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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的傳輸只有雙向嗎？ 
 
只能在雙向的網路上努力防駭客攻擊嗎？ 
 
有什麼應用只要單向就好？ 
 
駭客攻擊的行為模式？ 
 
勒索軟體的行為模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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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立寶科技代理的產品 

ICS-CERT的七項保護規範 

實體隔離佈署現況 

實體隔離解決方案 

實體隔離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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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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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寶產品簡介 

4 

APT防禦系統 

閘道
network 

端點
endpoint 

閘道APT防禦系統 

All protocol and all port 

端點APT防禦系統 

確實清除正在執行的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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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寶產品簡介 

單向傳輸data diode 
防止反向傳輸 

駭客無法遠端遙控 

雙單向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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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LYNX  

全球最快的 SSL/TLS解密器 

 有效的透視SSL/TLS流量  

 高效能允許同時為數個外部DLP，
IDS和IPS提供資料 

FUDO 

技術最先進的特權管理系統 

 監控伺服器的連線 

 錄連線使用者所有的行為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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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CERT的七項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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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CERT是什麼 

美國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下轄單位 

工業控制系統網路應急響應小組(Industrial Control Systems Cyb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使命：降低國家系統性網絡安全和通信挑戰的風險 

提供產業即時安全問題、漏洞利用等訊息 

提供警報向關鍵基礎設施發出威脅活動通知 

提供白皮書 

提供年度報告與諮詢 

https://ics-cert.us-cert.gov/advisories 

及時提供有關當前安全問題，漏洞和漏洞利用的信息 

https://ics-cert.us-cert.gov/advisories
https://ics-cert.us-cert.gov/advisories
https://ics-cert.us-cert.gov/advisories
https://ics-cert.us-cert.gov/advisories
https://ics-cert.us-cert.gov/advi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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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基礎設施(Critical Infrastructure) 

能源 

石油、水利、電力(火力、核能) 、天然氣 

運輸 

鐵路、公路、機場、橋樑、港口 

電信、網路、通訊傳播 

其他 

政府、銀行、金融相關、高科技園區 

醫院 

『會造成國家及社會嚴重損失的設施、產業、政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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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ICS 工業控制系統 

SCADA(監控與資料擷取系統) 

EMS(能源管理系統)-水電供應 

DCS(分散管理系統)-煉油、化工處理 

PCS(流程控制系統)-火力、核能發電 

HMI(人機介面工業系統) 

PLC(可程式化邏輯控制器) 

OT 操作型系統科技 

直接監督與控制實體設備執行情況的軟體與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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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CERT 報告 

Seven Steps to Effectively Defend Industrial Control Systems 

https://ics-cert.us-cert.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 
Seven%20Steps%20to%20Effectively%20Defend%20Industrial%20Control%20Systems_S508C.pdf 

2015財年報告中, 有295起該產業網路入侵事件回報到ICS-CERT 

有關安全防禦的結論-Simply building a network with a hardened 
perimeter is no longer adequate(硬體防火牆不再適用) 

提出在網路中實施七項關鍵策略 

只要依照規範實作，就可以防範98%的攻擊 

2% 加強監控+強力事件反應 

https://ics-cert.us-cert.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
https://ics-cert.us-cert.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
https://ics-cert.us-cert.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
https://ics-cert.us-cert.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
https://ics-cert.us-cert.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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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項關鍵策略保護ICS 

Figure 1: Percentage of ICS-CERT FY 2014 and FY 2015 Incidents Potentially Mitigated by Each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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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CERT 七項策略 

Implement application whitelisting 應用程式白名單,38% 

Ensure proper configuration and patch management 
正確的設定與修補程式,29% 

Reduce your attack surface area 減少被攻擊面,17% 

Build a defendable environment 建立可防禦的環境,9% 

Manage authentication 管理身份驗證,4% 

Secure remote access 安全的遠程存取,2% 

Monitor and respond 監控和事件回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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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做法 
減少攻擊面 

If one-way communication can accomplish a task, use optical 
separation (“data diode”) 

   如果單向通訊可行的話, 使用光學分隔技術(“資料二極體”) 

   一般對減少攻擊面的看法是減少網路、OS及應用軟體的漏洞 

安全的遠程存取 

Where possible, implement “monitoring only” access 
enforced by data diodes, and do not rely on “read only” 
access enforced by software configurations or permissions 

