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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NETSCOUT 
威脅情資訊息
HARDIK MODI   NETSCOUT 威脅情報資深總監

ー

全球的網路威脅形勢持續演進，在網路上所釋放出 

的攻擊技術越來越複雜也更持久。

今天，攻擊者可以發動巨大的每秒百萬兆位元的 DDoS
攻擊。他們經常利用成千上萬的物聯網 (IoT) 設備對遙
遠的特定目標發動攻擊。此外，在傳統的犯罪軟體活動
仍持續增加的同時，許多由國家所支持的進階持續威脅
(APT) 群組也被視為具影響力的一群。

自 2007 年以來，NETSCOUT Arbor 一直積極監控網
路上的各種威脅，當時公司推出了主動威脅級別分析系
統 (ATLAS®)，該系統收集、分析、排序並公布新的威
脅數據，提供有效的威脅情資供各單位使用。

透過大規模的監測，ATLAS 可以針對網際網路核心的
骨幹網，提供無與倫比的可視化。組織 ( 包括 90% 的
大型服務提供商 ) 共享統計數據，此數據約占所有網際
網路流量的三分之一。NETSCOUT Arbor 將此數據集
與其他數據集連結，為組織提供更廣泛的視角，以便更
充分了解並回應他們所面臨的威脅。ATLAS 的聲譽讓
我們可與全球近 70% 的電腦緊急回應小組 (CERTs) 共
享協作。

我們的 ASERT(ATLAS 安全與工程研究團隊 ) 分析進
一步增強了 ATLAS 的網路規模可視化。十多年來，
ASERT 的世界級安全研究人員與分析師持續地建立工
具與前線資料庫，以分析網路規模的惡意軟體。ASERT
的安全情報人員皆為最專業的專家，被稱為「超級救援
人員」，代表著資訊安全與威脅情報領域的最佳典範。

透過 ATLAS 的網路規模可視化，結合更多戰術控制，
例如自動惡意軟體分析管道、陷坑、掃描儀、蜜罐，以
及開放原始碼的智慧數據集與 ASERT 分析，我們可以
針對威脅形勢，提供獨特的視圖，此視圖已在無數次的
考驗中獲得驗證。此報告代表我們對 2018 年上半年威
脅形勢的觀點，這些觀點以我們所有的資產為基礎，並
由情報部門的分析所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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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萬
2018 年上半年的攻擊

自 Memcached 出現後，
平均攻擊規模增加

37%
攻擊的增加量 

超過 300 GBPS

2017 年上半年 2018 年上半年

執行摘要
數位化轉型世界在網路運用愈來愈普及的數位化時

代，除了帶來了更多的便利性外，也誘發出新型態的

潛在威脅；跨國犯罪組織、惡意團體甚至個人，都可

能利用網路為惡。

分散式阻斷服務 (DDoS) 攻擊 － 攻擊者試圖透過巨量的連線來癱瘓網站、
應用程式或基礎架構 － 是這項活動的基本要素，我們在 2018 年上半年
看到了大約 280 萬次攻擊。此外，隨著基於 Memcached 的攻擊於 2018
年 2 月發動，引發了百萬兆位元的攻擊時代，攻擊峰值規模開始飆升。
在 2018 年上半年，攻擊的規模已增加到 47 次攻擊，超過 300 Gbps，而
2017 年同期為 7 次。DDoS 攻擊型態及手法一直在改變，且可能還會出現
更加危險的 DDoS 攻擊。

那麼，什麼已經改變了呢？
DDoS 攻擊工具與技術的創新已經提升。此類改進工具的可取得性降低了
進入門檻，使更多攻擊者更容易發動 DDoS 攻擊。攻擊目標亦呈現多樣化。
過去，某些垂直產業可能是 DDoS 攻擊的目標，包括金融、遊戲和電子商
務。今天，任何組織的任何真實或他人感受到的攻擊行為，或其從屬關係，
都可能令該組織成為 DDoS 攻擊的目標。

層出不窮的新型態

DDoS	攻擊

為網路安全帶來更

嚴峻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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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攻擊

事後分析

MISCREANT R&D

準備

生存

新的犯罪收入機會

解決問題

我們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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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DDoS 威脅和反應週期

DDoS 攻擊規模持續增長。現在的 DDoS 活動經常涉及成千上萬 － 甚至
數百萬台機器 － 來用於放大攻擊攻擊者不再需要用客制化的惡意軟體，
來入侵目標，正如 SSDP 放大攻擊，在 2015 年發動攻擊而今年又再度
出現。

