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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境內遭受到一連串針對政府組織、金融業以及國防工業的網路攻擊；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對
烏克蘭發動實體戰爭與網路作戰使得情勢更加升級。

根據美國資安主管機關網路安全暨基礎設施安全局 (CISA) 公告概述，對於烏克蘭政府及其關鍵基礎設施的
這類攻擊，不論其位於國境內外，都會受到深遠影響。美國 CISA、聯邦調查局 (FBI) 以及國家安全局
(NSA) (與其他組織) 對網路安全社群 (尤其是關鍵基礎設施網路防護人員) 提出建言，可採取更為強化的覺
察狀態並執行主動式威脅狩獵；任何組織都必須對破壞性網路活動的因應預作準備。

我們的做法

Fidelis Cybersecurity 致力於協助顧客抵禦不斷升級的網路攻擊，並成為更強大及更穩固，我們與您並肩作戰。

Fidelis Cybersecurity 組成危機應變小組，確保顧客取得第一手消息與搶先一步做好網路的防護部署，
此應變小組宗旨如下：

 追蹤與評估演變中的網路情勢
 確保顧客知悉最新發展並
 隨著新威脅浮現確保偵測及應變能力與時俱進

藉由 Fidelis Insight 威脅情資的持續提供，可將我們的最新防護自動部署至所有的顧客據點，與演變中威脅
相關的資訊以及網路評估，會在威脅研究頁面與顧客支援入口網站提供分享。

此時此刻，對烏克蘭金融銀行、政府組織及關鍵基礎設施發動的眾多分散式阻斷服務 (DDoS) 攻擊，佔據
各大版面頭條，部署破壞性資料抹除惡意軟體 (例如 WhisperGate) 的實例，也都歷歷在目；DDoS 攻擊能
短暫癱瘓網站和網路，而破壞性惡意軟體則會永久毀損端點與伺服器。

Fidelis Elevate 及 CloudPassage Halo 平台能夠保護資料、資產與服務，無論其所在位置是網路或雲端。
根據我們觀察到的攻擊，可從以下層面提供顧客援助：

 Fidelis Network Insight Feed DPI 規則，包含對於欠缺上游緩減能力的顧客，提供有限的 DDoS 緩解
能力支援。這些規則涵蓋新出現威脅識別可偵測如下的阻斷服務威脅：BIND (CVE-2015-5477)、
Industroyer、Perl IRC DDoS、Apple ICMP (CVE-2019-16928)、CallStranger、UpnP Reflected 
Amplified TCP 等攻擊，以及對 OpenSSL TLSv1.2 的阻斷服務攻擊。

 Fidelis Network MDE (惡意軟體偵測引擎) 與 Fidelis Endpoint AV (防毒) 偵測出已知的不同種
WhisperGate，並防範其他形式的破壞性惡意軟體。

 Fidelis Deception 可發出關於攻擊的早期告警，並警示攻擊者嘗試在組織內橫向移動的意圖。

我們將持續監測此局勢，以在其對事業營運造成衝擊前，及早幫助顧客攔截威脅；我們肩負重大使命，
協助全球網路防禦專家轉向主動化網路安全防衛，並成為更強大穩固。

關鍵發展

烏克蘭境內的網路攻擊囊括對烏克蘭關鍵基礎設施系統發動的大規模分散式阻斷服務 (DDoS) 攻擊、網頁竄
改，以及部署喬裝成勒索軟體的多重不同破壞性資料抹除惡意軟體。Fidelis Network MDE 與 Fidelis 
Endpoint AV 近期偵測到已知有這類勒索軟體反覆發生的趨勢。一份對於在此區域內部署之資料抹除惡意軟
體所進行的初步分析指出，MDE 能有效偵測出此惡意軟體，然而，完整的評估尚在進行中。請注意 DDoS
緩解非 Fidelis Cybersecurity 專精領域，我們強烈建議顧客尋求更多提供上游 DDoS 防護的服務和技術，
針對此公告所概述的 DDoS 攻擊達成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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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2022 年 2 月 24 日 - 時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當日，約莫 2 月 24 日週四當地時間清晨 3 點，數個烏
克蘭重點網站因 DDoS 攻擊而癱瘓(下圖 1 和 2)。據回報，遭受到影響的是烏克蘭外交部、內政部以及安全
服務部門等。我們此時還未找到主導這次 DDoS 攻擊的平台，然而，我們正積極調查中。

