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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周边暴露 
以及处理方式
某些类型的攻击简单并且易于理解。电子邮件钓鱼试图欺骗用户打开链接或输
入其凭据。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使网站流量过大，导致真正的通信无法流通。

其他网络攻击的理解难度更大。暴露的详细信息会对攻击的难易度和影响的性
质产生很大影响。在本白皮书中，我们将重点介绍五种最常见的周边暴露，并
讨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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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保护您的攻击面应该以数据驱动的方法开始。有很多有用的信息详
细说明了攻击者如何在互联网上搜索易受攻击的系统。最重要的一
点是，虽然互联网看起来很大，但从攻击者的角度来看，它实际上
非常小。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任何人都可以在整个互联网上
获得含有每个给定类型暴露系统的列表。

在一个实验中，Cortex® Xpanse™ 设置蜜罐来查看是谁在扫描互
联网。图 1 显示，不同威胁执行者获取数据的策略有所不同。有些
只在 HTTPS 上扫描（仅限 Web），有些则在一周内通过交替扫描
端口来获取更多数据（交替）。其他人则“扫荡”互联网，随时扫
描所有人的一切（扫荡）。

这些行动带给他们大量的数据，但也可能有很多无用信息，并因此
而得到消息块列表。这么多人都在浏览互联网，始终有人在等待新
设备暴露。

Xpanse 还分析了攻击者在寻找什么。图 2 显示了 WannaCry 和 

NotPetya 暴发前后一段时间的情况。近 50% 的扫描流量利用这些

漏洞的传播机制寻找开放端口上易受攻击的服务器消息块 (SMB) 实
例。Telnet 也是受黑客欢迎的目标，其次是数据库暴露。

攻击者不仅仅关注注册范围来查找暴露的设备；他们也以云为目
标。许多企业不知道他们的资产在云环境中的位置，导致更多的意
外错误配置和暴露。

当一个系统被公开时，被人发现只是时间问题。影响可能包括网络
入侵、业务中断、数据丢失或失窃，以及声誉受损。过去几年中一
些最为著名的泄露事件都是通过这些暴露的系统发生的。

暴露
一些最常见的暴露也是最简单的。当不安全的系统向公众开放时，
攻击者不需要零日漏洞即可进行攻击。对以下暴露进行优先级排序
可以有效帮助您确保网络和数据保持安全。

图 1：攻击者的互联网扫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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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远程桌面协议 (RDP) 是一种基于 Microsoft 的服务，允许用户远程
连接和控制计算机。它提供屏幕共享，即使您人在远端，也如同坐
在电脑显示器前一样。

RDP 是一个有用的程序，但它在设计时从未考虑面向公众。不幸的
是，为了完成业务，用户通常会通过 RDP 开放计算机，或者在端点
防火墙配置错误时错误地暴露笔记本电脑。

RDP 是勒索软件的最常见入口之一。一些变体专门针对 RDP，包括 

SamSam、CRYSIS 和 LowLevel04。识别暴露的 RDP 实例的攻
击者可以访问登录屏幕，从而发起暴力密码猜测攻击。如果密码很
容易被猜测到，攻击者就可以访问用户的帐户。

LabCorp 由于 RDP 勒索软件遭遇了一次重大的业务中断事件，影
响了 7000 个系统和 1900 台服务器。1 对其他企业的影响可能更
大，具体取决于暴露的系统及其在内部传播的情况。

远程桌面协议
您可以采取的措施

企业可以使用多个分层控制措施来保护自己：

�✓��禁止 RDP 面向公众。通过计算机硬件设计和端点防火墙在端
口/协议级别加以阻止。

�✓�强制实施登录尝试锁定。

�✓�考虑使用多因素身份认证，甚至包括用户工作站。

RDP 暴露对于企业来说很难自行检测，因为当 IT 资产配置错误
且处于 IT 员工定期监控的核心网络之外时（如员工在咖啡馆和
会议室工作时），RDP 暴露经常会发生。因此，只有整个互联
网的 RDP 发现方法才能确保企业没有公开此类服务。

1.  “LabCorp 仍在从勒索软件中恢复，毫无疑问这都归因于 SamSam”，医疗保健 IT 新闻，2018 年 7 月 20 日，
https://www.healthcareitnews.com/news/labcorp-still-recovering-ransomware-wont-say-if-its-samsam.