雖然 DDoS 威脅具有巨大的規模，但網路罪犯及由國家支持的間諜活動
也構成了威脅。在過去的 18 個月中，網際網路蠕蟲、供應鏈攻擊和用
戶端設備 (CPE)/ 物聯網洩密等，開闢了網際網路規模的威脅活動。由國
家支持的 APT 集團持續在全球發展，他們往往被視為國家政策的另一種
手段，其攻擊通常針對具有地緣戰略意義的政府和機構。我們特別感興
趣的是其網路活動，例如 -NotPetya、CCleaner、VPNFilter 等活動，
它們是利用網路進行散播，也有針對特定見標量身訂做的攻擊，在惡意
程式被入侵後，具有自我隱藏能力避免被偵測。

隨著威脅規模越來越大，NETSCOUT Arbor 的獨特優勢 － 透過我們
Arbor 的客戶；網路服務供應商所提供的廣大網際網路數據，使我們能
夠廣泛了解這種動態和不斷變化的環境。結合 NETSCOUT 威脅情報分
析的綜合觀點，我們以所有的資訊為基礎，加上廣泛的研究和分析，建
立了一個代表性的威脅形勢視圖來保護企業網路和網際網路。

NETSCOUT 威脅情

資以我們所有的資

訊為基礎，加上廣

泛的研究和分析，

進而建立威脅形勢

的代表性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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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oS 攻擊趨勢
DDoS 攻擊由一系列的群組來發動，從惡意軟體 到 機會主義攻擊團體所提供的服

務。他們是非常活躍的團體，不斷研發新的技術，同時再利用已知的漏洞，殭屍網

路和大家熟悉的 攻擊技巧來進行攻擊。

這導致了一定程度的週期性發作率，但並不意味著潛在的動態不會改
變。DDoS 攻擊者具有持久性和創新性，他們不斷發展自己的技術。
有時他們會在現有技術上添加新的惡意軟體模組，就像 Mirai 一樣。
其他時候，可能一個新的漏洞被發現或迅速被加以利用，則開闢了一
條全新的攻擊線，就像今年的大規模 Memcached 攻擊一樣。包含零
日漏洞和 use-after-free (UAF) 漏洞，皆會增加 DDoS 攻擊和傳播的
效率，從而加劇殭屍網路的傳播，而作為日後攻擊的媒介。

這些都會導致整體風險隨著時間而上升。因此，雖然目前在使用新攻
擊媒介時呈現相對平靜的時期，但攻擊媒介其實正在開發中，因為
我們的 ASERT 團隊監控並辨識這些正在進行現場測試的開發中惡意
軟體。2017 年 10 月實施兩週的 IoT Reaper 活動就是一個例子。與
此同時，攻擊者持續發展現有的惡意軟體。例如，Mirai 持續產生變
體，其中許多具有新功能，包括暴露入侵功能。這是我們先前在 DEF 
CON 25 上提出的關於 Mirai 的 Windows 變體的研究結果，它可以
擴大企業內部的殭屍網路，用於內部傳播與破壞或進行內部 DDoS，
但我們都沒有準備好。

https://asert.arbornetworks.com/reaper-madness/
https://media.defcon.org/DEF%20CON%2025/DEF%20CON%2025%20presentations/Steinthor%20Bjarnason%20and%20Jason%20Jones/
https://media.defcon.org/DEF%20CON%2025/DEF%20CON%2025%20presentations/Steinthor%20Bjarnason%20and%20Jason%20J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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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任何網路安全領域一樣，處理 DDoS 就像與希臘神話中的多頭 Hydra 戰
鬥一樣，因為添加一個新的模組或惡意軟體，就好比為野獸添加另一個頭。
更糟糕的是，老面孔永遠不會完全消失。看看 SSDP，例如：這是一種老
舊的反射 / 放大濫用的協定，不屬於網際網路。然而，我們仍看到其部署。
正在利用易受攻擊的 SSDP 部署，來發動愚弄脆弱防禦技術的攻擊。此外，
我們已經證明，有一大類的設備可被用來協助實現攻擊入侵。

