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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应急响应的新常态 
研究院  赵粮

新一代威胁不仅传播速度更快，其所利用的攻击面也越来越宽广，可以覆盖移动、桌

面、网络、Web 和各种应用、社交网络等。这样，一方面留给应急响应的时间窗口越来越小，

另一方面应急响应所需的威胁知识、专业技能、技术手段等却不断增加。专业化、系统化、

自动化等越来越关键，大规模的安全情报系统和专家社会网络系统相互融合，“天地人机”

协同作战将会成为网络安全应急响应的新常态。

1、  应急因为有“急”

近
年以来，高等级的安全应急响应活

动越来越频繁，图 1 是 2014 年发生

的心脏滴血、破壳、沙虫、Poodle 等几次

重要应急响应事件的时序图。 一方面因为对

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追求，开源和商业组件

获得更大规模的应用，导致任何一个底层组

件出现重大安全漏洞都会影响数千万甚至数

亿设备和用户；另一方面国家网际空间安全

能力的争夺导致漏洞挖掘和利用能力的研究

不断深入，更新的挖掘和利用方法被发掘出

来。相信这个趋势在可预测的时间内还将继

续发展。 

当一个严重漏洞，尤其是某种新的利用

工具（POC）被披露后，通过各种社交网络

图 1 高等级安全应急响应活动在 2014 年不断出现

和网络媒体，在小时级的时间尺度上将会获

得迅速传播， 响应的攻击行为迅速增加。图

2 是在心脏滴血漏洞利用披露后 IBM 监视到

的网络攻击行为。可以看到 4.7 披露，4.10

日开始有大规模攻击，然后高位持续了10

天左右时间。换句话说，72 小时更像是安

全应急响应的“黄金时间窗口”， 在这个时间

内成功完成响应活动，将会有更大的概率避

免被“攻陷”。

图 2 漏洞披露 72 小时后攻击事件迅速增加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前从整个网络

角度看， 安全应急响应的时效性（也直接影

响了有效性）很不理想。 图 3 显示在心脏滴

血漏洞披露 72 小时时，国内网站修复比例

只有 18% 左右，换句话说，有 72% 的网站

依然处于“脆弱性”状态，暴露在已经非常

活跃的网络攻击之下。

这给了我们启发和思考。 大规模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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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响应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于国家整体、或某个地区、某个

行业而言， 其成功与否，或整体的安全性，并不只取决于少数安全

专家“高精尖”的技术研究活动；及时有效地大规模实施一系列“响

应”活动、从而获得（或者恢复保持）整体安全性的战略动员和自动

化部署能力，可能更为关键。

 2.1  洞悉敌情

从近年的安全实践来看，威胁情报（TI）或网际威胁情报（CTI）

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洞悉敌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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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敌情”发现后，安全专家就其原理、影响进行分析复现， 

研究其检测和防御方法，判定是否需要启动紧急“响应”，推荐适当

的“防御”活动。因为所有的“防御”活动都意味着成本， “时效性”

要求本身也意味着额外的成本。“不惜一切代价”“消除所有漏洞和

威胁”“确保万无一失”是口号，而不是真正的战斗。

2.2  武器到位

掌握威胁情报并及时研究出有效的防御方法只是“长征”的第

一步，将相应的“防御”方法及时有效地部署并使之产生最终的“防

御”效果是个更大的挑战，这个过程就是“武器化”的过程。这里

的武器包括用以沟通动员的各种分析报告、通告、微博、微信、短信等，

用以升级安全系统的各种补丁、插件、规则、快速 App 等，用以指

导系统管理员进行手工操作的快速判断方法、检测方法、修复和规

避方法等。

2.3  大规模服务能力

在小时时间尺度内，对成千上万的设备系统等进行安全升级和

修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应急响应可能需要业务中断、额外

的资源投入（例如加班）、以及相关联的其它业务延迟等。因此，大

规模的安全应急响应首先应该取得管理层、业务部门等的理解和支

图 3 漏洞披露 72 小时时的漏洞修复率情况 

图 4 有效应急响应的成功要素

2、  有效应急响应的成功要素

图 4 是笔者尝试对大规模应急响应活动建立的一个工程模型，

用以识别其中的关键成功要素，从而能够对国家、地区、行业、大型

企业组织等层面的应急响应活动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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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需要将“急”和“后果”讲清楚， 需要有

良好的可视化和沟通能力。

战略动员能力是指整个组织范围内调动

各种资源（人、物、财、信息等）、在非常有

限的时间内达成应急响应目标的能力。安全

团队需要通过沟通提高管理层对网络安全应

急响应活动的重视，以及网安团队自身在组

织内的影响力、部署能力等。 

形成决策后，有必要系统地使用社交网

络技术以提高沟通效率、组织动员“应急响应”

团队、发布指令、同步各种响应活动的信息等。

通过不同形式的“软件定义”架构，逐

步建设大规模的自动化部署能力，例如规模

化地升级系统配置、对系统服务进行重新编排。

此外，线上线下（O2O）安全专家的互

动在安全应急响应活动中也非常重要。“线

上”或“云中”掌握最新的威胁情报和全局

动态，“线下”拥有第一手的数据和实际操

作能力，例如实际业务影响判断、现场取证

分析等。将线上线下能力“集成”起来、相

互补充才是最有力的战斗。

2.4  监视和闭环

监视和闭环是指监视“急”和“应急”

