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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歡迎您閱讀是德科技公司旗下公司 Ixia 發佈的第三

個年度安全報告。每年，Ixia 應用與威脅情報

（ ATI ）研究中心都會總結出最受關注以及最突出的

互聯網安全趨勢。我們分析 ATI 資料以説明各企業機

構瞭解可以改進的領域。我們還分析大量資料，以預

測未來一年的最大安全熱點問題。我們的所有工作都

是為了通過分享新舊主動漏洞攻擊的資訊，説明網路

安全專業人員加強各自的安全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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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前五大安全问题

• 產品安全性低下或不足使企業面臨額外風險

• 通過網路釣魚和惡意軟體的人為攻擊途徑依然大行其道

• 網路攻擊狀況逐年惡化

• 共用產品漏洞，資訊的好意實際上造成了更多攻擊

• 加密貨幣挖礦/加密劫持仍有增無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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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現

A

C
B

2018 年，我們觀察到許多成功攻擊都以歷史漏洞為跳板。最早

可追溯到 2009 年的遺留攻擊仍然有效。當系統未作補強，或

者因為遺留系統缺乏可用的補強時，駭客就能順利破壞系統。

針對知名漏洞的大量漏洞攻擊軟體加劇了這一現象。而預設登

錄和密碼憑據等不良的安全操作也是原因之一。

公有雲架構成為了新型安全攻擊的另一個途徑。國產和商用套

裝軟體都存在漏洞。我們將這些漏洞分為兩類：代碼漏洞和配

置漏洞。配置錯誤的安全性原則和訪問策略是 2018 年資料洩

露的主要原因。

我們所有觀察到的威脅都面臨一個不爭的事實：網路和應用程

式的複雜性造成了嚴重的安全威脅。企業和服務提供者IT環境

中的複雜性持續增加，而這種複雜性每天都在製造新的安全性

漏洞。阻止安全攻擊應始於持續確保最佳安全實踐。儘管工具

可增強您緩解威脅的能力，但只有最佳安全實踐才能將威脅真

正拒之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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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Ixia 應用與威脅

情報研究中心

Ixia 的安全戰略來自 Ixia  應用與威脅情報（ ATI ）研究

中心的一支由網路安全專業人員構成的精英團隊。該團

隊遍佈全球，他們在新加坡、加利福尼亞州、德克薩斯

州、麻塞諸塞州、法國、羅馬尼亞和印度等地的分支機

搆內提供全天候服務。他們監測和分析可能威脅 IT 網

路安全的各種多變指標，獲取有用資訊並用於相關研究

和規則。我們將這些洞察納入 Ixia 解決方案，從而充分

提高您檢測和應對最新威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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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數情況下，該團隊在 24 小時內即可完成從發現問

題到更新Ixia產品的全部工作。

研究過程所有的資訊的多個來源包括：

●　國際漏洞攻擊資料庫

●　駭客黑網

●　安全新聞警報和資安掃描

●　其他安全研究人員的 Twitter 資訊

●　合作夥伴提供的資訊

●　積極尋找自動散佈型攻擊的 Honeypot

●　由 ATI 團隊開展的獨立研究（測試和逆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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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 團隊還能為更大的安全社區保駕護航。Ixia ATI 團

隊與受到駭客攻擊的供應商、私人機構（例如， 

www.mitre.org ）和政府機構（如：NIST 和 

DARPA ）分享所知所見，並在全球性安全會議（如：

黑帽技術大會和RSA資訊安全峰會）上發表自己的見

解。 Ixia 還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開辦了一所夏季安

全學校，以協助培訓新一代的安全工程師。

ATI 團隊評估和驗證旨在保護企業安全的產品。該團隊

作為防禦前線，監測網路連接的產品並分析觀察到的行

為，以發現任何供應商產品中可被利用的弱點。無論白

天、黑夜，安全警報和事故隨時都可能發生，所以該團

隊採取了全天候監測。數十名工程師組成了一支全球團

隊，共同創建和傳播最新的安全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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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經常對多個來源進行投票，以深入瞭解漏