图 2：互联网扫描者流量 - 按端口的相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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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net
问题

Telnet 是一种未加密的远程访问协议。它有点像没有桌面界面的 

RDP，使用的是终端命令。Telnet 是一个非常陈旧的协议，现在没
有实际使用价值。

它是未经加密的，这意味着通过它输入的任何密码或命令都以明文
形式发送，并且可以被攻击者截获。如今，即使是 Telnet 的替代品 

SSH 在大多数企业中也禁止公开。

由于 Telnet 过于陈旧和不安全，以致于随着时间推移它成为遭遇扫
描最多的协议之一。它经常被用来感染僵尸网络中使用的设备，并
导致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互联网攻击。除了通过网络嗅探提交给 

Telnet 服务器的明文凭证的风险外，Telnet 软件实现在设计时没
有考虑安全性，并且经常包含可利用的漏洞，使 Telnet 成为一个容
易被利用的载体，恶意行为者可以从该载体执行从互联网到内部网
络的横向移动。

您可以采取的措施

各企业必须禁止从公共互联网访问 Telnet（或任何其他未加密的远
程访问服务）。如果必须运行传统的 Telnet 服务，应使其只能在分
段的内部网络上供访问，并且需要来自其他设备的强身份验证才能
连接到该网络。

由于 Telnet 经常与旧系统相关联，因此不要仅将发现和检测工作重
点放在发生正常日常 IT 操作的网络上，还要放在网络中鲜为人知的
部分，例如 ISP 为您的地区办事处提供的设备。

此类系统在资产管理系统中经常被忽略，并且经常包含错误配置，
使其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恶意行为者用于获得您网络访问权限
的理想目标。

暴露的数据库
问题

由于云服务的便捷和廉价，各企业正越来越多地使用基础计算资
源。遗憾的是，这也导致了数百万个不安全的数据库。开发人员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拿出信用凭证，在 IP 空间中建立一个数据
库，而这个数据库并非由其企业拥有或监控。测试数据库应该使用
测试数据，但通常使用的是生产数据。在没有其他控制或保护措施
的情况下，大量数据可能在几分钟内就遭遇暴露。

数据库服务器通常不应连接到公共互联网。保护它们一直以困难
著称，甚至允许数据库可查询也有风险。数据库的安全性很难得
到保证，这使得它成为黑客们的巨大目标。攻击者不需要渗透网络
并寻找数据，而是由数据库服务器为他们预先打包所有有价值的数
据。2018 年，云环境中暴露的数据库服务器导致数十起数据泄露
事件。

您可以采取的措施

各企业应该禁止从公共互联网访问数据库服务器。搜寻 SQL 数据库
（如 MSSQL、MySQL、Postgres、MongoDB、Elasticsearch 

和 memcached）的强大发现程序至关重要。发现攻击者已经在搜
索的内容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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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的工程系统
问题

开发人员和工程师往往专注于完成任务，有时会在不知不觉中以牺
牲安全性为代价。在核心网络上，验证是否遵循策略已经十分困
难，但如果员工可以在公司环境之外启动自己的基础设施，几乎无
法进行检测。

暴露的工程系统可能会带来许多风险。开发、筹划和 QA 环境通常会
短暂暴露以进行测试，并且应该在几个小时后离线。它们通常未包
含在漏洞扫描或补丁管理中，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得到专门管理的。
然而，这些资产往往被遗忘，然后这种状况持续数月甚至数年。由
于未对其进行主动监控或管理，因此在有新的漏洞时，它们可能会

受到攻击。此外，这些系统一开始通常不按照生产安全标准进行部
署或配置，并且可能包含仅用于测试和集成用途的敏感数据，但随
后意外地留在机器上，从而使该类数据处于泄露风险之中。

您可以采取的措施
各企业需要对其连接到互联网的所有内容进行例行发现和监视。以
外部视角去观察，就像攻击者一样，可以发现从里面看很正常，但
从外面看却存在巨大漏洞。测试、开发和筹划环境应位于防火墙后
面，并且仅在所需的短暂测试期间公开。

证书问题
问题

保持证书安全是良好网络安全的基本原则之一。尽管如此，证书问
题在大型和小型企业中仍然非常普遍。过期、自签名或使用不推荐
的签名算法的证书都为攻击者找到未受监控且可能未受保护的系统
提供了可乘之机。

就其本身而言，保持证书安全有时被一些 IT 员工认为仅仅是一个 
“环境卫生问题”，不是值得关注的事务，也不是最迫切需要解决
的任务。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这样，但在许多情况下，证书安
全状况不佳是给定系统上更大问题的主要指标（对于 IT 员工和潜在
攻击者而言）。

例如，过期证书本身不一定是很大的安全风险，但在许多情况下，
它可能与其他更为严重的安全问题相关联。如果证书已过期多年，

则该证书所在的系统很可能未得到良好管理。如果证书已过期两年
且没有更新，则可能未应用安全补丁，软件也可能没有更新。攻击
者使用证书问题作为设备安全性的指示。

您可以采取的措施
任何过期、自签名或使用非建议算法的内容都应该让 IT 人员知情，
即便它们不是业务关键型系统的一部分。

由于浏览器警告，用户甚至通常无法访问这些系统。如果它没有安
全的证书，则不应面向公众，而应该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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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如今，许多数据泄露和黑客攻击的背后并不是最先进的漏洞利用或
零日攻击。相反，更多的是基本安全失误导致了许多严重事故。保
持基本有序和最小化攻击面是确保企业安全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Xpanse 能发现未知设备及其通信内容。我们专门追踪互联网上的
恶意设备，以便对其采取措施。有了 Xpanse，您可以随时监视全
球分布的整个网络，确保没有任何可疑之物漏网。在别人侵犯周边
之前，率先加强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