然後是 Memcached，它被用於發動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 DDoS 攻擊，即
NETSCOUT Arbor 在 2018 年 3 月公布的 1.7 Tbps DDoS 攻擊。此攻擊
媒介出現在公共領域後幾天被 Booter/Stresser 社群武器化，並成為此後
大型 DDoS 攻擊規模激增的一個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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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上半年
DDoS 攻擊趨勢
比較 2017 年上半年 (1 月至 6 月 ) 與 2018 年，我們看到攻擊頻率下降，
同時攻擊規模和大小急劇增加。然而，雖然 2018 年上半年的攻擊次數比
2017 年同期少，但這並不意味著 DDoS 攻擊正在減弱。最大攻擊規模隨
著攻擊頻率的小幅下降而上升。雖然較小的 DDoS 攻擊規模仍居主導地位，
但 2018 年上半年的攻擊規模大幅超過 300 Gbps。

從 2017 年上半年到
2018 年上半年 ...

全球最大 DDOS 攻擊 
規模增加

全球頻率下降

按日期年度細分的每個日期月份的頻率總和。顏色顯示有關區域的詳細資訊

圖 2：2017 年上半年和 2018 年上半年全球 DDoS 攻擊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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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性攻擊
同樣的趨勢 － 頻率下降但攻擊規模增加 － 在各區域之間相當一致，即使
拉丁美洲是唯一攻擊頻率增加的區域，其上升幅度亦不大 ( 見圖 2)。其他
區域的攻擊頻率皆有所下降，但最大攻擊規模增加。例如，與其他地區相
比，亞太地區遭受的攻擊數量異常的多。特別是中國，我們看到超過 500 
Gbps 的攻擊從 2017 年上半年的零增加到 2018 年上半年的 17 次－這是
一個相當大的增長率。但是，北美是 1.7 Tbps 攻擊的地點，為迄今為止有
記錄的最大 DDoS 攻擊。

從 2017 年上半

年到 2018 年上

半年，我們看到

攻擊規模和大小

急劇增加。

全球
攻擊的增加量超過 

300 GBPS

亞太地區
攻擊的增加量超過 

300 GBPS

中國
攻擊的增加量超過 

500 GBPS

圖 3：2017 年上半年與 2018 年上半年大規模攻擊的全球增長趨勢

2017 年 
上半年的攻擊

2017 年 
上半年的攻擊

2017 年 
的攻擊

2018 年 
上半年的攻擊

2018 年 
上半年的攻擊

2018 年 
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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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5
GBPS

1.7
TBPS

垂直產業攻擊

我們分析了按北美產業分類
系統 (NAICS) 代碼排序的攻
擊數據，該代碼將企業分為
22 個包含許多子產業的大
類。將 2017 年上半年的數
據與 2018 年上半年的十大
目標產業數據進行比較，我
們發現了一些年度趨勢與見
解。

有線電信營運商
最大攻擊規模

2017 年上半年 2018 年上半年

兩年來，前四個子垂直產業保持不變，並且都來自資訊類別：

有線電信營運商 資料處理、代管和
相關服務

電信包括衛星和有
線電視

無線電信營運商

不令人意外地，電信提供商遭遇到絕大多數的攻擊，且包括許多雲端提供
商在內的數據代管服務也是如此。這與他們作為連網服務提供商的角色有
關。將這些提供商視為目標的攻擊模式，皆集中在他們的訂戶上，包括家
用和企業，以及用於營運的基礎架構。

攻擊的規模與頻率確實發生了變化。有線電信營運商連續兩年在攻擊頻率
方面都名列榜首。2017 年，該產業發生大約 996,000 次攻擊，最大攻擊規
模為 339.5 Gbps。然而，2018 年的情形卻截然不同：攻擊頻率下降到大
約 793,000，而最大攻擊規模則擴大到創紀錄的 1.7 Tbps。前四名的情形
都是如此，僅資料處理、代管和相關服務在這兩個領域略有下降。

此列表亦顯示了熱門目標的某些變化。子垂直產業的客製化電腦編程服務 
－ 包括系統整合商與諮詢公司 － 與前一年相比，從第六名下降到第十名。 
在 2017 年，教育服務 － 包含大學與學院的 NAIC 類別 － 原本排在第八名，
2018 年則下降 4 名至第 11 名。與此同時，2018 年呈現出電子商務受到的
關注日益增加，原因是電子購物和郵購公司排在第八名。目標的擴大與轉
移即為目標頻譜正擴展到傳統目標產業之外的證據。