洞。他們整理、關聯分析和組織這些資料，以明確

威脅的方向以及如何確定威脅的優先順序。然後，

團隊成員著手調查這些威脅並驗證或消除它們。他

們努力探索一切，以確保我們產品中的威脅檢測和

預防系統完全有效、可靠。憑藉這種高度深入的研

究，他們對所提供的資料和預測結果充滿信心。

BreakingPoint 公司于2005年成立了 ATI 團隊並在

2012 年被 Ixia  收購。BreakingPoint 解決方案是一

種安全攻擊和流量生成器，可支援網路設備製造

商、服務提供者、政府和各企業在面對大量負載和

攻擊時驗證網路和安全彈性。利用基於真實研究生

成威脅流量只是Ixia和是德科技公司幫助強化汽車和

物聯網（IOT）解決方案等各種應用解決方案的一種

手段。

Ixia 以獨一無二的方式將 ATI 威脅情報與資料相整

合。雖然業內其他公司創建了自動化情報平臺或開

放式代碼源，但這些解決方案通常經過定制，只能

針對公司的特定系列產品提供相關見解。例如，來

自 Microsoft 的情報資訊可能側重於有關產品的漏洞

以及與  Microsoft 產品組合相關的威脅。而 Ixia 的威脅

情報放眼於全球範圍的互聯網，並提供基於網路監測

的可行性情報。

ATI 情報採用“黑名單”的形式。該名單通過針對已知不

法分子或罪犯的專有資料庫捕獲威脅情報。資料庫不

斷更新，提供即時可行的威脅情報。該團隊不斷驗證

黑名單網站，更新資料庫以確保跟蹤新的威脅並刪除

誤報。自動化黑名單每隔五分鐘提供一次更新，將資

料即時傳遞給 Ixia 網路可視性解決方案。

ATI 團隊作為安全衛士，強烈建

議業界友商提高其產品安全性，

並不斷監測安全性，在問題氾濫

之前發現問題。Ixia 始終全力粉

碎駭客的一切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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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前五大安全
威脅洞察

第三章

2018 年經歷了各種漏洞攻擊，包括一些新型漏洞

以及我們以前見過的許多漏洞攻擊，它們經常被

修改後結合更多已知、未打補丁的漏洞。

2019 年 Ixia 安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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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觀察到的攻擊，對於2018年安全威脅狀況，

我們可以得出五個主要結論：

1、軟體安全導致大多數

產品漏洞

2、人是最薄弱的環節：我們

錯誤點擊了許多本可避免的網

路釣魚和惡意軟體連結

5、加密劫持在 2018 年達到

了新的高峰：這種威脅仍在

持續增長

4、安全性漏洞披露是一

把雙刃劍：駭客和供應商

都可利用

3、網路防禦始終不佳：

供應商和 IT 部門需要規範

各自的行為

前言 研究中心  威脅洞察 安全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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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軟體安全缺陷導致大多數產品漏洞

2018 年，軟體安全缺陷導致的安全事件創下了歷史記

錄。雖然我們擁有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的新設備，但

同時我們也看到有更多新設備的設計和部署都不具備適

當的措施來阻止甚至限制威脅。

這對於網頁應用程式來說尤其如此，不法分子通過充分

利用 SQL 注入和跨網站腳本漏洞成功發動漏洞攻擊。

這兩種網路攻擊載體涵蓋了所有的攻擊方式，從常見的

垃圾郵件攻擊到自動化遠端漏洞攻擊，即：全球範圍內

控制防範薄弱的伺服器。

零時差漏洞攻擊讓駭客比 IT 安全團隊更具優勢，該團

隊努力在出現持續漏洞洩露之前先發制人。一些開放原

始程式碼組織試圖通過標準化常用網頁開發框架內的安

全控制項和措施來主動緩解了漏洞。然而，程式的強度

使這些集中改進難以解決普遍存在的問題。

前言 研究中心  威脅洞察 安全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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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laurent22.github.io/so-injections
2. https://www.ixiacom.com/company/blog/trinity-p2p-malware-over-adb

