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T@Intel 白皮书
英特尔 IT 
信息安全
2009 年 12 月

应付恶意软件必需未雨绸缪

从我们在两年前实施安

全事件监控和检测流程

以来，需要作正式响应

的信息安全事件数量减

少了 40%。

Greg L. Bassett 
英特尔 IT 高级信息安全专员 

Jeff Boerio 
英特尔 IT 高级信息安全专员

概要

为了尽量降低恶意软件对企业造成的威胁，英特尔 IT 建立了一套流程来主动识别恶

意软件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防止其影响英特尔的用户。该流程的重点是实时监控和传

达网络上与信息安全有关的事件，并对所发现到的威胁立即行动。 

我们的安全事件监控（security event 

monitor，简称 SEM）是一款工具，

它提供一个中央框架来收集安全事件，

可以协调积极主动的应对方法，其中包

括：

• 早期检测恶意软件。我们有战略作用

地部署了网络入侵检测传感器，以便

持续发现和研究新的威胁。此外，还

根据恶意软件样本记录了特征或模

式，并对触发特征记录的系统进行监

控。

• 快速分析威胁。如果发生入侵事件，

我们立即行动作调查和识别， 由恶意

软件分析团队负责选择最佳的应对方

法。

• 更新检测系统。从恶意软件入侵获得

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并加以运

用，持续更新 SEM，以便优化检测

流程，对未来的攻击增强抵御。

积极主动的方法可帮助减少需要正式作

响应的事件数量，并减轻对工作环境造

成的影响。自从在两年前实施安全事件

监控和检测流程以来，需要作响应的事

件数量减少了 40%。

尽量减少恶意软件入侵次数能帮助节约

不少大量花在响应事件上的时间，让我

们可以将更多精力放在提高检测新恶意

软件的效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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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层出不穷的恶意软件数量日增，其中某些

代码可能会侵入到企业的计算环境中并影

响正常的运营。通常，当用户报告电脑受

到恶意软件感染时，该电脑的性能已经下

降，或者已经无法正常操作。

恶意软件可经由多种方式侵入电脑，其中

包括：

• 卸载安全更新和补丁

• 零日攻击 —— 恶意软件利用电脑应

用或操作系统中之前未发现的漏洞

• 访问受感染的网站 —— 直接浏览，

或者点击电子邮件或即时消息中的链

接

• 攻击 USB 设备

• 访问不安全的共享文件

过去，我们的 IT 紧急响应流程（IT 

Emergency Response Process，简称 

ITERP）在恶意软件已经侵入环境并迅速

扩展之后才采取相应的措施。多支团队

在这些事件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来发

现、控制、消除及解决这些威胁。 

为了能够提前作出防范，我们的安全运营

团队主动识别恶意软件，并采取相关的措

施以防止其影响英特尔的用户。我们积极

行动来尽早发现恶意软件，这与之前相比

节约了大量的资源和时间，方法包括：

• 早期检测。持续寻找并研究新的威胁、

根据恶意软件样本记录特征或模式，并

对触发特征记录的系统进行监控。 

• 快速分析。如果发生可疑的入侵事件，

立即调查和识别。再由隶属于ITERP 的

恶意软件分析团队决定如何对可能发生

的入侵采取行动。

• 更新检测系统。如果发生入侵事件，从

受感染的系统提取恶意软件样本，并在

恶意软件分析实验室中的系统上运行，

目的是获取相关数据，以帮助优化网络

特征记录，进而检测是否存在恶意软

件，并作更深入的分析来确定威胁的意

图、是否会盗取密码、收集电子邮件地

址或者利用知识产权。从恶意软件入侵

获得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并加以运用，

以优化检测流程来增强抵御对未来的攻

击。

我们的安全事件监控（SEM）可协调积

极主动的方法。该工具提供一个中央框架

来监控和分析网络上的安全事件。

安全事件监控
SEM 处在抵御威胁的第一线，是积极主

动应对恶意软件的关键工具。

我们保证能安全运营的一部分工作，就是

使用不同的数据收集方法来确保获得最新

的资料，以便应对日新月异的恶意软件。

收集数据不仅可帮助监控已知的恶意软

件，而且还有助于研究尚不知晓的新威

胁。

除了使用专门用于获取企业外安全新闻的

资源外，我们依赖于智能化的数据资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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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有可能是恶意站点的列表。这些站点

