 论
选择哪一个作为参考，都要确保使其适应你自己的业务需求。在安全领域，大多数时候“一
刀切”的概念并不适用，我们的目的总是利用众所周知的标准和最佳实践并将其应用到自
己的环境中。保持灵活性以适应业务需求非常重要，这样才能在操作时提供更好的体验。

2.1.1

实施事件响应流程的原因

在深入学习流程本身的更多详细内容之前，了解使用的术语以及将 IR 用作增强安全态
势一环时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用一个虚构的公司来说明为什么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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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是一个事件的时间线 [2]，用来引导服务台升级问题并启动事件响应流程。
⑥

④

②

尝试从其移动设备认证
的用户报告认证失败

用户打开可疑电子邮件

系统正常工作

传感器未检测到任何异常

①

③

图 2-1

由于发现攻陷指示，
创建安全事件

服务台启动
故障排除
⑤

事件响应从这里启动
⑦

导致问题升级和启动事件响应流程的事件时间线

表 2-1 列出了上述场景每个步骤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表 2-1
步骤

导致问题升级和启动事件响应流程中的注意事项

描述

注意事项

①

什么是正常的？是否有一个基线可以提供系统正
虽然图表显示系统工作正常，但从这次事件中吸取
常运行的证据？是否确定在电子邮件之前没有失陷
教训却很重要
的证据

②

钓鱼电子邮件仍然是网络犯罪分子用来引诱用户点
虽然必须有技术安全控制措施来检测和过滤这类
击指向恶意 / 受危害网站的链接的最常见方法之一
攻击，但必须教会用户如何识别网络钓鱼电子邮件

③

现在使用的许多传统传感器（IDS/IPS）不能识别渗
为增强安全态势，需要改进技术安全控制，并缩
透和横向移动
小感染和检测之间的时间差距

④

这已经是此次攻击所造成的部分附带损害。凭据已
应该有适当的技术安全控制，使 IT 能够重置用户
泄露，用户在进行身份验证时遇到问题。这有时是因为
密码，同时强制实施多因子身份验证
攻击者已经更改了用户密码

⑤

如果现有的技术安全控制（步骤 3）能够识别出攻
并非每个事件都与安全相关。服务台执行初始故障 击，或者至少提供一些可疑活动的证据，那么服务
排除并隔离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
台就不需要排除故障，它直接按照事件响应流程进
行处理即可

⑥

这时，服务台正在做它应该做的事情，收集系统被
服务台应尽可能多地获取有关可疑活动的信息，
破坏的证据，并使问题升级
以证明为什么它们认为这是与安全有关的事件

⑦

这时，IR 流程就会接手，并遵循其自己的处理路径，
重要的是要记录每一个步骤，并在事件解决后，
该路径可能会根据公司、行业细分和标准的不同而有所
将经验教训纳入其中，以加强整体安全态势
不同

虽然前面的场景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这家虚构的公司有着世界上许多其他公司都
没有的东西：事件响应本身。如果没有适当的事件响应流程，技术支持专业人员会将精力
集中在与基础设施相关的问题上，从而耗尽他们的故障排除努力。安全态势较好的公司，
都会有相应的事件响应流程。还将确保遵守以下准则：
● 所有 IT 人员都应接受培训，了解如何处理安全事件。

事件响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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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所有用户进行培训，使其了解有关安全的核心基础知识，以便更安全地完成其
工作，这将有助于避免感染。
● 服务台系统和事件响应小组之间应该集成以实现数据共享。
上述场景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会带来不同挑战，这些挑战也需要克服。一种变化是如
果在步骤 6 中没有发现攻陷指示器（Indicator of Compromise，IoC）。在这种情况下，服务
台可以轻松地继续对问题进行故障排除。如果在某个时候“事情”又开始正常工作了呢？
这有可能吗？是的，这是很有可能的！找不到 IoC 并不意味着环境是干净的；现在你需要
改变策略，开始寻找攻击指示器（Indicator of Attack，IoA），这需要寻找能够表明攻击者意
图的证据。在调查时，可能会发现许多 IoA，它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导致 IoC。关键是了解
IoA 将使你更好地了解攻击是如何执行的，以及如何对其进行防范。
当攻击者渗透到网络中时，他们通常希望保持隐形，从一台主机横向移动到另一台主
机，危害多个系统，并试图通过攻陷具有管理权限的账户来提升权限。这就是为什么不仅
在网络中要有好的传感器，在主机本身中也要有。有了好的传感器，不仅可以快速检测到
攻击，还可以识别可能导致迫在眉睫的违规威胁的潜在场景 [3]。
除 了 刚 才 提 到 的 所 有 因 素 外， 有 些 公 司 很 快 就 会 意 识 到， 必 须 要 有 事 件 响 应 流
程，以符合所处行业的相关规定。例如，2002 年颁布的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案（Federal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Act，FISMA）要求联邦机构制定检测、报告和响应安全
事件的程序。