密碼共用也會帶來其他風險。例如，最近的一項研究1檢

查了熱門編碼網站 Stack Overflow 上的程式密碼。該研
究發現，許多 Stack Overflow 答案都包含安全性漏洞。
開發人員必須確保驗證所有的代碼，以杜絕常見的安全

設計缺陷。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網頁開發人員和系統架構師必須掌

握安全最佳實踐。除非開發人員真正實施軟體設計最佳

實踐，攻擊者將繼續肆意利用這些攻擊載體，有時會引

發大規模攻擊並會導致嚴重後果，就如同 Equifax 公司
經歷的劫難一樣。

由於軟體安全實踐不佳而導致近期漏洞攻擊示例包括：

●　安卓調試

●　Apache Struts

●　思科智能安裝

正如加布裡埃爾·克裡利格（ Gabriel Cirlig ）在 2018 
年的一篇博文2中所述，許多安卓設備的調試需要將預

設打開，要麼由不知情的用戶啟用。這將導致數千台具

有根目錄訪問權的設備暴露在互聯網上。 Trinity 惡意軟
體利用了該產品的弱點，並將加密挖礦部署到許多此類

設備中。

前言 研究中心  威脅洞察 安全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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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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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018年12月 Trinity 惡意軟體增長

但是，您要多久才能擺脫軟體漏洞？

但是，您要多久才能擺脫軟體漏洞？圖 1 給出了對於

此問題的洞察。Trinity 惡意軟體在 2018 年夏季暴露

了安卓的漏洞，但幾個月後攻擊者依然興致不減，

Ixia Honeypot 2018 年 12 月每天都要受到數千次嘗

試攻擊。

Apache Struts 的產品安全弱點（ CVE-2018-11776 ）

也繼續困擾著互聯網。這些漏洞與 2017 年觀察到的

漏洞相似，這些漏洞導致明目張膽的 Equifax 駭客攻

擊暴露了 1.43 億人1的敏感性資料。這些漏洞使數千

個網頁應用程式面臨風險。不法分子利用這些弱點，

使用加密劫持腳本感染伺服器和危害設備，用密碼挖

掘惡意軟體感染設備。

1 https://www.bugcrowd.com/threat-report-apache-struts-cve-2018-1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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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018年12 月思科智能安裝攻擊嘗試

2018年4月-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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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3,000

2018 年，思科設備也成為了此類漏洞攻擊的目標。思科

的智慧安裝功能旨在為網路內的新設備提供簡便的安裝

配置，不料卻變成了攻擊載體。大約兩年前，研究人員

記錄了安全性漏洞，並且觀察到一種稱為 SIET1 的自動散

佈型漏洞攻擊工具。2018 年，支援切換式通訊協定的設

備中發現了新漏洞，這再次引起了人們對該漏洞攻擊的

關注。在有關新漏洞的詳細資訊出現後，Ixia Honeypot

開始每天收到數千次的攻擊嘗試，如圖2所示。

1. https://github.com/Sab0tag3d/SIET

建議 1：

在部署新的硬體或軟體升級之前，買方應

研究常見漏洞資料庫並與供應商確認相關

補強。CVE 資料庫有助於客戶判斷供應商

的安全業績和回應時間。

前言 研究中心  威脅洞察 安全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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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是最薄弱的環節