然而，最令人感興趣的是第 7 名 － 子垂直國際事務的出現。作為公共行政
類別的一部分，該領域包含針對諸如領事館、大使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國務院和聯合國等目標的攻擊資訊。如同政府以及在意識形態上與上述機
構所代表之利益相衝突的人，透過 DDoS 來對抗目標，這兩種現象是一樣
的。

NETSCOUT Threat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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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2018

有線電信營運商
攻擊次數 最大攻擊 類別

996,495 339.5	Gbps 資訊

電信
攻擊次數 最大攻擊 類別

492,367 622.3 Gbps 資訊

資料處理、代管和相關服務
攻擊次數 最大攻擊 類別

340,679 367.0 Gbps 資訊

無線電信營運商
攻擊次數 最大攻擊 類別

219,249 102.3 Gbps 資訊

客戶電腦編程服務
攻擊次數 最大攻擊 類別

62,181 451.7 Gbps 專業、科學和技術
服務

軟體發布者
攻擊次數 最大攻擊 類別

59,839 151.5 Gbps 資訊

教育服務
攻擊次數 最大攻擊 類別

58,604 28.3 Gbps 教育服務

電子購物和郵購公司
攻擊次數 最大攻擊 類別

56,754 93.5 Gbps 零售業

電腦與電子產品製造
攻擊次數 最大攻擊 類別

46,894 56.8 Gbps 製造業

其他電腦相關服務
攻擊次數 最大攻擊 類別

36.737 36.2 Gbps 專業、科學和技術
服務

有線電信營運商
攻擊次數 最大攻擊 類別

793,377 1.7	Tbps 資訊

電信
攻擊次數 最大攻擊 類別

491,314 302.0	Gbps 資訊

資料處理、代管和相關服務
攻擊次數 最大攻擊 類別

316,395 316.9 Gbps 資訊

無線電信營運商
攻擊次數 最大攻擊 類別

157,388 327.5	Gbps 資訊

軟體發布者
攻擊次數 最大攻擊 類別

44,724 170.6 Gbps 資訊

國際事務
攻擊次數 最大攻擊 類別

40,711 34.3 Gbps 公共行政

電子購物和郵購公司
攻擊次數 最大攻擊 類別

39,493 170.6	Gbps 零售業

非傳統電信
攻擊次數 最大攻擊 類別

39,004 600.0	Gbps 資訊

客戶電腦編程服務
攻擊次數 最大攻擊 類別

31,837 170.6 Gbps 專業、科學和技術
服務

教育服務
攻擊次數 最大攻擊 類別

27,164 96.8 Gbps 教育服務

DDoS 攻擊所針對的主要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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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oS 
重點資訊
大規模的入侵目標

200 萬
網際網路上回應 

SSDP 的設備

120 萬
可能因 SSDP 繞射攻擊而 

被濫用

33,000
可以成為內部入侵的手段

SSDP
多年來，簡易服務探索通訊協定 (SSDP) 已被用於反射 / 放大攻擊。
(2015 年，Arbor 發現了利用臨時來源埠的 SSDP 流量來進行攻擊。)
然而，它在 2018 年受到新的關注，聲稱這種現有工具代表了一種新型
的 DDoS 活動，且可能存在數百萬易受攻擊的設備。正如 NETSCOUT
威脅情報所示，這是不正確的 4。在具有大約 2,000,000 個可濫用的
SSDP 反射器 / 放大器的網際網路總數中，只有大約 33,000 個 － 或
1.65% － 可能被這種方式操縱。SSDP 國家圖表顯示了具有易受攻擊
的 SSDP 設備之全球分佈 ( 參見下面的圖 4)。

然而，我們的團隊發現了一種新的 SSDP 濫用類型，其中易受影響設備
將使用非標準埠 5 來回應 SSDP 反射 / 放大攻擊。由此產生的大量 UDP
封包具有臨時來源和目標埠，使得緩解工作更加困難 － 一種 SSDP 繞
射攻擊。此行為似乎源於開放原始碼程式庫 libupnp 中的 CPE 設備大
量重複使用。先前 DDoS 事件的證據表明，攻擊者已經意識到這種行
為，並可能根據攻擊的效果選擇這些行為不當的受害者。如要減輕這些
攻擊，需檢查封包內容，以過濾大量 SSDP 回覆和非初始碎片。