2.1.2

创建事件响应流程

虽然事件响应流程会因公司及其需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在不同的行业中，事件响
应流程的一些基本方面并无差异。
图 2-2 显示了事件响应流程的基本领域。
事件响应流程

自定义领域
基本领域
目标

范围

图 2-2

定义 / 术语

角色和职责

优先级 /
严重等级

事件响应流程及其基本领域

创建事件响应流程的第一步是建立目标，换句话说，就是回答问题：流程的目的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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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虽然这看起来可能是多余的，因为依据它的名称似乎不言而喻，但重要的是，你必须
非常清楚流程的目的，以便每个人都知道该流程试图实现的目标。
一旦定义了目标，就需要处理范围问题。同样，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本例中是：
这一流程适用于谁？
虽然事件响应流程通常在公司范围内有效，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局限于部门范围。
因此，是否将其定义为公司范围的流程，这一点很重要。
每家公司对安全事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必须对安全事件的构成有一个定义，
并提供示例以供参考。
除定义之外，公司还必须创建自己的词汇表，其中包含所用术语的定义。不同的行业
会有不同的术语集，如果这些术语与安全事件相关，则必须将其记录在案。
在事件响应流程中，角色和职责至关重要。如果没有适当等级的权威，整个过程就会
面临风险。
当考虑以下问题时，事件响应中权威等级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谁有权没收一台电
脑以进行进一步调查？通过定义具有此权威等级的用户或组，可以确保整个公司员工都知
道这一点，并且如果发生事件，他们不会质疑执行策略的调查组。
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是关于事件的严重性。什么可以用于定义危急事件？危急
程度决定了资源分配，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当事件发生时，你将如何分配人力资源？
应该将更多资源分配给事件“ A ”还是分配给事件“ B ”？
为什么？这些只是一些应该回答的问题示例，以便定义优先级和严重程度。要确定优
先级和严重程度，还需要考虑业务的以下方面：
● 事件对业务的功能影响：受影响的系统对业务的重要性将直接影响事件的优先级。
受影响系统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该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在确定优先事项时发表自
己的意见。
● 受事件影响的信息类型：每次处理个人身份信息（Personal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PII）时，你的事件将具有高优先级。因此，这是事件发生时首先要核实的因素之一。
● 可恢复性：在初步评估之后，可以估计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从事件中恢复过来。根据
恢复时间的长短，再加上系统的危急程度，这可能会将事件的优先级提高到很高的
严重程度。
除了这些基本领域外，事件响应流程还需要定义如何与第三方、合作伙伴和客户交互。
例如，假设发生了一起事件，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客户的 PII 被泄露，公司将如何向媒
体披露这一点？在事件响应流程中，与媒体的沟通应与公司的数据泄露安全政策保持一致。
在新闻稿发布之前，法律部门也应该参与进来，以确保声明不引发法律问题。在事件响应
流程中，参与执法的程序也必须一并记录。在记录这一点时，请考虑物理位置，即事件发
生的位置、服务器所在的位置（如果合适的话）以及状态。通过收集这些信息，将更容易确
定管辖权并避免冲突。

事件响应流程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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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响应小组

现在已经覆盖了基本领域，还需要组建事件响应小组。小组的形式将根据公司规模、
预算和目的而有所不同。大型公司可能希望使用分布式模型，其中有多个事件响应小组，
每个小组都有特定的属性和职责。此模型对地理位置分散、计算资源分布在多个区域的组
织非常有用。其他公司可能希望将整个事件响应小组集中在单个实体中，负责处理任何位
置的事件。在选择了使用的模式后，公司就可以着手招募员工加入小组。
事件响应流程需要具有广泛技术知识的人员，同时这些人员还需要在其他一些领域具
有深厚的知识。挑战在于如何在这个领域找到同时具备知识深度和广度的人，这有时会使
你需要雇佣外部人员来填补某些职位，甚至将事件响应小组的部分工作外包给不同的公司。
事件响应小组的预算还必须覆盖通过教育进行持续改进，以及购买适当的工具、软件
和硬件。随着新的威胁出现，负责事件响应的安全专业人员必须做好准备，并接受过良好
应对培训。许多公司未能保持员工队伍与时俱进，这可能会使公司面临风险。外包事件响
应流程时，要确保所雇佣的公司负责不断地对员工进行这方面的培训。
如 果 计 划 将 事 件 响 应 运 营 外 包， 请 确 保 有 定 义 明 确 的 服 务 等 级 协 议（Service-Level
Agreement，SLA），该协议符合之前建立的严重性等级。在此阶段，假设需要 24 小时运营，
那么还应该定义小组的覆盖范围。
在此阶段，需要定义：
● 班次：24 小时覆盖需要多少班次？
● 小组分配：根据这些班次，每个班次谁来值班，包括全职员工和承包商吗？
● 随叫随到流程：建议轮流安排技术和管理角色值班，以备不时之需。