   在可能的情況下，實施由“資料二極體”強制執行的“僅監控”存取
，並且不依賴於由軟體配置強制執行的“只讀”存取或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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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隔離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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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隔離是最佳解決方案 

行政院技術服務中心<實體隔離作業安全參考指引> 

實體隔離定義 

並非無線路連接(無線網路沒有線路也可以連通網路) 

必須為無網路實體層(OSI L1)連接 

 

<單向傳輸閘道>可符合網路實體隔離規範，駭客無法遠端遙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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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Diode符合DHS(美國土安全部)規範 

從內網到外網 

建立一個可保護的環境 

將網路分隔化並限制點對點的路徑以防
止感染的傳播 

減少被攻擊面 

利用實體隔離設備將網路分隔 

實施安全遠端訪問 

利用實體隔離設備實現單向監控 

從外網到內網 

設定與修補程式管理 

只能從外網上傳特定程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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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全球多項重要資安規範 

DHS(美國國土安全部)七項防禦準則 

NERC-CIP(北美電力可靠度協會－關鍵基礎建設保護) 

NIST(美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所) 

NRC(美國核能管理委員會) 

ICS(工業控制系統)第四層規範Diode 

行政院技術服務中心 

「95年度實體隔離作業安全參考指引」3.2.5網路技術隔離作業 

 

OWL OPDS系列，採用物理性的隔離、以移除光纖Rx端的方式，讓兩端的實
體層無法連接，完全符合技服中心的定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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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向傳輸閘道核心為單芯光纖 

Hardware-based 物理性網路安全 

硬體設計為單向，只有去(TX)沒有回(RX) 

藍色方只能發送，紅色方只能接收，無法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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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轉換原有的通訊協定 

來源端 目的端 Proxy Proxy 

封包處理 封包重建 

將原本的通訊攔截 

利用前述硬體裝置，外加兩個Proxy agent， 

即可在網路不通的環境下傳送資料 

通訊協定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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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傳送連續TCP訊息 

• 對原始訊息而言仍為連續不中斷的資料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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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實體隔離佈署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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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起行政院規定 

日前行政院宣佈，政府機關為確保資料安全，將要求存放
政府、國家機密性資料的電腦主機限制連結對外網路，實
施機密資料實體隔離的措施。  

事實上，此次對機密資料進行實體隔離的防範措施，並非
政府單位首樁，而在金融機構、高科技業，為避免專利資
料、客戶資料、高科技產品技術遭到竊取，也都早已實施
實體隔離的安全措施。 

         200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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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隔離作業安全參考指引 

行政院技術服務中心 

95年度提出 

目的 

解決政府網路與網際網路連接時的安全 

雙網(內、外網)完全隔離，其須設置兩
套網路線路(2.3.2.1實體隔離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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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現況 

因實際需求必須將資料從內網傳送到外網(或外網傳入內網) 

兩種現行方案 

使用儲存媒體(USB硬碟)複製檔案並運送 

採用邏輯隔離(防火牆) 

Email(或FTP)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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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隔離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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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一：內外網實體隔離(原使用USB) 

原本獨立網段，檔案資料需使用USB轉運 

解決方案：Owl自動傳送指定目錄內的檔案到另一個指定目錄(不同網段) 

可傳送整個目錄及子目錄與檔案 

網段A 

121.93.61.X 

(台北) 

網 段 B 

66.231.49.14 

(高雄) 

一單向/雙單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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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網(非安全區) 

 

 

 

 

 

 

 

 

 

 

內網(安全區) 

 

 

 

 

 

 

 

 

 

 

佈署架構圖 

可使用FTP伺服器讓使用者上傳檔案到指定目錄 

單向傳輸閘道會自動去讀取指定目錄, 若發現有檔案則自動傳送到外網指定目錄 

也可使用一般PC分享的網路上芳鄰資料夾 

多個一對一傳送路徑, 最大同時傳送511個檔案 

FTP server 

PC 

網路 

FTP server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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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資料方向 

只出不進(內網往外網) 

資料庫、同步作業、公文交換、檔案交換 

只進不出(外網往內網) 

下載病毒碼更新、修補程式、資料收集作業 

進內網前可比對檔案正確性(M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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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向傳輸檔案傳送方案效益 

