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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RSA 2015随笔与思考
解决方案中心 李晨  战略研究部 刘文懋 赵粮

今年 RSA 大会的主题是“Change”。所谓信息安全，即是围绕着攻击方式的变化而不

断进行着对抗。从 2008 年的热词“Management”“Services”“Web”……到今年围绕着

“Cyber”“Data”“Threat”“Intelligence”的变化；从以各种单体的检测、防护的“城堡”

体系，到以大数据、互联为基础的“Intelligence”，其实就是从攻击对抗的角度不断的进行

改进与演化。在不断变化的计算环境和越来越复杂的网络体系中，“Change”将会始终贯

穿于安全行业的发展，专业化、系统化、智能化等越来越关键，大规模的安全情报系统和

专家社会网络系统相互融合，云端、设备与人的协同作战将会成为网络安全建设的新思路。

1、  前言

RSA 2015 大会的主题是“变革：挑战当今的安全理念”（The 

Change ：Challenges today’s security thinking）。本届会

议主题相当耐人寻味，安全，是要爆发出一场深远的革命么？那么本

次 RSA 大会具体揭示了哪些深远的改变？我们的哪些安全体系受到

了挑战？下文笔者就自己的理解与大家分享针对本届 RSA 会议中这

几个热点内容，期待您的评论。 图 1 RSA 2015 安全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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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改变安全理念和安全防御思维，从城

防转向塔防，创新安全技术，对安全事件及

时响应，阻断攻击者的攻击链（Kill Chain）。

2.2  从硬件盒子到 As-A-Service

新锐安全服务商 Zscaler 的“砸盒子”

表演估计是今年展会最为劲爆的现场活动。

在之前多年的安全实践中，硬件盒子在安全

产品中大行其道，占领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硬件盒子本身并无对错，只是当我们把目光

转向所保护的业务和应用时，却发现它们已

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计算环境角度，早年的中间件、面向

服务架构 SOA，特别是近年来虚拟化和云

计算的普及，数据中心本身和应用计算架构

“焦点”已经逐渐由“硬”变“软”，变得越

来越“虚拟”，正是随着云计算改变了传统安

全产品和安全解决方案，需要利用这些虚拟

化技术使得“设备”部署变得灵活和弹性；

另一方面，从攻击视角，单体盒子仅仅依靠

规则升级以适应现在如潮水般的安全漏洞和

越来越多的攻击手法，已变得越来越臃肿和

无力。

因此看似琳琅满目、大大小小的硬件盒

2、  随笔

2.1  “The map doesn’t fit the terrain” [2]

所谓“Change”首当其冲是对传统安全的冲击，如考虑安全威胁和防护最基本的出发

点，以及解决安全问题的思路。RSA主席 Amit Yoran 在名为“Escaping Security’s Dark 

Ages”主题演讲中提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创新日新月异，然而安全却处于

黑暗时代（Dark ages of Security），各类安全事件层出不穷。

“The map doesn’t fit the terrain”，当我们使用各种复杂的防御安全机制，也无法阻

挡恶意入侵，即使是 RSA 公司自身也曾发生过数据泄露事件，更别说像 Target 等大型公司

的安全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边界变得模糊和脆弱、攻击者使用了未知 0day 漏洞，采用古代

的城堡式的网络安全体系，将重要资产（例如数据中心、企业网等）使用高高的城墙团团围住，

已经不能适应这些新兴变革。一直指引我们做安全的路线图也许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只有从

图 2 Amit Yoran，“Escaping Security’s Dark Ages”主题演讲



9

专家视角

子，构成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在满足用户需

求、适应用户环境上越来越吃力，这一点在

云计算环境下的安全需求和解决方案上显得

最为突出。“吃力”不仅仅是因为技术架构

和集成方面的距离，并且在硬件、软件、服务、

虚拟镜像等的运维、要求的技能、相关配置

变更等流程，乃至采购模式，都不尽相同 [4]。

硅谷安全界明星企业 FireEye 近年使

用虚拟机技术在检测 APT 攻击方面卓有成

效，但也无法解决客户的所有问题。在去

年底 FireEye 提出了 FireEye-As-A-Service 的概念，并在此次 RSA 大会上重点宣传。和

FireEye之前服务最大的不同就是FireEye的技术人员将7×24小时地监控你的FireEye系统，

一旦发现威胁，FireEye 的人员将不再像传统服务那样只是提供建议或电话支持，而是直接

操作你的设备进行响应，并结合技术检测和专家服务，组成技术、专家和智能的闭环。应该

注意，以服务形式提供能力的比重会加大，“硬件盒子”会越来越“瘦”，但“服务”和“硬件

盒子”并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主要是“焦点”的转移。针对已知攻击的快速检测，以及

特定的应用场景下用户侧“盒子”的信息收集与快速防护都是“硬件盒子”与“服务”并存、

相互协同的过程。

图 3 Zscaler 展台的“砸盒子”表演

图 4 FireEye 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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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安全智能、大数据与可视化

安 全 智 能（intelligence）、 大 数 据（big data analytics） 和 可 视 化（visibility & 

visualization）并不是此次大会上提出的新的技术观点。而到这一届，这三个技术词汇几乎

成为所有技术展商的“必备”特性，从移动安全、恶意代码检测、对抗 APT、工业控制系统

安全、到相对传统的终端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等等，无不强调自身所具备

的数据分析和可视化能力，就像算数和几何几乎是所有自然科学的基石一样 [5]。

例如在今年的“创新沙盒”这十家入围的创新公司里，初步统计有 7 家公司都是直接利

用或间接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情报与可视化作为核心竞争力。例如 Cybereason ：基于大