2.1.4

事件生命周期

每一个事件都必须有始有终，在开始和结束之间发生的事情是分不同阶段的，其将决
定响应过程的结果。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将其称为事件生命周期。到目前为止所描
述的可以认为是准备阶段。但是，这个阶段的范围更广，还包括基于初始风险评估（这应该
在创建事件响应流程之前就已经完成）创建的安全控制的部分实施。
准备阶段还包括实施其他安全控制措施，例如：
● 端点保护
● 恶意软件防护
● 网络安全
准备阶段并非一成不变，可以在图 2-3 中看到，此阶段将接收来自事后活动的输入信
息。该图还显示了生命周期的其他阶段及其交互方式。
检测和遏制阶段在同一事件中可以有多次交互。循环结束后，将进入事后活动阶段，
以下各节将更详细地介绍后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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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检测

图 2-3

2.2

遏制

事后活动

事件生命周期各阶段

处理事件
在 IR 生命周期上下文中，处理事件包括检测和遏制阶段。
为了检测到威胁，检测系统必须了解攻击向量，而且由于威胁环境变化如此之快，检

测 系 统 必 须 能 够 动 态 了 解 更 多 有 关 新 威 胁 和 新 行 为 的 信 息， 并 在 遇 到 可 疑 活 动 时 触 发
警报。
虽然检测系统会自动检测到许多攻击，但终端用户在识别和报告问题方面扮演着重要
角色，他们可能会发现可疑活动。
为此，终端用户还应该了解不同类型的攻击，并学习如何手动创建事件通知单来处理
此类行为，这应该是安全意识培训的一部分。
即使用户通过勤奋工作密切监视可疑活动，并配置传感器在检测到破坏企图时发送警
报，IR 流程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仍然是准确地检测出真正的安全事件。
通常，你需要手动地收集不同来源的信息，以查看收到的警报是否真的反映了有人试
图利用系统中的漏洞进行攻击。请记住，数据收集必须符合公司的政策。在需要将数据带
到法庭的情况下，你需要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图 2-4 显 示 了 一 个 示 例。 在 该 示 例 中，
为了识别攻击者的最终意图，需要组合和关
联多种日志。
本例中有许多 IoC，将所有内容放在一

④

起可以有效地验证攻击。请记住，根据在每
③

个阶段收集到的信息等级，以及信息的确凿
性，你可能没有证据证明信息被泄露，但是

①

会有攻击的证据，这就是本示例的 IoA。
②

表 2-2 更详细地解释了该图，假设有足
够的证据来确定系统受到了危害。

图 2-4

在识别攻击者的最终意图时需要多种日志

事件响应流程

表 2-2
步骤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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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 2-4 中多种日志的说明
攻击 / 操作

志

①

端点保护和操作系统日志有助于确定 IoC

网络钓鱼电子邮件

②

端点保护和操作系统日志有助于确定 IoC

横向移动之后是提升权限

服务器日志和网络捕获有助于确定 IoC

未经授权或恶意的进程可能会读取或修改数据

③
④

假设云和内部部署资源之间有防火墙，防火墙日志和
网络捕获可以帮助确定 IoC

数据提取并提交给命令和控制

如你所见，有很多安全控制措施可以帮助判断危害的迹象。然而，将它们放在一个攻
击时间线中并交叉引用数据可能会更加有效。
这又带出了我们在上一章中讨论的一个主题：检测正在成为公司最重要的安全控制之
一，位于整个网络（内部和云端）的传感器在识别可疑活动和发出警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网络安全的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是利用安全情报和高级分析来更快地检测威胁并减少
误报。这样可以节省时间，提高整体精度。
理想情况下，将监控系统与传感器集成，可以在单个仪表盘上可视化显示所有事件。
如果你使用的是不允许彼此交互的不同平台，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在与前面类似的场景中，检测和监控系统之间的集成有助于将执行的多个恶意活动点
连接起来，以实现最终任务，即数据提取并提交给命令和控制。
一旦检测到事件并确认为真，你需要收集更多数据或分析已有的数据。如果这是一个
持续存在的问题，此时攻击正在发生，你需要从攻击中获取实时数据，并迅速提供补救措
施来阻止攻击。因此，检测和分析有时几乎是并行进行的，这样可以节省时间，然后利用
这段时间快速响应。
当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发生了安全事件时，最大的问题就出现了，你需要不断捕获数
据以验证其准确性。有时，检测系统无法检测到事件的发生。也许终端用户报告了这个问
题，但他们无法在那一刻重现问题。没有可供分析的有形数据，而且问题在你到达时并未
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设置环境来捕获数据，并告知用户在问题真实发生时联系支持
部门。