活动的最新进展，并对“应急”活动的效果

进行评价，以便针对性的相应调整。监视和

闭环需要大范围的数据获取能力和处理分析

能力。

3、  应急响应的能力建设

从上面的要素中可以看到，能够成功的

实施应急响应，都关乎到应急响应的能力建

设。2014 年，工信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电信

和互联网行业网络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

意见明确指出，需要提升突发网络安全事件

应急响应能力，制定和完善各单位网络安全

应急预案，健全大规模拒绝服务攻击、重要

域名系统故障、大规模用户信息泄露等突发

网络安全事件的应急协同配合机制。

其中无论是洞悉敌情、武器到位，还是

大规模服务能力及监视闭环，都需要一个多

方参与的生态链才能共同打造完成，这里面

需要用户单位、主管单位、行业机构、安全

服务商、产品供应商等多种角色进行协作。

我们作为安全服务商及产品供应商，长年关

注威胁情报 TI 获取，并着力完善应急响应

体系建设及能力提升。

我们的威胁情报服务体系包含了威胁监

测及响应、数据分析及整理、业务情报及交

付、风险评估及咨询、安全托管及应用等各

个方面，涉及研究、产品、服务、运营及营

销的各个环节，覆盖了有效应急响应的各个

要素，这些要素让绿盟科技得以不断提升应

急响应的能力。其中：

全球客服中心（Service）: 结合在全球

设立的多个分支机构，覆盖美国、日本、英国、

荷兰、新加坡、澳大利亚、马来西亚、韩国、

阿联酋、中国香港等多个国家与地区，能够

在客户面临紧急安全事件的时候，及时响应

客户的请求。

威胁响应中心（Response）: 实时监控

互联网安全威胁，并形成闭环跟踪，用户可

以在第一时间通过各服务通道获知并接收到

这些威胁情报。

云安全运营中心（Operation）及云端

客户自助系统（portal）: 让用户在安全事件

发生时，尽快在线进行安全威胁检查，从而

获得及时的安全威胁应对方法。

互联网广谱平台（Broad Spectrum）: 

收集、分析及可视化呈现各类互联网安全威

胁数据，通过这些可视化的数据，可以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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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的描述当前事件发展态势。

产品在线升级系统（update）: 用户可以

在紧急事件发生后的 1天内获得产品升级包。

攻防研究团队（Research）: 与各行业

各领域的组织充分协作，深入分析各类安全

事件，并长年跟踪研究威胁发展态势，用户

及社会各界可以通过研究报告，为提升自身

的应急响应能力获取理论及数据支撑。

无 独 有 偶， 在 今 年 RSA 2015 的

三大主题中也提到了威胁情报（Threat 

Intelligence），正是基于这个“知道”的前提，

才能实现有效的应急响应，才有可能让安全

实现智能（Security Intelligence），进而有

能力应对高级威胁（如 APT），未知攻焉知

防？这里也充分体现了一个快速响应能力的

建设问题。另一方面，在与历届 RSA 与会

者的交流中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用户从

关注已知威胁过渡到针对未知威胁的预警及

防御，而这一能力也需要基于威胁情报的不

断积累，并结合大数据分析、多组织协作等

方式方法，进而将之变得稳定可用，才有可

能从已知向未知的跨越。

所以，在如今安全事件日益趋向 0day，

日益趋向高级的大环境下，应急这个“急”

显得尤为重要，那么确定应急响应中的成功

要素，不断建设及提升应急响应的能力，应

该成为各单位及组织安全工作的新常态。每

一次的“应急响应”活动都是对安全组织的

一次考试。获取敌情、武器到位、大规模“服

务”、监视和闭环等要素活动，也将不断对

安全组织的应急能力提出挑战。

4、  新常态

如前所述， 成功的安全应急响应要求多

种不同职责、技能的团队依托多种系统和情

报密切协同，如图 5 所示， “云地人机”代

表着四大类基本资源要素，类似于安全应急

响应的“风林火山”。

图 5 安全应急响应活动中的四方协同

 “云”代表着线上、集中远程提供服务、

弹性密集计算、大数据能力等；“地”意味

着分布、线下或线上的远端；“人”代表着专家、

专业领域知识等；“机”意味着系统、设备、

代码、自动化等。 “云”中有“人”、有“机”，“地”

同样也有“人”、有“机”。 “云地”配合意味

着线上线下、集中与分布的协同；“人机”配

合意味着“机”需要面向安全决策、安全专

家 Drill Down、取证、根源分析来设计建设、

安全专家需要有能力掌握有效使用各种安全

系统等。 “云”专家和“地”专家需要闭环，

“云”设备和“地”设备也需要闭环，机 - 机

结构化信息交换、人机信息交换和可视化、

人 -人之间的信息同步等是“闭环”的重要

基础机制。这两年来，以 STIX 为代表的机

器可读威胁情报交换技术在美国获得了迅速

发展，表明美国政府和工业界在大规模安全

应急响应能力方面的快速提升。

笔者希望本文提出的四阶段应急活动、

四类应急协同资源等可以为不断出现的大规

模安全应急响应活动提供一个简单的参考模

型，得到同行专家和各位读者的讨论和批评

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