全自動作業、無距離限制、無檔案大小限制 

符合技服中心規範 

來源不會遭到感染或攻擊 

可嚴格控管操作者/使用者 

防止資料人為流出或複製 

可同時傳送不同格式檔案或通訊 

可多人同時使用 

長期效能高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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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搭配其他應用通訊協定 

TCP Transfers 

UDP, Multicast, Broadcast, Unicast (Data Transfer and Video) 

File Transfer, FTP/SFTP 

Coalition Information Sharing 

Email Alerts and Events(SMTP) 

Modbus 

OPC Foundation Certified, Supporting DA, A & E 

Remote File Transfer for Reporting, Alarms, Events 

Remote HMI Screen Replication 

SQL Database Replication 

SNMP Traps 



Simpro 

Technology 

應用二：內外網實體隔離(原使用Email) 

若原本已有使用防火牆，配合Email伺服器作為傳輸媒介 

將防火牆改用單向傳輸閘道替代 

外網段 

121.93.61.1 

 

內網段B 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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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防火牆用單向替代的傳輸效益 

強化防火牆不足 

單向傳輸硬體無法更改、100%無法反向、惡意程式無法入侵 

不會因設定被竄改或設錯而造成漏洞 

網路變成真正實體隔離 

駭客無法遠端遙控 

維持原有使用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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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傳輸強化方案 

若原本已有使用防火牆，也很難立即用單向傳輸設備替代 

架構不變 

搭配APT(進階攻擊防禦)及DLP(資料外洩防禦)系統嚴格過濾網路封包 

外網段 

121.93.61.1 

 

內網段B 10.0.1.1 

 

APT/DLP APT/D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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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T/DLP過濾強化效益 

Email為駭客主要攻擊手段之一，內容包含 

惡意連結、有害附件、巨集/指令或程式碼(script) 

傳統防毒系統漏判比例大、空窗期長 

使用APT(進階攻擊防禦)系統可有效偵測/過濾駭客攻擊 

DLP(資料外洩防禦)系統用以防止重要情資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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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方案產品：Fidelis 公司 的Network  

內建APT+DLP 

網路層封包內容檢查過濾 

不限檔案類型(Word、Excel、PDF、已知、未知) 

無檔案類型(Power shell指令、script) 

不限通訊協定Protocol (RDP、Web、FTP、已知、未知) 

不限連接埠(標準0~1000、不常用1001~65535) 

採用美軍特殊技術偵測資料外洩、連線異常、已知病毒、未知APT攻擊 

即時(Real-time)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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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向傳輸其他應用實例 

RD中心實體隔離 

工廠/醫療機台 

保護防護力弱的機台，同時傳送營運資料 

資料庫 

複製/異地備援 

IOT(無線AP、攝影機、印表機)
設備 

防止駭客入侵 

交通運輸(鐵路、MRT)感測器信號傳輸 

遠端監控/Syslog傳輸 

超音波 

X光機 

核磁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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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台保護 
檢驗機台如超音波、X光機、核磁共振、血
壓機、血糖機等設備平台無法更新或安裝
防毒軟體 

解決方案：獨立網路隔離醫療機台，利用
Owl傳送檢驗資料 

Internet 

一般電腦系統/非安全區 
機台/隔離區 

超音波 X光機 核磁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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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感測器設備保護 
行控中心收集各地感測器/終端設備資料 

 

安全區 非安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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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停車場管理 

停車場IOT設備防護力不足 

透過Data Diode可持續將營運資料傳
回中控中心 

必要狀況下中控中心也可反向下指令
讓柵欄開啟 

 

Internet 

網路攝影機 

自動繳費機 

柵欄 
車牌辨識 地磁感應器 

智慧停車場 

安全區 

中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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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音波 

X光機 

核磁共振 

伺服器 

PC 

資料庫 

無線AP 

網路攝影機 

安全區 
 

 

 

 

 

 

 
 

 

 

 

 

 

  網路 
 

印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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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駭重點 

實體隔離才能完全防止駭客遠端連線 

實體隔離同時要傳送資料就使用Data Di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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駭客能入侵防禦最強的銀行 

第X銀行 

提款機盜領事件 

遠X商業銀行 

國際匯款系統(SWIFT)盜轉事件 

入侵不是問題-問題只是要如何拿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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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級駭客入侵中東石油工廠 