优化事件处理的最佳实践
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你就无法确定什么是不正常的。换句话说，如果用户开启
一个新事件，说服务器性能低，你必须知道所有变量，然后才能得出结论。要知道服务器
是否很慢，首先必须知道什么是正常速度。这也适用于网络和其他设备。为了建立这种认
识，请务必做到以下几点：
● 系统配置文件
● 网络配置文件 / 基线
● 日志保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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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系统的时钟同步
在此基础上，才能够确定所有系统和网络的正常情况。当事件发生时，这一点非常有
用，即在从安全角度对问题进行故障排除前，你需要确定什么是正常的。

2.3

事后活动
事件优先级可能决定了遏制策略。例如，假设你正在处理的是作为高优先级事件开启

的 DDoS 攻击，那么必须以同样的危急程度来对待遏制策略。除非问题在两个阶段之间得
到某种程度的解决，否则很少会在事件严重程度高的情况下采用中等优先级的遏制措施。

2.3.1

真实场景

我们以 WannaCry 事件的爆发为例来说明现实世界中的情况，利用虚构的 Diogenes &
Ozkaya 公司演示端到端的事件响应流程。
2017 年 5 月 12 日，有用户致电服务台，称收到图 2-5 所示的屏幕提示。

图 2-5

WannaCry 爆发时的屏幕

在对问题进行初步评估和确认（检测阶段）后，安全小组参与并创建了一个事件。由于
许多系统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安全小组将此事件的严重性提高到了高等级。他们利用威
胁情报迅速发现这是勒索软件病毒爆发，为防止其他系统受到感染，必须安装应用 MS1700(3) 补丁。

事件响应流程

23

此时，事件响应小组在三条不同的战线上工作：一条战线试图破解勒索软件加密，另
一条战线试图识别易受此类攻击的其他系统，最后一条战线则致力于向媒体传达这一情况。
他们咨询自己的漏洞管理系统，并发现了许多其他没有更新的系统。他们启动了变更
管理流程，并将此变更的优先级提高到关键等级。管理系统小组将此修补程序部署到其余
的系统中。
事件响应小组与他们的反恶意软件供应商合作，破解了加密并再次获得对数据的访问
权限。此时，其他所有系统都已打好补丁并正常运行，没有任何问题。遏制、根除和恢复
等阶段告一段落。

2.3.2

经验教训

阅读上述场景后，你可以看到本章中涵盖的许多领域的示例，这些示例在事件过程中
交织在一起。但当问题得到解决时，事件还没有结束。事实上，这只是针对每一起事件需
要做的所有不同层次的工作的开始，即记录所获得的教训。
事后活动阶段最有价值的信息之一是所学到的经验教训。发现流程中的差距和需要改
进的领域有助于不断完善流程。当事件完全关闭时，将对其进行记录。记录文档必须非常
详细地说明事件的完整时间线、为解决问题采取的步骤、每个步骤中发生了什么，以及问
题的最终解决方式。
记录文档将用作回答以下问题的基础：
● 谁发现了安全问题？（是用户还是检测系统？）
● 事件是否以正确的优先顺序开始？
● 安全运营小组是否正确执行了初步评估？
● 依据评估结果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吗？
● 数据分析是否正确？
● 遏制措施做得正确吗？
● 措施方面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吗？
● 这个事件花了多长时间才得以解决？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完善事件响应流程，并丰富事件数据库。事件管理系统应将
所有事件完整记录并支持搜索。目标是创建一个可用于未来事件的知识库。通常，可以使
用与之前类似事件中相同的步骤来解决事件。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证据保留。在事件期间捕获的所有证据都应该根据公司的保留政策
进行存储，除非有关于证据保留的特殊规定。请记住，如果需要起诉攻击者，在法律诉讼
彻底解决前证据必须完好无损。
当组织开始迁移到云中并拥有混合环境（内部部署和云连接）时，IR 流程可能需要经
过一些修订，以增加一些与云计算相关的内容。下一节将介绍有关云中 IR 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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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云中的事件响应
当讲到云计算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云提供商和承包服务的公司之间的责任划分 [4]。责

任等级将根据服务模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图 2-6 所示。
对于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

云提供商

大部分责任在云提供商身上。事实上，客户的责
任基本上是保护其内部的基础设施（包括访问云资
源的端点）。
对于基础设施即服务（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大部分责任在于客户端，包括漏洞和补丁
管理。
要了解事件响应目的的数据收集边界，理解
责任非常重要。在 IaaS 环境中，你可以完全控制
虚拟机，并且可以完全访问操作系统提供的所有