許多最近記錄在案的網路入侵（例如，約翰•波德斯

塔（ John Podesta ）/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遭到

駭客攻擊）都始於網路釣魚。任何一位安全研究人

員都能證明，一個精心設計和時機正好的網路釣魚，

很可能讓技術最純熟的專家都會受到迷惑，從而因

失誤導致網路入侵。一旦網路釣魚成功突破防線，

攻擊者就會乘機發動攻擊並針對目標系統投放惡意

軟體；隨之將試圖進入網路內的高價值系統。

應對人為造成的安全問題綜合考慮以下幾點：

　告誡使用者關注各種自動散佈的網路風險

　檢測和攔截試圖突破網路邊緣的網路釣魚和惡

          意軟體

　如果網路釣魚攻擊成功，則必須阻止端點感染

　以上技術手段都失效時應檢測並阻止內網漫遊

2018 年，Ixia 系統檢測到 662,618 個自動散佈型釣魚

頁面， 8,546,295 個頁面被惡意軟體接管或感染。顯

然，受影響的範圍遠遠超出了週邊安全薄弱的組織。只需

錯誤按一下引誘使用者行動的電子郵件或超文字，即可

成功攻擊您的基礎設施。雖然許多包含這些攻擊的受感

染頁面在數小時或數天內被刪除，但有些惡意軟體樣本

在廢棄的網站上線上保存數年。一個服務於 Cerber 

勒索軟體舊版本的網頁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Ixia 於 

2017 年 11 月 21 日首次檢測到它，但今天它仍然線

上。即使這個特定的攻擊者不再活躍，遺留的惡意軟

體仍然存在，會感染任何重複使用連結的接收者。 

1. https://www.apnews.com/dea73efc01594839957c3c9a6c962b8a

●

●

●

●

建議 2：

 人都會犯錯。即使是最資深的專家也可能淪落為網路

釣魚攻擊的犧牲品。技術援助或提醒可以幫助減少攻

擊的可能性。例如，當收到的電子郵件看起來像潛在

的垃圾郵件或網路釣魚，或者來自外部組織時，能夠

突出標示該郵件的電郵程式將提醒您注意並仔細檢查

電子郵件中包含的 URL。此外，諸如密碼管理器之類

的工具可以增強電腦的安全性並減少人為失誤引起的

安全事件。

前言 研究中心  威脅洞察 安全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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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網路防禦始終處於低處

2018 年，雖然 IT 產品供應商創建的某些代碼或配置曾導致許多安

全性漏洞成功入侵，但 IT 運營人員和安全人員也難辭其咎。由於安

全人員沒有及時處理架構漏洞和補強，一些眾所周知的攻擊和攻擊

載體依然屢屢得手。

這類疏忽主要由兩個因素造成：無視最新補強和未能及時強化。這

兩個因素都讓企業容易受到攻擊。2018 年許多成功的漏洞入侵都

與新型惡意軟體或攻擊方法無關——事實再次證明，在 2018 年，

以未打補丁的漏洞為主要目標的傳統漏洞攻擊非常奏效。

此類漏洞攻擊的示例包括：

●　屢試不爽的暴力破解（例如，公共系統被暴力破解）

●　永恆之藍（出現於 2017 年）

●　大華數位攝像機（一個長達 5 年之久的漏洞）

●　自 2009 年以來的一個網頁應用程式漏洞 CVE-2009-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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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018 年的重大暴力攻擊

Telenet 暴力破解

SSH 暴力破解

MySQL/MSSQL 暴力破解

通用 PHP 應用程式登錄暴力破解 

SMTP 身份驗證暴力破解

VNC 暴力破解

其他

20 年來，暴力破解攻擊一直在互聯網上肆虐，並

且隨著各類設備激增，暴力攻擊持續增加。遠程暴

力破解攻擊涉及反復猜測常用用戶名和密碼。這種

攻擊通常以網頁應用程式、遠端桌面會話或偵聽服

務（例如， Secure Shell 或 Telnet ）的管理主控

台為目標。這些服務存在於幾乎所有類型的設備

上，包括世界上最大的資產以及隨處可見的數百

萬個小型嵌入式設備。尤其是物聯網端點存在許多

這種漏洞。

駭客大多利用暴力破解攻擊 Telnet 和 SSH。以物聯

網為目標的僵屍網路（例如，Mirai 及其克隆體）更

傾向於瞄準這兩種協議。但是，如下圖所示，任何

使用默認信用證書或弱證書的服務都存在風險。

許多解決方案都可以防止暴力破解攻擊，其中包括：

●　使用公開金鑰/私密金鑰進行伺服器遠端系統管理

●　使用雙因素身份驗證進行遠端系統管理

●　一次性使用嵌入式設備（物聯網）出廠密碼

●　在使用者使用自訂密碼啟用之前禁用遠端存取

前言 研究中心 威脅洞察       安全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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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018 年不法分子對永恆之藍發起的掃描嘗試

2018 年 1 月-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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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之藍”（CVE-2017-0144）是另一個持續擴散的