和网址通过恶意软件报告、安全邮件列

表、安全网站和其它的形式来传达。

检测恶意软件

SEM 的网络入侵检测传感器（network 

intrusion detection sensors，简称 

NIDS）和其它有战略作用地部署的网络

检测设备负责监控恶意软件攻击。这些传

感器研究网络上的数据包，以发现恶意软

件或可能有入侵企图的迹象。该流程如图 

1 所示。

• 传感器使用有记录的特征或模式来确定

网络数据包内容是否满足攻击标准，以

及有可能是恶意软件的特征是否与既定

记录（来自我们已知的恶意软件）匹

配。

• 如果确定匹配，SEM 便会记录事件并

通知恶意软件分析团队；该团队对事件

研究后再决定是否采取相应的措施。

• 此外，SEM 还可以自动向用户发送通

知。根据发现的恶意软件列出了用户必

须即刻采取行动来确认检测结果。行动

包括更新系统的杀毒（antivirus，简

称 AV）软件和执行系统扫描，以及收

集相关数据为恶意软件调查工作提供帮

助。

发现和控制有可能是恶意软件的关键在于

检测新受到感染的系统的触发工具。触发

工具可能来自已知的恶意软件或者该恶意

软件以变种的形式出现。

• 已知的恶意软件。一旦发现新的恶意软

件，它便成为“已知的”恶意软件。我们

发现已知恶意软件的方法是，确认源系

统受到感染，然后使用已知的纠正措施

（通常是 AV 扫描）来消除感染。如果

我们怀疑它是一个新的恶意软件变体

（new malware variant, 简称

NMV），便会将其提取。

• 新的恶意软件变体。这是一种我们的AV

系统无法检测到的恶意软件，因为它是

新品种，而且对其特征一无所知 。

NMV 可能具备与已知恶意软件相同的

特征记录，但是其代码库经过轻微的修

改，因此能够逃避防御系统的侦查。

检测流程其中一部分，就是主动搜索可能

会有恶意软件的站点，然后对这些站点展

开调查，以便获得恶意软件的样本再作分

析。获得样本后，我们能创建特征记录，

并使用与记录匹配的模式来监控变体，并

将所收集到的信息来持续更新 SEM。

在早期检测的流程（包括监控和确认可疑

站点）中，会发现非恶意的或者其实是提

供合法内容的误报站点。我们需要优化检

测规则，以便减少误报现象。不断制定更

有效的 SEM 检测规则可减少发生误报情

况。任何误报检测都将被分析，并反馈至

检测特征记录，以便停止检测。

开始

收集新的 
智能数据

将数据添加至 
安全事件监控 

（SEM）

追踪 SEM

否

SEM 检测？

恶意软件调查

恶意软件确认？

恶意软件消除

配置具体的 
新恶意软件变体 

（NMV）SEM 检测

SEM 检测？

恶意软件消除

结束

否

否

是

是

是

图 1. 安全事件监控（SEM）协调我们的
主动式流程以便处理恶意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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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检测流程提供了两种类型的事件：

• 试图联系可疑恶意软件托管列表中的网

址。这种类型的事件表示可能会有恶

意软件的存在，需要对系统进行调查以

作验证。如果检测到的恶意软件属于我

们已有记录的特征类别，我们会更新检

测规则，以便 SEM 能够将其作为相同

恶意软件类别的一部分进行报告。

• 触发经由从前分析所得的恶意软件特征

记录。获得并分析样本后，我们可以

开发次级特征记录来检测这些已知的恶

意软件，然后对其变体主动监控。此

外，需确保 AV 厂商了解该恶意软件，

以便更新其数据库，并将相关信息输入

检测系统。

如果发现入侵事件，我们便会启动调查，

向用户自动发送电子邮件，请求他们立即

采取措施，并让他们知道我们需要调查其

系统，以便确定和排除新的恶意软件。如

果涉及大量的设备，正式的事故响应团队

可能会介入其中。我们会制定一份计划，

确定入侵的严重程度，以及是否需要从网

络中移除受影响的设备。

分析威胁

如果 SEM 检测到有可能是的 NMV 并将

其隔离至特定的电脑，我们会尽快对系统

进行分析，以便验证并控制威胁。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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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恶意软件的目的和破坏力对于此流程