消费者

图 2-6

云中的责任划分

日志。此模型中唯一缺少的信息是底层网络基础设施和虚拟机管理程序日志。每个云提供
商 [5] 都有自己的事件响应目的的数据收集策略，因此请务必在请求任何数据之前查看云提
供商策略。
对于 SaaS 模型，与事件响应相关的绝大多数信息都掌握在云提供商手中。如果在 SaaS
服务中发现可疑活动，应该直接联系云提供商，或通过门户 [6] 开启事件。请务必查看 SLA，
以便更好地了解事件响应场景中的洽谈规则。

2.4.1

更新事件响应流程以涵盖云

理想情况下，你应该有一个涵盖主要场景（包含内部部署和云环境）的单一事件响应流
程。这意味着你需要更新当前流程，以包括涉及云的所有相关信息。
请检查整个 IR 生命周期，以确保包括与云计算相关的要素。例如，在准备阶段，需要
更新联系人列表，以包括云提供商的联系信息、待命流程等。这同样适用于其他阶段：
● 检测：根据使用的云模型，加入云提供商的检测方案，以便在调查过程中提供帮助 [7]。
● 遏制：重新审视云提供商的能力，以便在事件发生时将其隔离，这也会根据使用的
云模型而有所不同。例如，若云中有一个受攻击的虚拟机，你可能希望将此虚拟机
与不同虚拟网络中的其他虚拟机隔离，并临时阻止来自外部的访问。
有关云中事件响应的更多信息，建议阅读云安全联盟指南 [8] 的第 9 域。

2.4.2

合适的工具集

云中 IR 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拥有适当的工具集。在云环境中使用与内部部署相关的工

事件响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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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可能不可行，更糟糕的是，可能会给你一种错误的印象，即你正在做正确的事情。
现实情况是，对于云计算，过去使用的许多与安全相关的工具在收集数据和检测威胁方
面效率不高。在规划 IR 时，必须修订当前的工具集，并确定对于云工作负载的潜在差距。
第 12 章将介绍一些可以在 IR 流程中使用的基于云的工具，例如 Azure Security Center
和 Azure Sentinel。

2.4.3

从云解决方案提供商视角看事件响应流程

在计划迁移到云并比较不同云解决方案提供商（Cloud Solution Provider，CSP）提供的
解决方案时，请确保了解其自身的事件响应流程。如果云中的另一个租户开始对驻留在同
一云中的工作负载进行攻击，该怎么办？如何应对？这些只是在规划让哪个 CSP 托管工作
负载时需要考虑的几个问题示例。
图 2-7 举例说明了 CSP 检测可疑事件，利用其 IR 流程执行初始响应，并将事件通知其
客户的过程。
云解决方案提供商

受影响的客户

可疑事件 检测到可
启动
疑事件

CSP 的 IR 确定哪个客
流程启动 户受感染及
其影响

图 2-7

向客户通
报事件

客户接收到
事件通知

客户内部 IR
流程启动

CSP 如何检测潜在威胁、形成初步响应并通知客户

CSP 和客户之间的交接必须非常同步，这应该在采用云的规划阶段解决。

2.5

小结
本章介绍了事件响应流程，以及这如何与提升安全态势的总目标配合。
还介绍了拥有事件响应流程以快速识别和应对安全事件的重要性。通过规划事件响应

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可以创建一个可应用于整个组织的连贯性流程。对于不同的行业，
事件响应规划的基础相同，在此基础上，你可以定制与自己的业务相关的区域。还介绍了
处理事件的关键方面以及事后活动的重要性（包括所学经验教训的完整文档并使用这些信息
作为输入来改进整个流程）。最后，介绍了云中事件响应的基础知识以及它会如何影响当前
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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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章将介绍攻击者的思维、攻击的不同阶段，以及在这些阶段中通常会发生什么。
考虑到攻防演练将以网络安全杀伤链为基础，这些内容对本书的其余部分来说非常重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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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网络战略

3.1

引言
网络战略是以文档的形式记录的网络空间各方面的计划。主要是为解决一个实体的网

络安全需求而制定，解决如何保护数据、网络、技术系统和人员的问题。一个有效的网络
战略通常与一个实体的网络安全风险敞口相当。它涵盖了所有可能成为恶意方攻击目标的
攻击环境。网络安全一直占据着大多数网络战略的中心地位，因为随着威胁行为者获得更
好的利用工具和技术，网络威胁也越来越高级。由于这些威胁的存在，建议各组织制定网
络战略，以确保其网络基础设施免受各类风险和威胁。本章将讨论以下内容：
● 为什么需要构建网络战略？
● 最佳网络攻击战略（红队）
● 最佳网络防御战略（蓝队）

3.2

为什么需要建立网络战略
组织正在不断应对网络攻击中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发出的威胁。可悲的现实是，许多