著名攻擊。2017 年 5 月，臭名昭著的 Wannacry 惡

意軟體就利用了“永恆之藍”。儘管“永恆之藍”是個舊病

毒，但於 2018 年繼續呈現增長勢頭。此漏洞僅影響

運行 Windows 7 或以前版本的主機。整個 2018 年，

不法分子對易受攻擊的系統進行了大量掃描；2018 

年 12 月，針對該漏洞的掃描嘗試次數是 2018 年 1

月的三倍。參見圖 4 中的 Ixia 資料。

一家自助洗衣店遭遇網路攻擊。

僵屍網路會損害洗衣店內連網的安全攝影鏡頭，並將

其添加到僵屍網路中。攝影鏡頭將即時記錄所捕捉的

任何鏡頭。持續發生的漏洞攻擊將導致系統資源流量

超載。一旦發生這種情況，攝影鏡頭就會停止工作。

店主會重新啟動攝影鏡頭並恢復為出廠初始設置。攝

影鏡頭會正常工作幾天，然後再次出現故障。店主並

沒有意識到，這是由於產品安全設計存在缺陷，攝影

鏡頭才會一再失靈。相反，他會認為自己購買了一種

品質差的廉價產品。

前言 研究中心 威脅洞察       安全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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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i 和其他僵屍網路繼續掃描超過 5 年的漏洞，

如：大華 DVR 和攝像機。許多受害者甚至沒有意

識到自己受到了影響。Ixia 自從 Mirai 僵屍程式開

始傳播後不久就一直跟蹤它們。Ixia 解決方案根據

資料包內容能夠識別命令和控制項異常以及僵屍程

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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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自 2013 年以來，攻擊者一直瞄準大華 DVR（CVE-2013-6117）漏洞

雖然這家自助洗衣店看似沒有受到多大損害，但關鍵

在於物聯網設備的威脅是真實存在的。這些設備可以

是攝影鏡頭、家庭路由器、電視或數百萬其他物件。

安全補丁需要供應商和設備所有者的不斷投入。如果

不及時打補強，攻擊者將發現並利用這些設計缺陷。

圖 5 是駭客仍然試圖利用大華 DVR 中舊漏洞的一

個示例。本應補強或從互聯網上移除的設備仍保留

在原處，沒有得到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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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CVE-2009-4140 漏洞仍在被利用

2018 年 1 月- 12 月

400

500

300

200

100

0

其他研究表明，許多駭客只是機會主義者。他

們試圖找到盡可能多的易受攻擊的舊系統。例

如 VE-2009-4140，它表明機會主義者將翻閱漏洞

檔案來尋找在互聯網上運行古老軟體的可用系統。

舊設備可能仍在使用或重新部署為備用設備。較舊

的軟體不太可能收到安全威脅的補丁更新或入侵偵

測和入侵預防簽名，從而增加了部署該軟體的組織

所面臨的風險。

CVE-2009-4140 漏洞允許完全訪問系統。遠端認證

使用者可以通過將檔上載到系統來執行任意代碼。

以網頁應用舊漏洞為目標的攻擊活動在 2018 年的 

Ixia Honeypot 中再次出現，如圖6所示。

建議 3：

通過檢視公共漏洞網站（如

www.mitre.org ）查找常見漏洞列

表並使用推薦的補強以及架構強化，

確保您的業務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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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全性漏洞披露是一把雙刃劍 

 

 

漏洞報告有助於供應商和消費者識別安全缺陷。

當安全工程師發現零時差漏洞、安全威脅或其他

漏洞攻擊時，一般會馬上分享相關資訊，以便供

應商修復其代碼，IT 團隊立即保護自己的網路。

但漏洞報告也會通知駭客，他們通常比供應商或

企業IT團隊行動得更快。Ixia 已經觀察到，在新漏

洞披露之後會發生更多的安全攻擊。

漏洞攻擊的示例如下，在這些情況下駭客比供應

商和IT團隊下手更快：

●　Mirai

●　Drupalgeddon

●　D-Link DSL-2750B 遠端代碼執行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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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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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2018 年底 Mirai 捲土重來

