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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网络钓鱼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存在，可以将其合理视为一种“经典”的黑客工具。这个词是由黑客创造的，
因为他们的活动与引诱 AOL 用户分享其密码和帐户信息有关。与所有经典黑客工具一样，作为一种对网络犯罪分
子来说有利可图的技术，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且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复杂。2021 年 Ponemon 网络钓鱼成本
研究表明，网络钓鱼的平均成本从 2015 年的 380 万美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1480 万美元，增长了两倍多。1

该研究还发现，员工工作效率降低是网络钓鱼成本增加的重要因素。作为在 
SOC 任职的安全运营事件响应者或安全分析师，这个数据点对他们而言可能
不足为奇。网络钓鱼响应工作流包括与清理受感染系统和进行事件调查相关的
多项耗时任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文档和最终用户通信（以及意识教
育）。Ponemon 发现，解决恶意软件感染问题的成本是网络钓鱼总成本的两
倍之多。

部分成本是由于勒索软件造成的业务中断而产生的。众所周知，网络钓鱼是引
发勒索软件攻击以及导致其他重大漏洞的常用途径。我们会在勒索软件入侵后
响应必读指南中更详细地介绍勒索软件响应这一话题。

您的自动化策略：一些注意事项
开始自动化旅程之前，我们建议您考虑以下问题：

•  识别重复性任务：当前的手动流程有多繁琐？手动干预有多重要？人们是否经常以相同的方式执行此任务？您的
安全分析师是否能够有效利用他们的时间？您的团队是否需要接触此任务，或者只需执行基本的数据收集工作？

•  快速响应：企业快速响应有多重要？通过自动化可以节省多少时间？目前，响应是否由于缺乏资源而发生延迟？
当前的手动流程是否满足所需的服务级别协议？

•  跨多个组件集成：此操作涉及多少个不同的系统？有多少团队负责提供解
决方案？要熟练使用各个系统，需要具备什么水平的专业知识？安全分析
师是否具有访问所需系统的适当权限？数据的格式是否正确且能够跨系统
兼容？

•  减少错误：当前的手动流程是否容易出错？人们能否始终如一地遵循流程？
是否可以在单个系统中访问所有数据？

网络钓鱼调查和响应
网络钓鱼事件响应是自动化的典型代表，原因有以下几点。网络钓鱼事件可能会频繁发生，需要快速响应。响应工
作流相对简单且可重复。如上所述，捕获情报、评估情报以及跟踪和清理受感染系统及最终用户通信的成本很高。

因此，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以下使用 Cortex® XSOAR 的自动化场景。

您的 SecOps 团队在电子邮件系统中设置了一个网络钓鱼邮箱，他们使用 Cortex XSOAR 对该邮箱进行监控，并
要求用户将所有可疑的网络钓鱼邮件转发到该邮箱。用户已转发一封此类电子邮件。或者，您可能正在使用网络钓
鱼检测工具，此工具随后会将警报发送到 Cortex XSOAR 以触发一系列自动化响应。

去年勒索软件的平均总成本为 566 万美元，来自网络钓鱼
的勒索软件攻击的平均百分比为 17.6%。

– Ponemon 2021 年网络钓鱼成本研究

1. “2021 年网络钓鱼成本研究”，Ponemon Institute，2021 年 6 月。

自 2015 年以来，网络钓鱼的成本增长了两倍多。网络钓
鱼的年均成本已从 2015 年的 380 万美元增加到 2021 年
的 1480 万美元。

– Ponemon 2021 年网络钓鱼成本研究

https://www.paloaltonetworks.com/blog/2021/06/cortex-xsoar-nobelium-spear-phishing/?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253A+PaloAltoNetworks+%2528Palo+Alto+Networks+Research+Center%2529
https://start.paloaltonetworks.com/cortex-xsoar-essential-guide-to-ransomware
https://start.paloaltonetworks.com/cortex-xsoar-essential-guide-to-ranso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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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收到新的电子邮件或网络钓鱼警报时，Cortex XSOAR 会将其作为事件检索并创建事件。作为事件响应的一部
分，Cortex XSOAR 会自动执行剧本以分析电子邮件，也可以选择在电子邮件中包含网络钓鱼或恶意软件内容时
自动响应。Cortex XSOAR 通过检索最终用户转发的原始邮件来开始进行基本分析。除了提取电子邮件标题（包
括网域和 IP 地址指示符）外，此分析还将提取 URL 指示符。为了确定未知 URL 指示符是否是恶意的，Cortex 
XSOAR 将其提交至 WildFire。WildFire® 是 Palo Alto Networks 的一项云服务，可分析文件和电子邮件链接以
检测威胁。您可以将任何首选恶意软件分析产品与我们广泛的开箱即用集成搭配使用。分析完成后，在采取任何进
一步操作之前，指定的 SecOps 分析师将使用 Cortex XSOAR 审核 Cortex XSOAR 自动收集的攻击信息。