入侵都是由网络恐怖分子和强大的网络犯罪集团实施的。黑客的地下经济为购买入侵工具、
技术或雇佣人员提供了便利，方便了对成功攻击所获的收益进行洗钱。
通常情况是，攻击者在网络安全方面比普通 IT 员工拥有更多的技术专业知识。因此，
攻击者可以利用其先进的专业知识轻松绕过许多组织 IT 部门设置的网络防御工具。这就需
要重新定义组织应如何处理网络威胁和威胁行为者，因为仅将任务留给 IT 部门是不够的。
虽然在几年前加固系统并安装更多的安全工具还比较奏效，但如今组织需要一个巧妙的网
络战略来指导具体的网络防御方法。网络战略至关重要，以下是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
● 摆脱假设：当今组织使用的某些网络安全防御机制是基于 IT 部门或网络安全顾问的
假设而形成的。然而，假设总是可能具有误导性，并且可能只针对某个特定目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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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量身定做。另一方面，网络战略是针对不同的网络威胁和风险的行动计划。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最终目标。
● 更好的组织：网络战略促使对有关网络安全问题进行集中控制和决策，因为它们是
在与不同利益相关者合作的情况下建立的。这确保组织中的不同部门可以协调设置
并努力实现一组共同的安全目标。例如，部门经理可以阻止初级员工共享登录凭证，
以防止网络钓鱼。这些来自不同部门的小贡献，在网络战略的指导下，有助于改善
组织的整体安全态势。
● 有关安全战术的详细信息：网络战略制定了确保组织安全的高级战术。这些战术涉
及事件响应、灾难恢复和业务连续性计划，以及帮助安抚利益相关者的攻击行为响
应等战术。这些信息有助于让利益相关者了解组织应对网络攻击的准备情况。
● 对安全的长期承诺：网络战略保证了组织将投入大量的努力和资源来保障组织的安
全。这样的承诺对利益相关者来说是一个好迹象，它表明该组织在遭受攻击时将保
持安全。
● 为利益相关者简化网络安全：网络战略有助于打破网络安全的复杂性。它告知所有
利益相关者网络空间的风险和威胁，然后解释如何通过一系列可实现的小目标来缓
解这些风险和威胁。
图 3-1 对为什么需要网络安全战略和何为网络安全战略进行了说明。
为何需要网络安全战略？
如果没有战略
- 事情将复杂化
- 投资将无法优化
- 需求将不分轻重缓急
什么是“网络安全战略”？
网络安全战略是根据组织为达到业务 / 组织目标和目的
而定义的风险容忍度来管理组织安全风险的计划。
- 目标应该是根据需要确保安全
安全

功能

图 3-1

易用性

为什么需要网络安全战略及何为网络安全战略

网络战略可能采取两种方式处理安全问题：从防御或进攻的角度。从防御的角度来看，
网络战略的重点是告知利益相关者组织为保护自己免受已查明的威胁而实施的防御战略。
另一方面，从攻击的角度来看，网络战略可能侧重于证明现有安全能力的有效性，以便发

什么是网络战略

29

现并修复缺陷。因此，战略可能广泛地涵盖了用于测试该组织的攻击准备情况的不同方法。
最后，一些战略可能兼顾这两个角度，因此涵盖了对现有防御机制的测试和强化。以下部
分将讨论一些常用的网络攻击和防御战略。

3.3

如何构建网络战略
本节将介绍如何构建有效的网络防御战略。这些步骤并不总是按照给定的顺序进行，

之所以提供出来只是为了让大家有所了解，当然，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定制！

3.3.1

了解业务

对业务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确保它的安全。了解组织的目标、目的、与你共事
的人员、行业、当前趋势、业务风险、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以及你最有价值的资产，
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反映高层领导批准的业务要求，也正如国际
标准化组织 ISO 27001 中规定的那样。
正如孙子在公元前 6 世纪所说：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撇开战术的战略是通往胜利最慢的道路，没有战略的战术是失败前的喧嚣。为制定战
略，首先必须了解将要应对的威胁和风险。

3.3.2

了解威胁和风险

威胁

要定义风险并不太容易，“风险”这个词在文献中有很
多不同的用法。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31000，风险是
“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而影响是与预期目标的正面或

漏洞

负面偏差。

资产
（价值和影响）

“风险”这个词综合了三个要素（见图 3-2）：它从潜在
的事件开始，然后将其可能性与潜在的严重性结合起来。
许多风险管理课程将风险定义为：风险（潜在损失）= 威
胁 × 漏洞 × 资产。

图 3-2

风险是威胁、漏洞和资产
（价值和影响）的综合体

要知道，并非所有的风险都值得化解，理解这一点真的很重要。例如，如果一个风险
的可能性极小，但缓解的成本却很高，或者风险的严重程度低于缓解的成本，这样的风险
是可以接受的。

3.3.3

文档

就像在其他任何事情中一样，文档真的很重要，它对每个战略都至关重要。当涉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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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设置，或帮助保证业务连续性时，文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网络战略文档化将确保效
率、一致性，并让参与其中的人安心。文档有助于建立流程之间的标准化，并确保组织的
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努力实现同样的结果。
图 3-3 显示了好的网络战略文档应当具有的要素。
一份好的战略文件应该列出战略是什么，