Mirai 是 2016 年登陸互聯網的僵屍網路，最初使用暴力破解攻擊，以在 Telnet 上監聽的

嵌入式設備為目標。Mirai 原始程式碼被發佈到開放程式碼區域，產生了許多效仿者，它

們使用暴力 SSH 攻擊，並包含多個其他嵌入式設備漏洞，以增加破壞性。 Mirai 變體在

互聯網上的活躍僵屍網路名單中仍然居高不下，並且對嵌入式 Linux 系統構成持續不斷的

威脅。圖 7 說明了此類攻擊的長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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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Drupalgeddon 2和 3 攻擊波始於 4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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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2018 年 5 月後，Drupalgeddon 2 和 3 攻擊減弱

Drupalgeddon，最初名為 CVE-2014-3704，是一個針對 Drupal 網頁框架的 SQL 注

入漏洞。去年，研究人員發現了該漏洞並負責任地披露了類似的危險缺陷，他們稱

之為  Drupalgeddon 2 和 3。Drupalgeddon 2（CVE-2018-7600）被及時披露。研

究人員曾提醒過開發團隊，在公開漏洞攻擊細節之前應留出時間創建補強和發佈修

補。在私下通知之後，研究人員分別於 2018 年 4 月 12 日和 4 月 25 日發佈了利用

各個漏洞所需的資訊。如圖 8 所示，漏洞攻擊很快隨之而來。

不過，駭客們對於這兩個漏洞的興趣隨後就減弱了，主要是因為及時補強迅速減

少了可利用的目標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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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D-Link DSL-2750B漏洞攻擊

2018 年 5 月 25 日，出現了一種利用 D-Link DSL-2750B 

路由器中漏洞的新工具。攻擊者迅速抓住新工具並試圖利

用該漏洞。當新版本的 Mirai 克隆嘗試利用這個漏洞時，

興趣峰值出現在 8 月和 9 月。

建議  4：

在封閉社區中公開漏洞和漏洞攻擊資訊可

以降低風險並減緩駭客的行動速度，使應

用開發人員和企業在駭客創建工具利用漏

洞之前有機會為缺陷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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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密劫持活動在 2018 年達到新高峰

Ixia 在《 2017 年度安全報告》中預測了加密挖礦的

增長。這一趨勢不僅出現了，而且駭客將多種傳統

攻擊相結合，從而創造出幾乎自主的惡意軟體，能

夠在內部傳播並構建專門用於加密挖礦的大量影子

網路。Ixia Honeypot 捕獲了幾個新的漏洞攻擊，這

些攻擊針對“永恆之藍”進行掃描，一旦成功，就會在

網路上放置一個加密礦工。

2018 年加密貨幣價值的迅猛增長推動了計算資源貨

幣化的新形式。傳統的惡意軟體試圖在一個受損系

統上找到一些有價值的東西，通常是勒索資料。通

過加密挖掘，受損系統本身通過加密貨幣的挖掘提

供價值。對於不法分子來說，挖掘加密貨幣比索要

贖金或竊取其他有價值的東西更容易。檢測對於使

用匿名加密貨幣的駭客而言幾乎收效甚微。這種低

風險、高回報的環境意味著勒索軟體不再是首選的

漏洞攻擊方式。相反，現在許多新的漏洞攻擊都集

中於竭力在主機上自動安裝和分發礦工惡意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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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雲配置錯誤導致了許多資料洩露。在多數情

況下，各企業機構將個人識別資訊（PII）以明文方式

存儲在 Amazon S3 資料庫中。純文字存儲，加上將資

料庫暴露給駭客的人為錯誤，在 2018 年造成了許多代

價高昂的資料洩露。雖然人為錯誤導致了其中的一些

事件，但其他事件顯然是由於對安全最佳實踐缺乏瞭

解所致。運用多年來從本地 IT 應用部署中獲得的最佳

實踐，雲安全團隊將會因與本地 IT 安全團隊開展更密

切的合作而受益匪淺。雖然雲技術運行方式不同，但

這並不是洩露 PII 的藉口。您選擇的技術平臺可不會為

您減輕因洩露個人識別資料而交付的罰款。

建議 5：

增加網路可視性有助於您探查某人或

某物何時正在挖掘加密貨幣，以便您

遏制此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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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2019 年安全觀察