自动响应选项
如果您希望 Cortex XSOAR 根据结果采取操作，此自动化场景中包含一些高级选项。第一个选项是在电子邮件
系统中搜索原始邮件的所有收件人，如果分析确定邮件包含恶意网络钓鱼 URL，则会将此邮件从系统范围内的
所有邮箱中删除。第二个选项假设贵企业的用户通过 Prisma® Access 连接到网络。Cortex XSOAR 搜索存储在 
Cortex Data Lake 中的 Prisma Access 日志，以确定是否有任何用户试图访问原始邮件中的恶意 URL。如果通

图 1：自动化网络钓鱼剧本（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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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日志确认用户确实进行过尝试并连接，那么您可以向该用户发送通知。您可以使用此信息创建新事件，以便与可
能需要进一步关注的用户进行互动。例如，参加以培养网络钓鱼意识为重点的培训课程或发起对其计算机系统的取
证检查。

Cortex XSOAR 自动化剧本流程：

创建事件后，Cortex XSOAR 剧本会执行自动调查和响应：

• 它将从您的 Microsoft 365（或其他）电子邮件系统中检索电子邮件。

• 从 AutoFocus™ 中访问内容的信誉数据。

• 将邮件正文中包含的任何 URL 提交给 WildFire 以进行恶意软件动态分析。

• 通知案例所有者审核剧本在整个事件中捕获的调查结果。

以下可选任务能够增强基础剧本的功能：

• 您可以修改 Cortex XSOAR 以添加自定义事件字段，使用该字段可汇总多个事件中的网络钓鱼信息。

• 然后，将任务附加到基础剧本中，包括提取特定于事件的数据和填充自定义字段的任务。

• 您可以使用自定义小部件创建自定义报告，这些小部件汇总了从所有网络钓鱼事件中收集的信息。

• 您可以修改基础剧本以添加响应操作。如果已确认网络钓鱼电子邮件包含恶意内容，您的剧本将搜索 Microsoft 
365（或其他）电子邮件系统以识别已收到网络钓鱼电子邮件副本的用户。

• 如果案例所有者批准，剧本会将该电子邮件从系统范围内删除。

• 您可以进一步修改剧本以确定是否有任何用户尝试访问电子邮件中包含的任何恶意内容。此选项假设贵企业使用 
Prisma Access 进行移动用户访问。该剧本在 Cortex Data Lake 中查询与电子邮件中的恶意 URL 匹配的安全
日志条目。如果 Cortex Data Lake 返回任何匹配项，则剧本会向受影响的用户发送通知电子邮件。

利用机器学习训练 Cortex XSOAR
在过去五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对使用 Cortex XSOAR 的安全运营中心 (SOC) 团队已经有非常深刻的了解。我们
首先了解到的是，审核潜在的网络钓鱼事件会耗费大量时间。许多可疑的网络钓鱼事件被证明是误报。

因此，当分析大多数分析师为调查潜在网络钓鱼攻击所做的工作时，我们意识到这对于机器学习 (ML) 来说是一项
传统挑战。这将导致怎样的结果？一种网络钓鱼电子邮件分类器应运而生，旨在帮助企业高度准确地检测恶意网络
钓鱼电子邮件。

以下是我们为使该模型适用于尽可能多的 SOC/SecOps 团队而考虑的一些因素：

• 在调查网络钓鱼事件时，SecOps 团队使用不同的工具和服务来提供有关电子邮件中发现的指标（IP 地址、附
件、URL 等）的丰富数据，以查看是否存在任何恶意内容的证据。作为文本分类器，网络钓鱼分类器提供了额
外的视角，这意味着系统将根据电子邮件的文本对其进行训练。通过学习与网络钓鱼和非网络钓鱼电子邮件对应
的单词模式，此分类器可以预测给定的新电子邮件是否是网络钓鱼电子邮件。因此，可以将它作为现有工具的补
充工具，现有工具通常不考虑电子邮件文本。