圖 4：2018 年 5 月按國家劃分的 SSDP 脆弱性實施分布

基於經度 ( 生成 ) 和緯度 ( 生成 ) 的地圖。顏色顯示計數總和。詳細訊息顯示國家。
熱度圖僅供參考；並非所有國家數據皆顯示。

https://asert.arbornetworks.com/the-importance-of-being-accurate-ssdp-diffraction-attacks-udp-refraction-attacks-and-upnp-nat-bypass/
https://asert.arbornetworks.com/a-new-twist-in-ssdp-att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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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SCOUT 威脅情報

MEMCACHED
Memcached 攻擊活動利用配置錯誤的 Memcached 伺服器中的漏洞，發動巨大的 DDoS 攻擊，這個過程從初始報
告到第一個可用的攻擊工具，所花費的時間非常短。實際上，NETSCOUT Arbor 在 3 月 5 日確認了 1.7 Tbps 反射 /
放大攻擊，為一創紀錄的事件 6。在 3 月 5 日公開名單中被列為易受此類攻擊的 17,000 台伺服器中，至 2018 年 6 月底，
只有 550 台伺服器仍處於危險之中 ( 見下圖 5 和圖 6)。這表示網際網路社群已修復了 96.8% 的此類伺服器或阻止它
們上網，這是值得稱讚的。另一方面，根據該分析所使用的公共數據列表，其中 3.2% 仍然易受攻擊，且可用於發動
攻擊。此外，攻擊者可以隨時利用脆弱的代管公司，在全球部署自己的易受攻擊的伺服器，並使用它們發動攻擊。實
際情況是，一旦發明了 DDoS 類型，它就永遠不會消失。

圖 5：
2018 年 3 月
Memcached 易受攻
擊伺服器的公共列表

圖 6：
2018 年 6 月
Memcached 易受攻
擊伺服器的公共列表

迄今為止最大的
DDoS 攻擊	

由 NETSCOUT ARBOR 記錄

2018 年 3 月 5 日

易受攻擊的伺服器

在 2018 年 3
月處於風險中

截至 2018 年 6
月仍處於風險中

https://asert.arbornetworks.com/netscout-arbor-confirms-1-7-tbps-ddos-attack-terabit-attack-era-upon-us/
https://asert.arbornetworks.com/netscout-arbor-confirms-1-7-tbps-ddos-attack-terabit-attack-era-upo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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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網設備
易受 IOT BOTNETS 傷害

270億
在 2017 年

1250億
到 2030 年

IOT BOTNETS
物聯網涵蓋許多的設備，包括 (但不限於 )：

IP 攝影機 有線 /DSL
數據機

DVR系統 醫療設備

任何執行作業系統且具有網路連接能力 ( 通過網路發送 / 接收數據 ) 的嵌入
式設備，都可視為物聯網設備。物聯網設備快速進入市場並且成本低廉。這
些因素往往會增加此類設備出現基本類型漏洞的可能性，例如硬碼 / 預設認
證、緩衝區溢位和命令注入弱點。

大多數消費性物聯網設備都包含這些類型的漏洞，消費者很少考慮安全問
題，或者可能不了解定期安全更新和修補程式的必要性，進一步惡化了這些
漏洞。2017 年有將近 270 億台連網設備，預計到 2030 年將增長到 1250
億台 7，它們對惡意軟體作者而言，將是極具吸引力的目標。

隨著物聯網設備的爆炸性增長，我們預計物聯網殭屍網路也會相應增加。惡
意軟體作者將持續以自動化方式，利用基於物聯網的惡意軟體，透過類似蠕
蟲的傳播、網路代理功能以及面向網際網路設備中的漏洞，快速增加殭屍網
路規模。組織應適當的修補、更新以及 DDoS 緩解策略，來保護自己。

http://news.ihsmarkit.com/press-release/number-connected-iot-devices-will-surge-125-billion-2030-ihs-markit-says
http://news.ihsmarkit.com/press-release/number-connected-iot-devices-will-surge-125-billion-2030-ihs-markit-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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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I
被視為針對物聯網設備的惡意軟體的革命性 Mirai，已經在全球進行了破壞
並使基於物聯網的惡意軟體更普及。Mirai 最初在 2016 年被攻擊者用來針
對各種網際網路資產與服務，發動多次高調、高影響力的 DDoS 攻擊。

2016 年 9 月 30 日，Mirai 的原始程式碼發布。從那時起，IoT 殭屍網路
作者已經將它用作構建 Mirai 變體的框架，例如 Satori、JenX、OMG、
Wicked 和 IoTrojan 8。Satori 利用遠程碼注入攻擊來增強 Mirai 程式碼，
而 JenX 從程式碼中刪除了幾個功能，並依賴外部工具進行掃描和攻擊。