列表

 

根據 Ixia 收集的資料和歷史活動，Ixia ATI 團隊預測

了 2019 年的六大安全趨勢，具體如下：

●　濫用低價之端點設備將會加劇；

●　針對公眾系統和資源的暴力破解攻擊將會增加；

●　雲架構帶來的複雜性將會增加攻擊面；

●　網路釣魚將繼續演變。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使

 用相似的企業電子郵件系統（如：Office 365，G 

      套件），更高級的網路釣魚將説明駭客繞過防禦；

●　利用內網漫遊和內部流量的多階段攻擊將會增加；

●　加密挖掘/加密劫持攻擊將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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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 1：
濫用低價值端點將會加劇

趨勢 2：
針對公眾系統和資源的
暴力破解攻擊將會增加

在基本的網路安全衛生得到改善之前，諸如 Mirai 和

加密劫持此類的駭客行為將會有增無減。隨著每天

越來越多的設備連接到互聯網，目標的數量不斷增

加——受害者的數量也會增加。

這種攻擊途徑已經存在了近 20 年。儘管有消除這種

攻擊途徑的解決方案，但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供應商

和IT從業者重複犯下相同的錯誤。似乎總會有一個

伺服器，上面有駭客可以利用的用戶名“root”和密碼

“password”。個人可以通過更改預設證書來防止對

其系統的攻擊，但只有採用雙因素認證和公開金鑰/

私密金鑰身份認證才能提供永久的解決方案。

隨著物聯網設備的普及，企業和運營商遭遇的暴力

漏洞攻擊也會顯著增加。很多人會忘記或不夠瞭解

這些設備帶有出廠預設證書。此外，這些設備也在

活躍地傳播資料，因此它們可以連接到互聯網路由

器並中繼資料。攻擊者可以利用此機制連接到物聯

網設備並接管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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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 3：
雲架構帶來的複雜性將會增加攻擊面

趨勢 4：
網路釣魚攻擊將在未來兩年更有針對性

本地架構使安全人員能夠完全控制其設備和架構。

基於公有雲的解決方案無法控制伺服器和網路架

構。 Spectre（CVE-2017-5753）和 

CVE-2019-6260 等攻擊只是拉開針對雲使用者及

其資料新型攻擊的序幕。遺憾的是，公有雲的速度

和動態功能暴露了一個新的攻擊途徑：服務配置錯

誤。配置錯誤的服務將為駭客和不法分子打開一扇

隨意進出的大門，往往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企業投資數千元培訓員工識別網路釣魚攻擊，而反

之，駭客們努力創建了更高級的網路釣魚，對於受

害者來說更加隱蔽且更有針對性。越來越多地採用 

Office 365 和Google G 套件將有助於減緩網路釣

魚的勢頭。這兩個工具都提供了一些網路釣魚指

標。然而，精心策劃的攻擊嘗試將繞過這些最新防

禦。駭客會堅持不懈地攻擊任何提供更大潛在回報

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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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 5：
利用內網漫遊和內部流量的

多階段攻擊將會增加

趨勢 6：
加密挖掘/加密劫持攻擊將會增加

惡意軟體停留時間可能超過 100 天，而且往往不易

察覺，因為各種命令和控制項流量十分零散，隱藏

得如同大海撈針一般，並偽裝成正常的 HTTPS 流

量。許多組織只監控其網路中的入口點和出口點。

隨著攻擊變得越來越複雜，我們預計檢測時間將會

繼續增加。除此之外，我們還認為，攻擊者會利用

更多區網之間的攻擊，企圖通過濫用內部流量的信

任來避免檢測。細微分段可以提高可視性，有助於

檢測和捕捉內網漫遊。

數十年來，駭客總在試圖破壞系統，竊取資料，而

且最近還頻頻勒索電腦。如今，情況已經發生了變

化，新的攻擊目標直指系統本身。攻擊者不是竊取

靜態資料，而是通過受損系統進行加密挖掘。曾被

勒索軟體或 DDOS 網路所利用的未打補丁的舊漏洞

很容易被用於加密挖掘軟體。高級加密礦工不依賴

傳統的命令和控制項架構，因此更難檢測和防止加

密貨幣價值波動，以減緩挖礦網路增長，但挖礦對

於希望賺取快錢的駭客們仍然極具經濟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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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2018 年，我們觀察到威脅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發現