• 钓鱼网站分类器的训练是使用企业识别并分类为具有恶意的历史电子邮件完成的。各个企业的网络钓鱼企图可能
有很大不同。因此，根据您自己的电子邮件训练分类器有可能会生成一个针对您的典型网络钓鱼电子邮件进行调
整的分类器，所以会比通用解决方案更准确。

• 网络钓鱼分类器的训练是在您的环境中完成的。我们知道网络钓鱼事件包含敏感数据。因此，我们将网络钓鱼分
类器设计为 Cortex XSOAR 的一个集成部分，这样就无需将您的电子邮件发送给第三方。电子邮件的预处理和
网络钓鱼分类器的训练都在 Cortex XSOAR 中完成，无需任何导出电子邮件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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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使用相对较少的事件来训练网络钓鱼分类器。网络钓鱼分类器是一种深度学习模型。即使仅针对少量事件
进行训练，也可获得一个精确度相对较高的模型。

•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使用网络钓鱼分类器。客户可以选择将分类器的输出作为附加参数提供给人类 SOC 分析师以
供考虑。另一种选择是对分类器预测为高可信度网络钓鱼的事件进行优先级排序。最后一种选择是完全自动化，
即系统可以自动关闭事件，或根据分类器的预测搜索或销毁电子邮件。系统可根据分类器的性能及其对您团队最
有利的方面决定如何使用模型。

您可以在此博客中找到有关网络钓鱼分类器的更多详细信息，还可以从我们的 Cortex XSOAR Marketplace 中下
载网络钓鱼剧本。

为了运行这些剧本，您需要安装 Cortex XSOAR。如果您没有相应的版本，请注册 Cortex XSOAR 社区免费试
用版。

XSOAR Marketplace 中的内容包选择
我们的内容包（含剧本）每两周更新一次，因此，这只是与网络钓鱼调查和响应相关的内容包的快照。我们鼓励您
直接浏览 Marketplace，以便了解您当前在 SecOps/SOC 中使用的产品。

我们的 XSOAR Marketplace 中提供的其他相关内容包（集成和/或威胁情报源）包括：异常安全、Agari 网络
钓鱼防御、Cisco 电子邮件安全、Cyren 威胁情报源、FraudWatch PhishPortal、Google Suite 安全警报中
心、Gmail、GreatHorn、Group-IB 威胁情报、IPQualityScore 威胁情报、SecurityAdvisor、RiskIQ 网络
钓鱼情报源、SlashNext、Trustwave SEG 和 Twinwave。

投资回报率：衡量自动化的成功与否
开启自动化之旅后，您的 Cortex 客户经理可以与您和您的团队一起评估利用自动化获得的效率指标。

准备好立即开始了吗？
查看我们的 Cortex XSOAR 社区免费试用版，并参加我们的网络钓鱼实践研讨会，了解如何编辑我们的剧本。

想了解如何在勒索软件入侵的情况下利用自动化？请阅读我们的同类文档勒索软件入侵后响应必读指南。

表 1：内容包、集成和剧本

内容包 使用的集成 剧本

AutoFocus Palo Alto Networks AutoFocus v2 自动化网络钓鱼调查

Cortex Data Lake Palo Alto Networks Cortex Data Lake 检查 CDL 日志的 URL

Exchange Web Services Microsoft EWS v2 自动化网络钓鱼调查

Palo Alto Networks WildFire Palo Alto Networks WildFire v2 自动化网络钓鱼调查

网络钓鱼活动 邮件侦听器 检测和管理网络钓鱼活动

恶意软件横向移动评估和响应
Splunk、Carbon Black、Microsoft 
Exchange

补救由于网络钓鱼活动导致的恶意软件横向
移动

DBot 创建网络钓鱼分类器 Cortex XSOAR 创建网络钓鱼分类器

https://www.paloaltonetworks.com/blog/security-operations/phishing-email-classifier-in-cortex-xsoar/
https://xsoar.pan.dev/marketplace
https://start.paloaltonetworks.com/sign-up-for-community-edition.html
https://start.paloaltonetworks.com/sign-up-for-community-edition.html
https://start.paloaltonetworks.com/sign-up-for-community-edition.html
https://www.paloaltonetworks.com/cortex/cortex-xsoar/virtual-hands-on-workshop
https://start.paloaltonetworks.com/cortex-xsoar-essential-guide-to-ransomw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