OMG 也被添加到舊版 Mirai 中。OMG 以 HTTP 和 SOCKS 代理的形式添
加了一個新穎的功能。此代理功能允許受感染的 IoT 設備充當樞軸點，這使
作者可以靈活地啟動針對新漏洞或其他攻擊的其他掃描，而無需更新原始二
進制文件。根據物聯網設備的類型及其連接方式，殭屍程式作者可以轉到受
感染的物聯網設備的專用網路。

Wicked 在 2018 年 5 月加入了軍團。Wicked 的功能是針對易受遠程代碼
執行 (RCE) 漏洞攻擊的 Netgear 路由器和 CCTV-DVR 設備。在 RCE 漏洞中，
Wicked 包含下載和執行 Owari bot 副本的說明。

最新出現的僕從是 IoTrojan。IoTrojan 的作者似乎參與了 Wicked 和 Owari
殭屍網路。IoTrojan 利用 CVE-2017-17215，這是華為 HG532 路由器中的
一個遠程執行代碼漏洞。IoTrojan 包含與其僕從兄弟相同的 DDoS 功能。
通常，設備的掃描和利用可以自動化，使任何易受影響的設備成為殭屍網路
的一部分。

MIRAI
原始程式碼已發布

五種變體
由 IoT BOTNET 作者開發

https://asert.arbornetworks.com/omg-mirai-minions-are-wic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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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威脅趨勢
間諜活動和犯罪活動持續增長，因為這個領域的參與者在全球發展並發動越來越複

雜的攻擊，造成數十億美元的損失並影響許多知名品牌和政府。

正如許多人預測的那樣，由國家資助的活動，現已發展到其活動和框架能
讓更多國家定期發現的程度。我們的研究結果包括歸因於伊朗、北韓、越
南和印度的間諜活動，而不僅是那些常與中國和俄羅斯有關的發動者。

這些活動針對各種來源，從政府和產業到學術機構。目標從引起地緣政治
動盪到智慧財產盜竊。他們經常使用供應鏈作為管道，這種策略讓他們透
過合作夥伴和供應商的交織關係，來攻擊他們的主要目標。例如，在 2017
年 8 月至 9 月期間，間諜行為者破壞了 CCleaner，這是一種用於清潔電腦
和提高效能的工具。安全研究發現該軟體包括散播至超過 200 萬使用者的
惡意軟體。去年 6 月的「NotPetya」攻擊採用了類似的策略，因為發動者
( 一般認為是俄羅斯軍方 ) 在烏克蘭相當普及的會計軟體包中埋下了後門。
該惡意軟體主要針對烏克蘭，其中有 80 多家企業受到影響，但它也遍布
法國、德國、意大利、波蘭、英國、俄羅斯和美國。

另一種間諜活動使用者則涉及偽裝成合法軟體，最終使用者並不知情。
可以說，這種技術可能屬於供應鏈攻擊，但攻擊者不需使用合法企業的
供應鏈分配來擴散攻擊。最近在與 Fancy Bear 相關之筆記型電腦攻擊的
Absolute LoJack 恢復軟體中發現了雙重代理程式惡意軟體，就屬於這種
情況。攻擊者將指令和控制域替換為他們自己的域名。該軟體通常預先安
裝在筆記本電腦上，然後將信號反饋給攻擊者控制的伺服器，而非旨在遠
程恢復被盜筆記本電腦的伺服器。這有效地使發動者可以遠程存取受感染
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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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隨著傳統惡意軟體添加蠕蟲模組，犯罪軟體領域不斷擴大並武器化，
讓惡意軟體更快、更容易地傳播。許多犯罪軟體操作，包括銀行惡意軟體
和勒索軟體，也增加了模組或二次下載，讓參與者挖掘加密貨幣，如比特
幣或 Monero。從勒索軟體到加密貨幣採礦的轉變，降低了偵測和執法注
意力的門檻，使攻擊者不會受到集中的移除和報復。由於越來越複雜，以
及能夠更快地感染系統，許多攻擊活動可以更容易並直接影響數百萬消費
者，並影響全球的企業、政府組織和其他組織。

這種活動通常是透過 ASERT 等安全團隊的研究和監控找到的，ASERT 發
現了 Absolute Lojack 盜竊恢復軟體劫持和 Kardon Loader 惡意軟體等。