了新的惡意軟體變體以及眾所周知的遺留漏洞的新版本，

注意到許多由於配置錯誤導致的安全性漏洞，並且看到

這種趨勢正進一步擴展到雲託管軟體和服務。雲服務支

援幾乎暫態訪問各種可擴展平臺和服務，然而，這種飛

速發展也導致攻擊面將迅速擴大，並帶來更多潛在的人

為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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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無法立即為易受攻擊的系統打補丁，
您確定安全控制項會提供保護嗎？

網路複雜性持續上升，攻擊的複雜性反映了當前網

路形勢。有些攻擊會逐漸消失，而有些則會年復一

年地轉化為新的變體。這種不斷變化的形勢需要您

的安全團隊保持高度警惕並且快速做出回應。

我們的研究資料還表明，在未來一到兩年內，各企

業將遭遇以下六大安全威脅。我們強烈建議您檢查

安全架構是否存在以下威脅：

1.濫用低價值端點將會加劇

2.針對公眾系統和資源的暴力破解攻擊將會增加

3.雲架構帶來的複雜性將會增加攻擊面

4.網路釣魚攻擊將在未來兩年更有針對性

5.利用內網漫遊和內部流量的多階段攻擊將會增加

6.加密挖掘攻擊將會增加

IT 團隊可以實施多種改進措施來增強安全架構，我

們建議您立即開展以下行動：

●　針對安全控制防護進行安全補強分析

●　分析公有雲安全架構，並審核應用程式訪問策略

●　審查 IT 系統和設備的密碼安全實踐

我們的研究表明，基本的安全衛生實踐可以防止或減

少許多資料洩露的影響。忽視這些實踐的安全團隊更

有可能面臨資料洩露。

補強分析可能顯得老生常談，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

應用程式或設備的補丁維護都由某一位元工程師負

責。如果該工程師離開公司，補丁維護責任可能會被

遺漏。我們的資料表明，在多數情況下，多年未打補

丁的漏洞會引發漏洞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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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的防線對於保護雲端應用
至關重要。

另一個基本衛生實踐是預設密碼安全。IT 專業人員應該

在部署設備之前刪除出廠預設密碼或廣為人知的密碼。

這可以緩解幾乎所有的暴力破解攻擊和漏洞攻擊。如果 

IT 部門繼續使用預設密碼部署設備，暴力破解攻擊就

會變得不勝其煩。而避免這種攻擊途徑只需您修改預

設密碼。

雲架構依然大行其道。然而，安全人員通常不會參與雲

實施每個環節。各企業早就意識到有狀態檢查防火牆和

日誌不足以抵禦應用程式級攻擊，但許多雲服務提供商

卻將這些功能作為防禦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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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2018 年的資料洩露事件明顯增加，其中很

多安全事件歸因於雲應用程式和資源配置錯誤。一些

常見的雲安全錯誤包括未加密的個人可識別資料、錯

誤的資料存取權限以及未補強的代碼在應用堆疊中造

成了漏洞。儘管雲技術的運行方式不同，但有關資料

洩露的法規和處罰卻一視同仁。Ixia 公司以及 ATI 團

隊深知以上種種複雜性，並將竭盡全力幫助您安全地

暢遊不斷變化的網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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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us at www.ixiacom.com

Ixia 有能力説明您保護網路、資料和應用程式的安

全。若要瞭解我們的網路資料包中轉設備和分路器

如何有效增強您的安全基礎設施，為您提供快速行

動所需的網路可視性，請聯繫我們，獲得產品演示，

我們將向您展示各種可行性之解決方案。

如需聯繫我們，敬請訪問：ixia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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