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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经理攻击面管理指南
攻击面管理 (ASM) 这一概念并不新鲜，但企业和漏洞经理 (VM) 应该采用新的
方式看待其攻击面。传统上，IT 部门从内到外观察企业的攻击面，提出诸如“连
接到更广泛互联网的资产是什么？”以及“我们检测和响应的平均时间是多
少？”之类的问题。

不管怎样，随着远程工作和向云端的数字化转型的兴起，这种攻击面的看待方式
已经不再适用。员工和工作分布在不同的地理位置，新的云资产可以在几秒钟内
生成。

漏洞经理不应从内向外观察企业的攻击面，而应从外向内进行观察，提出诸如 
“有多少未知资产连接到了我的网络？”以及“我对可能使我的企业面临风险的
每项资产进行盘点的平均时间是多少？”之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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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攻击面管理？
攻击面如同流沙。面对多云、私有云和公有云，通过并购 (M&A) 继承资产，从供应链合作伙伴以及远程工作人员
获得访问权限所形成的复杂局面，IT 专家不可能独自包揽一切，跟踪所有资产及其负责人。

此外，传统的漏洞管理实践已无法满足当前的需要，原因有两点。首先，扫描程序所查看的内容可能因产品而异，
可能无法涵盖所有风险。其次，漏洞扫描功能只能与企业用作扫描基础的资产清单搭配使用，因此不会扫描任何未
知资产，所以风险问题仍然存在。

ASM 将所有这些都考虑在内，提供连接到企业网络的所有资产的完整清单，包括 IP 地址、域、证书、云基础架构
和物理系统；并且可以突显由于配置错误而导致的潜在暴露风险。

ASM 必须以互联网的速度和规模不断发现、识别和降低所有面向公众的资产中的风险，无论这些资产是在本地、
云中，还是由子公司和关键供应商运营。

在 2021 年 5 月、6 月和 7 月，《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洞察》对负有技术决策责任的高管进行了调查，发现 50% 的
企业有过未知或未受管理资产遭受网络攻击的经历，另有 19% 的企业预计将遭受网络攻击。1 漏洞经理无法避免的
网络安全问题在于：您无法保护不了解的事物。

它如何发挥作用？
传统上，绘制企业网络上的资产图是一项高度人工化且容易出错的任务。Cortex Xpanse 客户发现的资产数量比
他们之前跟踪的资产数量多出 35%。这说明存在很多未知资产，但也表示面临着 CXO 及其董事会都清楚的风险：
您无法保护不了解的事物。

攻击者可以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扫描整个互联网以搜寻易受攻击的系统。因此，防御者必须跟上节奏并确保其
平均盘点时间 (MTTI)—即清点所有已知和未知易受攻击资产所需的时间—要比攻击者的 MTTI 更短。

首先，扫描整个 Ipv4 空间以查找连接到企业网络的资产，并确定哪些资产需要修补，哪些资产有不安全的远程
访问实现、暴露的数据库或其他风险。当发现以前未知的资产时，应自动向负责保护该资产的 IT 团队或个人发
送通知。

ASM 流程还应侧重通过突显最具紧迫性的风险和暴露问题，并高效处理警报来减少漏洞经理的工作量。ASM 与安
全编排、自动化和响应（如 Cortex XSOAR）相结合，可为自动归因以前未知的资产并将警报传送给相关利益相关
方以实施补救措施带来宝贵的价值。

立即管理攻击面
传统的资产盘点方法需要手动操作，不仅速度缓慢，而且容易出错。由于漏洞经理缺乏对企业外部攻击面的可视
性，并且只能扫描特定 IP 范围，因此其行动会受到限制。更糟糕的是，资产盘点一般是在每年红队演习或渗透测
试期间建立的，这意味着盘点清单通常已经过时了。在如今这个几分钟内便可创建云资产的环境下，过时的盘点基
本上是毫无用武之地了。

此外，在云中使用传统的虚拟机解决方案也会面临失败的情况，因为大多数虚拟机扫描程序都是基于 IP 的，而云 

IP 是不断变化的。《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洞察》对 700 名高管开展的调查显示，如今企业有超过 50% 的 IT 资产都
已迁移到云中，而且随着办公模式向远程办公转移，此数字正在急剧增加。2 在面对云环境时，企业当前对其虚拟
机基础架构的投资并未得到充分利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企业可以提取由 ASM 解决方案发现的全面且连续的资
产列表，以提高其虚拟机解决方案的云扫描准确性，同时保护其已知和未知云资产的安全。

1. IT 安全行业颠覆者，《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洞察》，2021 年 9 月 8 日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1/09/08/1034262/a-game-changer-in-it-security/。