在這一年中，ASERT 團隊監控並確定了數十起間諜與

犯罪組織和活動。特別是，由於最近的趨勢、獨特的

策略或地緣政治影響，該團隊發現了以下威脅群組

這些活動針對各種來

源，從政府和產業到

學術界。目標從引起

地緣政治動盪到智慧

財產盜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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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RIG
OilRig 是一個活躍且有組織的伊朗APT 威脅組織，

自 2015 年以來一直針對特定的政府、產業、學術和

金融機構進行戰略目的攻擊。

該組織似乎在進行供應鏈攻擊，利用組織之間的信任關係來攻擊其主要
目標。雖然該小組可以快速利用新發現的漏洞 ( 例如 CVE-2017-0199 和
CVE-2017-11882)，但他們主要依靠社交工程來影響受害者。他們因其客
製化工具集的廣泛研究、持續開發和規避測試而聞名。此外，他們還使用
自定義 DNS 隧道協議，進行命令和控制 (C2) 以及憑證和檔案的洩露。

• ASERT 研究人員觀察到這一群體的目標是金融、高科技和政府垂直產
業。

• OilRig 今年第一次使用 IIS ISAPI 過濾器 9，動態鏈接庫通常用於修改
和增強 IIS 提供的功能，例如 URL，用於 C2，這種技術在這個群體並
不常見。

簡介

來源國家

伊朗

初級目標

政府
產業
學術的
金融

已知的技術

防 病 毒 逃 生、Webshell、 後
門、DNS 隧道、憑證轉儲、本
機系統應用程式、FTP 數據洩
露、供應鏈

https://www.nyotron.com/nyotron-discovers-next-generation-oilrig-attacks/


19

NETSCOUT 威脅情報

FANCY BEAR
Fancy	Bear 也被稱為APT28，是一個在俄羅斯運作

的APT群體。自 2000 年代中期開始，這個群體可能

是俄羅斯最著名和最明顯的APT 群體，並且受到俄

羅斯政府支持。

他們的網路攻擊通常關注當前的地緣政治問題和工業控制系統 (ICS)/ 關
鍵基礎架構，他們以破壞性惡意軟體來攻擊目標。他們被廣泛懷疑已干涉
包括美國和法國在內的多個國家的選舉，並被認為曾對國際奧林匹克委員
會、北約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等目標進行網路攻擊。今年，ASERT 團隊將
Fancy Bear 與 Absolute LoJack 筆記型電腦恢復軟體 10 中的惡意軟體連結
起來。Absolute LoJack，以前稱為 Computrace，是一種合法的筆記型電
腦復原解決方案，許多公司使用它來保護他們的資產 ( 如果資產被盜 )。該
軟體由於是合法軟體且本身允許遠程代碼執行，因此成為出色的雙重代理
程式

https://asert.arbornetworks.com/lojack-becomes-a-double-agent/
https://asert.arbornetworks.com/lojack-becomes-a-double-agent/
https://asert.arbornetworks.com/lojack-becomes-a-double-agent/
https://asert.arbornetworks.com/lojack-becomes-a-double-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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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來源國家

俄國

初級目標

國際奧委會
選舉
北約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

已知的技術

Bootkit、Credential
傾銷、屏幕截圖、COM 劫持、
特權
升級、橫向
運動漏洞、時間緊迫、可移動
媒體傳播、鍵盤記錄、存取權
杖
操縱、合法
軟體劫持

雖然此活動的初始入侵媒介仍然未知，但 Fancy	Bear 經常使用網路釣魚
電子郵件來提供有效承載。

• ASERT 的研究人員發現了含有可能與 Fancy Bear 相關的 C2 域的代理
程式。透過該軟體作為後門或入侵載體的證明，可以追溯到 2014 年，
且其持續使用表示攻擊者可以在長期運作中使用它。

• 最初，包含流氓 C2 的軟體代理程式具備低抗病毒 (AV) 偵測，這增加
了感染的可能性以及隨後成功的 C2 通訊。

• 惡意軟體的散播機制仍然未知。但是，Fancy Bear 通常使用網路釣魚
來傳遞惡意軟體，如 2017 年末的 Sedupload 所示。

• 在過去的一年中，ASERT 觀察了針對金融和政府垂直產業的 Fancy 
Bear 活動。

根據其他公共研究的結果，Fancy	Bear 活動亦包括使用VPNFilter 惡意軟
體。ASERT 分析師獨立驗證了許多有關惡意軟體功能的聲明。

• VPNFilter 惡意軟體是一個多階段的模組化平台，具有支持情報收集和
破壞性功能等多種能力，如同公共安全研究的結果 11。基於公開可用
的研究，某些輔助有效承載也為惡意軟體提供破壞性功能。