是什么及
为什么

以及为什么需要它。它必须清晰易懂，强调某
些缓解选项的紧迫性，并提出一些缓解方案，

简明清晰

工作计划

以突出特定选项的好处以及如何解决企业面临
的问题。
拥有网络战略文档有助于更紧密地与业务

业务问题

好战略的组成要素

易于理解

战略以及业务驱动因素和目标保持一致。一旦
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就可以构建技术要素和
网络改造计划，使网络更加安全。

裨益

为实施有效的网络战略，了解黑客的思维

选择

模 式 也 很 重 要， 因 此 下 一 节 将 讨 论 网 络 攻 击
战略。

3.4

迫切性

图 3-3

好的网络战略的组成要素

最佳网络攻击战略（红队）
保护组织安全的最好方法之一是像黑客一样思考，并尝试使用与对手所用工具和技术

相同的工具和技入侵组织。以下是组织应当考虑的最佳网络攻击战略。

3.4.1

外部测试战略

这些战略包括试图从外部（即从组织网络外部）入侵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出于测试目
的，网络攻击将针对可公开访问的资源。例如，针对防火墙目标开展 DDoS 攻击，从而使
合法通信量无法流入组织的网络。电子邮件服务器也可作为攻击目标，以试图干扰组织内
的电子邮件通信。以 Web 服务器为目标的攻击还包括尝试查找错误放置的文件，如存储在
可公开访问的文件夹中的敏感信息。其他常见的目标包括通常暴露在公众面前的域名服务
器和入侵检测系统。除技术系统外，外部测试战略还包括针对员工或用户的攻击。此类攻
击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电子邮件和电话进行。常用的攻击方法是社会工程学，通过说
服目标分享敏感细节或寄钱支付不存在的服务。

3.4.2

内部测试战略

这包括在组织内执行攻击测试，其目的是模仿可能试图危害组织的其他内部威胁。这

什么是网络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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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威胁包括心怀不满的员工和怀有恶意的访客。内部安全漏洞测试通常假设攻击者拥有标
准的访问权限，并且知道敏感信息的存储位置，可以逃避检测，甚至禁用某些安全工具。
内部测试的目的是加固暴露给正常用户的系统，以确保它们不会轻易被攻破。外部测试中
使用的一些技术在内部测试中仍然可以使用，但由于接触的目标较多，其效率在网络内部
往往会提高。

3.4.3

盲测战略

这是一种旨在出其不意地攻击组织的测试战略。它是在事先没有警告 IT 部门的情况下
进行的，因此当发生这种情况时，IT 部门将其视为真正的黑客攻击，而不是测试。盲测是
通过攻击安全工具、试图侵入网络并锁定用户以获取凭据或敏感信息来完成的。由于测试
团队没有从 IT 部门获得任何形式的支持，以避免向其发出有关计划攻击的警报，因此盲测
代价通常很昂贵，然而，这往往会发现许多未知漏洞。

3.4.4

定向测试战略

这种类型的测试只隔离一个目标，并对其进行多次攻击，以发现能够攻击成功的目标。
当测试新系统或特定的网络安全方面时，如针对关键系统的攻击事件响应等，它是非常有
效的。然而，由于其范围狭窄，定向测试并不能了解到整个组织的漏洞全部细节。

3.5

最佳网络防御战略（蓝队）
网络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往往归结为组织的防御系统。组织常用的防御战略有两种：

深度防御和广度防御。

3.5.1

深度防御

深度防御（也称为分层安全）涉及使用分层防御机制，使攻击者很难侵入组织。由于
采用了多层安全防护措施，因此，一层安全防护措施未能阻止攻击，只会让攻击者暴露在
另一层安全防护措施中。由于这种冗余，黑客试图侵入系统变得复杂且代价高昂。深度防
御战略吸引了那些认为单一安全层防护难以免受攻击的组织。因此，总是要部署一系列防
御系统来保护系统、网络和数据。例如，希望保护其文件服务器的组织可以在其网络上部
署入侵检测系统和防火墙。还可以在服务器上安装端点防病毒程序，并进一步加密其内容。
最后，还可能禁用远程访问，并对任何登录尝试使用双因子身份验证。任何试图访问服务
器中敏感文件的黑客都必须成功突破所有这些安全防护层。成功的概率非常低，因为每一
个安全防护层都有自己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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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防御方法中的常见组件包括：
● 网络安全：由于网络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表面，因此第一道防线通常旨在保护网络。
IT 部门可能会安装防火墙来阻止恶意流量，还可以防止内部用户发送恶意流量或访
问恶意网络。此外，网络上还部署了入侵检测系统，帮助检测可疑活动。由于针对
防火墙的 DDoS 攻击的广泛使用，建议组织购买可持续承受此类攻击的防火墙。
● 端点防病毒系统：防病毒系统对于保护计算设备免受恶意软件感染至关重要。现代
防病毒系统具有附加功能，如内置防火墙，可用于进一步保护网络中的主机。
● 加密：加密通常是最可信的防线，因为它建立在数学复杂性的基础之上。组织选择
加密敏感数据，确保只有经过授权的人员才能访问这些数据。当这样的数据被盗时，
对组织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大多数加密算法都不容易被破解。
● 访问控制：访问控制通过认证来限制可以访问网络中资源的人数。组织通常将物理
和逻辑访问控制相结合，使潜在黑客很难攻破它们。物理控制包括利用锁和保安来
物理阻止人们进入敏感区域，如服务器机房。另一方面，逻辑控制需要用户在访问
任何系统之前进行身份验证。传统上，只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组合进行验证，但由于
泄密事件增加，建议使用双因子身份验证机制。
图 3-4 为包含上述内容的图解说明。
窃取用户身份以绕
过防护层
从互联网直接攻击