数据分析进行用户行为识别和关联分析来分析企业内的潜在数据窃取行为；FortScale ：以

色列的安全技术服务商，通过大数据、安全情报，为企业客户提供用户行为和大数据分析；

VECTRA ：基于机器学习及大数据分析进行网络攻击检测平台研究；SecurityDo ：基于大

数据分析的安全事件管理；Ticto ：可视化身份认证；SentinelOne ：下一代的终端防护产品，

提供云情报服务；NexDefense ：通过对工控设备间流量的建模，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来实

现工控异常行为检测。

目前创新公司都在“安全智能”、“数

据分析”和“可视化能力”三个方面大做文

章，期望在火热的安全市场上占领一席之

地；或者是通过与热点技术的结合，以更好

的吸引投资者的眼光。而传统大牌安全厂商

在这些技术的应用上更为广泛，在前文所述

FireEye 公司提出的 FireEye-As-A-Service

的概念，就是通过线上专家服务与线下设备

的有效结合，组成技术、专家和智能的闭环，

以更好的为客户交付安全能力。在漏洞评估

领域的领头厂商 Qualys 此次在 RSA大会上

发布了全新的 Cloud Agent Platform，通过

在本地部署的系统（台式机、workstation、

服务器、虚拟机）、动态云环境（如 AWS、

Azure 云服务器）或移动终端平台（笔记本

电脑）上安装轻量级 Agent，以持续搜集图 5 NexDefense 的演示

图 6 Qualys 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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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整合漏洞数据和合规检查数据，并上传到

Qualys Cloud Platform 以进行更进一步的

分析和关联，并可以将这些数据从Qualys

云平台通过公开 API 传送到第三方工具，如

SIEM、大数据分析平台（Splunk）、help 

desk 系统等。

3、  思考

所谓“Change”，就是重新审视挑战，

寻求新思维和革新。随着计算环境的不断变

化，安全边界的模糊化，以及新的攻击方式

的不断涌现，正印证了Amit Yoran 在主题

演讲中说到的“Taller walls won't solve our 

problem” [7]，以“塔防”角度不断将“城墙”

垒高的安全建设思路已经走到了瓶颈，安全

建设的实践必须发生改变。

首先，从近年的安全实践来看，威胁情

报（Threat Intelligence）已经是非常重要

的一环。通过威胁情报，也即在第一时间了

解自身信息资产所面临的新漏洞（老漏洞新

攻击方法）、新攻击工具和方法、威胁环境

变化等，这是安全活动和决策的重要依据。

2014 年，Fortinet、Intel Security、Palo 

Alto、Symantec 等安全公司构建了工业界

第一个网络威胁联盟（Cyber Threat Alliance），分享相关的威胁情报，全面提升威胁态势

感知能力 [8] ；Novetta、Bit9、Cisco、FireEye 等安全公司和网络服务提供商也组成了网

络安全联盟（Cyber Security Coalition），进行知识与技术分享、提高安全认知、政策建议

等内容，以更有效的打击网络犯罪 [9]。在这里笔者期望我国安全业界能够尽快建立行之有

效的网络威胁情报联盟，通过网络安全从业者、最终用户、安全企业、国家机构一起构建

良好的信息安全生态圈，真诚分享相关威胁情报，达到多赢的目的。

其次，全新的安全实践要求多种不同职责、不同技能的团队依托多种系统和情报密切

图 7 智能协同和安全闭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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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利用自动化的设备将安全风险降至最低。从用户业务角度出发，

通过“云”、“设备”、“人”的线上线下协同工作，构建一体化解决方

案，以实现安全闭环，可参见第 11 页图 7。在这里“云”代表着线

上，包含威胁情报、远程线上服务、弹性密集计算、大数据分析能力。

可以分成面向安全能力的“公有云”和“私有云”，围绕着用户端的业

务场景，双方之间通过威胁情报及安全策略的数据交互与共享，以

实现用户端最有效的安全管理策略、风险度量、应急预案与攻击溯

源的可视化。在这里“设备”意味着分布、线上或者客户侧的远端引擎，

需要注意“云”与“设备”并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不同的应用场景中

所需的不同方式。针对已知攻击的快速检测，以及特定的应用场景

下用户侧“盒子”的样本数据、设备信息收集与自动化防护都是“设备”

与“服务”并存、相互协同的过程。“人”代表着专家、专业领域知识等，

在云端的安全专家以及客户侧的运营专家，双方配合以实现面向安全

架构设计、决策、取证、威胁根源分析等工作内容，并且有效的使用

安全设备，赋予设备更“智能”。通过“人”、“设备”与“云”端的配合、

信息共享、威胁情报交换，并以此转化为“设备”自动化的检测和防

护手段，可有效地实现安全事件从预警、响应、检测到防护的闭环，

快速提升在大规模安全应急响应的能力。

从以各种单体的检测、防护的“城堡”体系，到以大数据、互联

为基础的“Threat Intelligence”，其实就是从攻击对抗的角度不断

的进行改进与演化。在不断变化的计算环境和越来越复杂的网络体

系中，“Change”将会始终贯穿于安全行业的发展，专业化、系统化、

智能化等越来越关键，大规模的安全情报系统和专家社会网络系统

相互融合，通过“云”、“设备”、“人”的线上线下协同工作，构建一

体化高效、智能的解决方案，将会成为网络安全建设新的思路。

限于笔者学识和所掌握信息，难免挂一漏万，请各位读者明察

指正。

4、  致谢

感谢此次 RSA 会议同行，并提供素材、观点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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