来说也至关重要，否则随后采取的纠正措

施可能达不到我们的期望。

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从经验所得的数据，其

中包括恶意软件特征、行为、网络追踪，

以及其它可帮助正确识别和解决恶意软件

的信息。当我们获得关于特定变体的新数

据时（特别是网络追踪和特征数据），便

将此信息添加至 SEM，以改进其检测早

期入侵的能力。

确定新的恶意软件变体

尽管我们总是希望找到导致入侵的初始活

动的证据，但并不是每次都能做到这一

点。我们能够检查可疑的文件名称、服务

和其它资源，并尝试发现哪个流程引起检

测活动。

•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对受感染系统执

行手动实践分析来查找恶意软件。但

是，该流程十分耗时，而且需要对系统

作物理或远程方式访问。

• 为了实现数据自动收集流程，我们使用

快速评估和有可能会发生地事故检查报

告（Rapid Assessment and Potential

Incident Examination Report， 简称

RAPIER）—— 英特尔开发的一款开源

的安全工具。RAPIER，可在离线系统

上运行，它可收集日志，并注册和运行

安全程序，以便获得关于系统状态的快

照（参阅表 1）。

收集到相关的数据后，我们对其评估并确

定下步行动，并将此信息提供给 AV 软件

厂商，以便他们更新其软件中的 DAT 文

件，从而帮助准确地检测新威胁。

收集恶意软件样本

此外，我们还从受感染的系统中提取一份

恶意软件样本并在实验室中的系统上运

行。从样本的初步分析所得到的相关数

据，可帮助优化特征记录并改进 NMV 的

检测流程。

数据包通信方面的网络追踪提供了独特的

数据包特征资料，可帮助我们创建自定义

的 SEM 特征记录。样本分析可能提供目

标端口信息、额外的目标地址或者具体数

据包的常规表达式字符串，这些信息最终

可用于改进初始检测流程。

• 目标端口信息。我们可以扩展检测规

则，以查找与恶意软件通信的目标端

口上的目标 IP 地址。

• 额外的目标地址。如果恶意软件还与其

它目标地址通信，我们同样可以将该

目标 IP 地址添加至检测规则中。

• 具体数据包的常规表达式字符串。如果

恶意软件存在特定的数据包，我们可

以搜索其常规表达式字符串，而不是搜

索一般的目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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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样本作更详细深入的分析，能够确

定恶意软件的特征及其意图。例如，其目

的可能是盗取密码、记录键盘敲击、尝试

二次下载、收集电子邮件地址或者导出知

识产权。要获得此信息，通常要执行静

态、行为或代码方面的分析。

• 静态分析提供了基本的文件特征资料，

例如校验和、文件中嵌入的 ASCII 字

符串、文件压缩或打包技巧等，可以帮

助创建攻击者的档案，以及其使用的攻

击技巧。

• 对恶意代码的观察提供了关于文件、流

程、网络流量以及注册表项的行为分

析，这可以进一步帮助优化恶意软件检

测特征记录。该流程通常需要重复的测

试，以确定恶意软件的运行条件以及运

行时所产生的影响。

• 代码分析可能涉及可疑样本的逆向工程

或调试，以便提供关于实际攻击的详细

信息。而且，该分析还能提供目标地址

或 URL 方便监控。

修复受感染的系统

在我们彻底了解恶意软件的感染程度并识

别其组件和特征后，便开始将其从电脑中

移除。恶意软件分析团队必须确定电脑经

修复后是否能安全达到正常状态。SEM 

触发受感染的系统。其自动触发为用户提

供了有关修复的详情和帮助信息。

在某些情况下，发现并移除所有恶意软件

是不可能的。恶意软件分析团队可能会决

定必须重装电脑或者恢复操作系统映像，

才移除恶意文件和相关注册表项。

备选数据流（Alternate 

Data Stream，简称 ADS）

文件系统的 ADS

审计策略 Microsoft Windows* 审计策略状态

校验和的数值 Microsoft Windows 系统文件校验和的数值

转储用户 本地系统用户

文件处理 开放文件处理

文件时间标记 系统硬盘上的文件的修改、访问、创建时间

隐藏文件 系统硬盘上存在隐藏文件

浏览器状态 临时文件和 cookies

列出动态链接库（Dyanmic 

Link Library，简称 DLL）

运行流程的相关 DLL

日志 系统、应用和安全日志

网络 接口配置、传输控制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简称 TCP）和用户数据报协

议（User Datagram Protocol， 简称 UDP）活动、端口由流程打开

注册表转储 本地注册表受感染

Rootkit Rootkit 检测

服务 系统上运行的服务

系统信息 生成与硬件、操作系统和安全软件有关的系统信息

表 1. 快速评估和有可能发生的事故检查报告（RAPIER）安全攻击所收集的部分数据主题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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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rootkit 是一种分析工具无法检