理

管

略

策

攻击云以访问内
部资产

边界安全

网络安全

端点安全

关键
任务

应用安全

数据安全

公有云
云安全态势管理
安全控制
云工作负载保护平台
操

作

图 3-4

深度防御图解

深度防御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网络防御战略。然而，它正变得越来越昂贵，也越来越
无效。黑客仍然能够使用网络钓鱼等攻击技术绕过多层安全防护，网络钓鱼中终端用户成
为直接的攻击目标。此外，多层安全防护层的安装和维护费用高昂，这对中小型企业来说
颇具挑战，这也是考虑广度防御方法的组织不断增加的原因。

什么是网络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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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度防御

这是一种新的防御战略，它将传统的安全手段与新的安全机制相结合，其旨在为 OSI
（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模型的每一层提供安全性。因此，当黑客规避传统的安全控
制时，他们仍然会受到 OSI 模型中更高层的其他缓解策略的阻挠。最后一层安全通常是在
应用层。网络应用防火墙（Web Application Firewalls，WAF）越来越受欢迎，它能有效地抵
御针对特定应用的攻击，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网络应用防火墙。一旦发起攻击，WAF 就可以
挫败它，并且可以创建一个规则来防止未来类似的攻击，直到安装应用补丁为止。
除此之外，具有安全意识的开发人员在开发应用程序时会使用 OWASP（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开发符合标准安全级别的应用程序，并解
决一系列常见漏洞。未来的改进开发几乎可以百分百确保应用程序在出厂时的安全。因此，
它们将能够在不依赖其他防御系统的情况下独立阻挠或抵御攻击。
广度防御中的另一个概念是安全自动化。这就是说，正在开发具有检测攻击和自动防
御能力的系统。这些功能是通过机器学习实现的，在机器学习中，系统被告知其所需的状
态和正常环境设置。当应用程序的状态或环境出现异常时，应用程序可以扫描威胁并缓解
它们。这项技术已经被应用到安全应用程序中，以提高程序效率。比如基于人工智能的防
火墙和基于主机的防病毒程序可以处理安全事件而不需要人工输入。然而，广度防御仍然
是一种新的战略，许多组织对它有所顾虑。

3.6

小结
本章介绍了网络战略、网络战略的必要性，以及在开发这些战略时可以使用的不同战

略。大多数网络战略中的关键问题是安全。网络战略至关重要，因为它们使组织摆脱假设，
有助于集中制定有关网络安全的决策，提供应对网络安全所采用战术的详细信息，提供对
安全的长期保证，并简化网络安全的复杂性。本章着眼于撰写网络战略时使用的两种主要
方法：攻击和防御视角方法。
当从攻击（红队）的角度编写时，网络战略侧重于将用于发现和修复安全漏洞的安全测
试技术。当从防御（蓝队）的角度编写时，网络战略着眼于如何最好地防护一个组织。本章
阐述了两种主要的防御战略：深度防御和广度防御。深度防御侧重于应用多个冗余的安全
工具，而广度防御旨在缓解 OSI 模型不同层的攻击。组织可以选择使用这两种方法中的一
种或两种来改善其网络安全态势。

3.7

延伸阅读
以下链接可用于获取有关主题的更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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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www.cloudtechnologyexperts.com/defense-in-breadth-or-defense-in-depth/。

2.

https://inform.tmforum.org/sponsored-feature/2014/09/defense-depth-breadth-securing-internet-things/。

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national-cyber-security-strategy-2016-to-2021。

4.

https://www.enisa.europa.eu/topics/national-cyber-security-strategies/ncss-map/national_cyber_security_
strategy_2016.pdf。

5.

https://media.defense.gov/2018/Sep/18/2002041658/-1/-1/1/CYBER_STRATEGY_SUMMARY_FINAL.
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