2. 同上。

https://start.paloaltonetworks.com/asm-game-changer-in-security-operations.html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1/09/08/1034262/a-game-changer-in-it-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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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不完整和已过时的盘点时，无法确保风险以适当的优先级得到处理。修复工作一旦开始，仍然需要高度依赖
手动操作，包括确定资产所有者、它们是否具备修复问题的能力，以及修复工作是否会影响业务。

但是，我们大可不必使用这种方法。

运用正确的方法管理攻击面
借助 Cortex® Xpanse™，企业可以获得所有互联网资产的综合盘点清单，这一清单会随着新发现的资产和现有资
产的变化而不断更新。此盘点数据包含有关资产所有者、风险优先级（包括对优先处理风险原因的描述）以及与 

Cortex XSOAR 等工具集成以自动处理警报的信息。

可以跟踪风险资产从发现到修复的整个过程，从而衡量、报告和改进安全流程。

指标和行动
Cortex Xpanse 开展的调研显示，在 CVE 披露之后，威胁执行者可以做到每小时甚至更频繁地进行扫描（在 15 分钟
或更短的时间内），以便盘点易受攻击的互联网资产。而与此同时，全球企业平均需要 12 小时来找到易受攻击的
系统，而这还是在假设企业知晓网络上所有资产的前提下。

当然，漏洞经理也需要时刻警惕最新的零日攻击，因为恶意攻击者的行动速度非常快。Xpanse 发现，在 2021 年 

3 月高调公布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和 Outlook Web Access (OWA) 漏洞后仅五分钟的时间，就开始了大
规模扫描。

RDP 服务器 31.64%

扫描到证书时过期 12.16%

构建控制系统 12.09%

数据存储和分析 8.34%

嵌入式系统 5.18%

网络和安全 4.96%

未加密登录 4.61%

自签名证书 2.63%

Telnet 服务器 2.62%

不安全的 Microsoft IIS 服务器 1.72%

Rpcbind 服务器 1.56%

SMB 服务器 1.22%

未加密的 FTP 服务器 1.12%

NetBIOS 名称服务器 0.77%

SIP 服务器 0.73%

过时的 NGINX Web 服务器 0.71%

其他 7.94%

图 1：主要安全问题普遍性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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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速度如此之快，平均检测时间 (MTTD) 和平均响应时间 (MTTR) 不应该是漏洞经理的主要关注点，因为它
们假设会发生违规情况。更不用说在处理未知资产时，MTTR 的价值实际上是无限的。降低企业的 MTTI 重点在
于发现漏洞和风险的速度，确保提供全面的攻击面盘点并彻底阻止漏洞的出现。

除了引发众人关注的零日漏洞之外，ASM 还应该协助漏洞经理解决多年来一直困扰人们的安全问题，例如暴露的
远程访问协议和过期的证书。Xpanse 研究还发现，79% 的严重安全问题都在云中，其中最突出的安全问题是暴
露的 RDP。

RDP 等常见协议的暴露是攻击者（尤其是勒索软件团伙）的主要目标。Palo Alto Networks 威胁研究团队 Unit 

42 发现，在所有勒索软件攻击中，有一半攻击的初始攻击载体是 RDP。在整个疫情期间（2020 年第一季度至第
四季度），所有云提供商的 RDP 暴露风险增加了 27%。

攻击面风险正在成倍增加，因此需要一个全面且持续更新的互联网资产记录系统。

一旦您接受这一事实并开始努力制定攻击面管理计划，前方的道路就会变得清晰起来：

• 为所有连接互联网的资产生成一个自动化且不断更新的单一可靠信息来源。

• 停用或隔离不需要面向互联网的资产以减少攻击面。

• 发现并确定所有已知和未知资产的帐户所有者。

• 查找所有暴露风险 - 漏洞、过期证书、不安全的远程访问协议等。

• 使用高质量的安全编排、自动化和响应 (SOAR) 平台自动进行风险修复和报告。

• 随着攻击面的变化，继续监视、发现、评估和抑制风险。

攻击面在不断演变，云基础架构也在不断变化。企业需要一个自动化的攻击面管理解决方案，由该解决方案提供其
面向互联网的全球资产和潜在错误配置的完整、准确清单，以不断发现、评估和降低攻击面上的风险。

更多调研
有关全球威胁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attacksurfacetop10.com 或下载 2021 年 Cortex Xpanse 攻击面威胁报告和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洞察》的“IT 安全行业颠覆者”。

https://www.paloaltonetworks.com/resources/research/2020-unit42-incident-response-and-data-breach-report
https://attacksurfacetop10.com/
http://start.paloaltonetworks.com/asm-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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