在公開回報最新一波 DDoS 活動後不久，有多重來源的通報顯示最近幾次破壞性攻擊很可能同時伴隨著
HermeticWiper 部署。根據初始分析，此惡意軟體與 WhisperGate 類似，意圖都在於破壞而非勒索。
我們正進一步徹底分析此惡意軟體，以期發掘出更多的緩解機會。Fidelis Network MDE 與 Fidelis 
Endpoint AV 近期偵測到有 HermeticWiper 反覆發生的情形。

DOI：2022 年 2 月 15 日 - 烏克蘭國防部與國有銀行的網站遭受大規模 DDoS 攻擊而癱瘓。

據報，破懷性流量包括合併 TCP Syn 與 UDP Flood 以及較小部分來自非偽造來源的 NTP 校時服務。
根據聲稱直接觀察的單一來源，觀察到的 SYN 洪泛攻擊通量達到每秒最多 120 萬個封包 (mpps)，
而大封包 UDP 洪泛攻擊達到最多 5.3 Gbps。

3 

www.fidelissecurity.com 

 

 

 

Copyright © 2022 Fidelis Cybersecurity®, Inc.版權所有

圖 1 圖 2

圖 3 圖 4



多重來源 (上圖 3 與 4) 回報此攻擊實例可能是由名為 Katana 的變種 Mirai 所發動，此外，美國國家安全委
員會已將這些對基礎設施的攻擊，歸結為由俄羅斯對外情報局 - GRU 所操作 (下圖 5)。

Mirai 原始碼可公開取得。因個別發動者可引發以執行 DDoS 活動為目標的無數選項 (例如：犯罪性殭屍網
路基礎設施)，Katana 不太可能應用至過去與現在所有關於此衝突的 DDoS 實例；Mirai 是一個近期蔚為風
潮的熱門選項，原因是其以 SOHO (個人及居家辦公室)路由器的感染為主，使得其極為龐大的攻擊力愈發
引人注目；儘管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已定調 2 月中旬的攻擊與 GRU 相關，但應注意從歷史上來看，俄羅
斯長久得益於網路犯罪份子和黨派威脅發動者的參與。

DOI：2022 年 1 月 15 日 - 逾 70 個烏克蘭公共部門網站因受到 DDoS 攻擊而癱瘓，與這些攻擊回報的同一
時間，微軟也發布觀察到 WhisperGate 現蹤的通報；WhisperGate 是一種喬裝成勒索軟體的多階段資料抹
除惡意軟體；關於此類攻擊如何進行的公開細節仍然匱乏，且有些前後不一。

烏克蘭國家安全與國防委員會 (烏克蘭 NSDC) 副秘書長 Serhiy Demedyuk 堅稱一個與白俄羅斯情報機構
(UNC1151) 有關的組織將政府官網置換網頁為威脅訊息，並認為這只是幕後更大破壞行動的幌子。

Fidelis Cybersecurity 分析了 WhisperGate 惡意軟體的數個階段以確認相關緩解行動已就緒，這顯示出我們
如何有效地為顧客達成了威脅消解的目標；2022 年 1 月的威脅情資摘要報告內含有我們對於 WhisperGate
惡意軟體的詳盡分析。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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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Fidelis Cybersecurity 
Fidelis Cybersecurity, the industry innovator in Active XDR and proactive cyber defense solutions, safeguards 
modern IT environments with unparalleled detection, deception, response, cloud security, and compliance 
capabilities. We offer full visibility across hybrid environments via deep, dynamic asset discovery, multi-faceted 
context, and risk assessment. These features help minimize attackable surface areas, automate exposure 
prevention, threat detection, and incident response, and provide the context, accuracy, speed, and portability 
security professionals need to find and neutralize adversaries earlier in the attack lifecycle. Fidelis Cybersecurity 
is dedicated to helping clients become stronger and more secure. Fidelis is trusted by many top commercial, 
enterprise,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worldwid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fidelissecur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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