测到的恶意软件，发现和移除这种恶意软

件十分困难。特别是内核级的 rootkit 极

难被移除，如果不能发现和禁用其隐藏的

组件，则可能需要重装电脑。

成效

自实施了 SEM 和检测流程两年以来，我

们对数据安全事故需要正式作响应的次数

减少了 40%（图 2），大量节约了花在

应对环境中恶意软件的时间，使我们能够

将精力放在提高检测和分析新恶意软件的

效率上面。

下一步工作
我们不断探索新的方式来检测、控制和移

除恶意软件，让流程继续得到改良。

一些可以帮助提高检测能力的方法包括：

• 扩展当前工具的能力。AV 厂商可能会

将版本升级和改变来添加新的特性和功

能。充分利用这些新的工具特性是增强

检测和响应能力的一种方法。

• 将新的数据源集成至 SEM。企业内的

日志来源提供了丰富的事件追踪，有助

于增强检测规则的关联。了解数据源事

件以确定相应的触发是成功检测恶意软

件入侵的关键要素。

• 增强代理感知型恶意软件的检测。恶意

软件的作者一直在改进其战术，以便发

现新的方法来躲避检测，并试图在计算

环境中有一个安全的立足点。我们不断

探索新的方法来改进检测 botnet 命令

和控制流量、更新流量以及其它恶意通

信的方式。

我们的持续改进流程工作还包括对恶意软

件响应方面的控制和修复。

控制。在一个分布全球的企业内控制受感

染的系统极具挑战。展望未来，我们计划

研究英特尔® 博锐™ 技术的应用，以便能

够有更迅速的控制能力，同时提供早期恶

意软件检测和远程映像功能方面的框架。 

需要作正式响应的 
安全事故数量减少 

40%

事
故

响
应

数
量

图 2. 自实施了安全事件监控以来， 

我们需要作正式响应的安全事故数量

减少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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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词 
ADS

AV

DLL

ITERP

NID

NMV

RAPIER

SEM

TCP

UDP  

备选数据流

杀毒软件

动态链路库

IT 紧急响应流程

网络入侵检测

新的恶意软件变体

快速评估和可能发

生的事故检查报告

安全事件监控

传输控制协议

用户数据报协议

如欲获得更多有关英特尔 IT 最佳实践的信息，

请访问：www.intel.com/cn/it

此外，我们还可以限制对受感染系统的访

问以加控制，不但有助于执行进一步的调

查和分析，而且仅需要修复受到感染的系

统，尽量降低企业运营风险。

修复。用户系统在日常活动中每天都会受

到不同恶意软件以及相关变体的攻击。某

些变体相比其它变体更加难以清除，通常

需要借助外部开发的特定清除工具。 

为了帮助降低对最终用户的影响以及工作

效率损失，我们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把系

统化方法简化，以便能够更清楚了解各种

变体、修复任务以及何时重新构建或重新

映像系统。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正在应用

英特尔博锐技术，来简化重新构建和重新

映像的流程。

总结
实施 SEM 帮助我们集中并简化了安全事

件收集和调查流程。此外，它还帮助我们

实施主动式方法，以便对恶意软件做好充

足的准备。

战略部署的 NID 是我们的主动式方法的

一部分，它可监控网络异常现象，这些现

象代表可能发生恶意软件攻击。此外，恶

意软件分析团队还立即对可疑的入侵事件

作响应和调查。如果发生可疑的入侵事

件，会收集电脑上的信息，以便侦查恶意

文件，并提取一份样本进行实验室分析。

从恶意软件入侵所获得的相关知识和信息

后再加以运用，以便进一步提高检测新恶

意软件的能力，对未来的攻击增强抵御。

此外，我们还继续监控已知的恶意软件站

点并实施零日特征检测来获得相关信息以

便持续更新 SEM。

www.intel.com/c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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