工控安全領域首次被發現製程安全系統入侵事件 

2017年底 

安全控制器失效(Triconex製程安全系統 ) 

被植入特別設計的惡意程式 

攻擊者可遠端遙控 

非營運中斷，可能導致實體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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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y 

實體隔離必須作到真正網路完全隔離才安全 

目前只有單向傳輸可以同時 

資料正常傳輸 

網路仍保持隔離 

先進國家已使用單向傳輸來保護最重要的網路設備/關鍵基礎設施 

Owl單向傳輸已在美、日、中東等地佈署2000以上 

保護油、水、電廠、機關、資料庫 

Owl OPDS系列 All-in-one最佳解決方案 

佈署簡單, 不需額外伺服器, 100%防止反向傳輸 

符合全球最嚴格資安規範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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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隔離是資安萬靈丹 !? 

• 作者：李倫銓、邱銘彰 -2009 / 09 / 03     分享   

• 日前行政院宣佈，政府機關為確保資料安全，將要求存放政府、國家機密性資料的電腦主機限制連結對外網路，實施機密資
料實體隔離的措施。 
 
  由於近幾年台灣許多政府網站與相關資訊系統，遭到對岸有心駭客惡意入侵，竊取相關資料，將實施實體隔離，以防範
機密資料外洩。 
 
  事實上，此次對機密資料進行實體隔離的防範措施，並非政府單位首樁，外交部早已採取限制上網等實體隔離措施，來
避免重要或機密資料外洩。 
 
  而在金融機構、高科技業，為避免專利資料、客戶資料、高科技產品技術遭到竊取，也都早已實施實體隔離的安全措施
。 
 
實體隔離相關作法 
 
  一般來說，實體隔離作法不外乎限制連網能力、限制USB裝置、限制相關外接設備、限制磁碟機、光碟機的使用、使用
thin-client等。限制連網的作法通常是不允許機密主機有存取網際網路的能力，或使其自成一個封閉式的網路環境。而在限
制主機外接裝置的作法上，則可藉由主機板提供之功能，關閉USB、1394、序列埠等介面裝置，避免員工使用類似USB硬碟
將資料複製出去。其他像是限制磁碟機、光碟機裝置的使用，可避免資料外洩或病毒傳入。 
 
  而使用thin-client的方式，則讓管控重拾最初集中管理的優點，無硬碟、無外接裝置的設計也降低了風險。但是，採用
了這些實體隔離措施，就一定能確保資料不再外洩？管理者就能睡得安穩嗎?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以前資安人員以為內網藉由防火牆或NAT的保護，駭客無法直接進入，但近幾次資安事件，利用word/ppt/excel夾帶木
馬的電子郵件進入內網，幾乎讓人防不甚防，因此，部分機密主機限制網路連線能力來避免機密資料外傳，似乎頗為合理。 
 
  但是，資安人員基於方便考量，為了存取該機密主機資料，雖然將該機密主機的對外連線全部關閉，但仍保持內網或部
分資料主機對該機密主機的連線能力，如此一來，一旦內網主機或存取主機遭到入侵，極可能再藉此連往該機密主機。這便
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所造成資安威脅之一。 
 
  上述人員所造成的管理缺失不是不可能發生，站在管理人員的角度上看，一部完全無法對外通訊的主機簡直是廢物，不
但無法存取主機內資料，更不方便安裝主機上之應用程式。另外，實體隔離的主機若是無法上網進行作業系統更新或病毒碼
更新，一旦竄進病毒，反而毫無抵禦能力，所以為了「積極管理」，便自行「有效開放」，進而導致「駭客入侵」。 
 
內鬼難防 
 
  除了「外患」之外，實體隔離最怕的，還是內賊和侵入者。一位資深資安顧問曾說：「一旦壞人能靠近設備，該設備就
沒有所謂的安全性。」 
 
  在電影「CIA追緝令」中，CIA總部蘭利的安全措施非常嚴密，任何員工進出都需經過金屬探測器，員工電腦上當然也沒
有USB接頭，避免USB隨身碟竊取電腦資料，但片中女主角卻利用一個含有USB接頭的鍵盤，插入USB隨身碟盜取機密程式
碼，再將USB隨身碟置入隨身咖啡杯中，攜出滴水不漏的CIA蘭利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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