• VPNFilter 首次在 5 月份檢測到，據估計已經劫持了 50 萬台 IoT 設備，
如路由器和網路附加儲存 (NAS) 設備。 

• 受 VPNFilter 影響的已知設備包括小型和家庭辦公空間中的 Linksys、
MikroTik、Netgear、TP-Link、ASUS、D-Link、 華 為、Ubiquiti、
UPVEL 和中興網路設備，以及 QNAP NAS 設備。

https://www.us-cert.gov/ncas/current-activity/2018/05/23/VPNFilter-Destructive-Mal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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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DEN COBRA
Hidden	Cobra 是一家北韓APT 集團，主要針對企

業，其重點則關注金融業務。他們對國家別並不挑剔，

而是針對任何國外金融機構。

他們也被視為有針對加密貨幣交易。在不關注金融業的情況下，韓國和美
國是其主要目標。例如，許多研究人員將索尼黑客歸咎於這一群體。眾所
周知，他們具有破壞性以掩蓋他們的蹤跡。Hidden Cobra 使用的工具和
功能包括 DDoS 殭屍網路、鍵盤記錄程式、遠程存取特洛伊木馬 (RAT) 和
雨刷惡意軟體。最近的活動包括：

• 以該群體的 Bankshot 惡意軟體之變種，攻擊土耳其金融機構 12。此次
攻擊涉及土耳其政府的金融機構以及其他三家土耳其大型金融機構。

• 針對金融科技和加密貨幣及其周圍交換系統的網路釣魚攻擊。Hidden 
Cobra 被認為已經成功從眾多交易所滲透並盜取資金 13。

• 涉嫌攻擊中美洲和南美銀行。

簡介

來源國家

北韓

初級目標

主要在南韓和美國的金融機構

已知的技術

DDoS 殭屍網路、Disabling 
安全產品、暴力攻擊 (Brute 
Force Lateral) 運動、SMTP 數
據洩露、Bootkit、Access 權
杖操縱、遠程存取木馬、鍵盤
記錄、Destructive 惡意軟體、
自定義 C2 協議、時間戳、持
久性快捷方式

https://www.us-cert.gov/ncas/current-activity/2017/12/21/North-Korean-Malicious-Cyber-Activity
https://securingtomorrow.mcafee.com/mcafee-labs/hidden-cobra-targets-turkish-financial-sector-new-bankshot-im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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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	LOTUS
OCEAN	LOTUS 也被稱為APT32，是一個來自越南

的複雜群體，歷史上多以外國政府為目標	－	特別是

新大陸、中國以及在越南擁有商業或戰略利益的任何

人；東南亞國家協會 (東協 )；媒體；和民間人權社

會組織，甚至是本國境內的組織。

從 2012 年開始，Ocean Lotus 使用一整套自定義惡意軟體，通常與商業
產品相結合，並已攻擊 Windows 和 Macintosh 系統漏洞。其瞄準的目標
也似乎非常精確而不是廣泛的隨意挑選。

盜竊包括智慧財產、機密性戰略商業資訊和情報訊息。最近發現的威脅活
動包括：

• 最近看到了其利用控制台 (CPL) 檔案，遵循 APT 社群中某些遠離可執
行檔的明顯趨勢。CPL 檔案透過與可執行檔類似的方式啟動。

• 該群體經常更新其後門、基礎架構和感染媒介。

• ASERT 團隊在過去一年中觀察了針對政府和金融部門的 Ocean Lotus
活動。

簡介

來源國家

越南

初級目標

外國政府

已知的技術

Cobalt Strike 框架、
Powershell 腳本、
Timestomping、權限升級、
供應鏈、網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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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OT TEAM
NETSCOUT 威脅情報對 EHDevel 惡意軟體工具包的

研究，發現了一個屬於Donot 群體的新模組化惡意

軟體框架。14

我們評估這個新框架在 EHDlevel 停止活動的地方開始，重點關注南亞的
目標。ASERT 團隊所發現的框架使用了一個名為「yty」框架的新模組化
惡意軟體。雖然基礎架構類似於現有大家知道的 APT 群體所使用的基礎設
施，但有相當的差異，我們無法明確地說這項活動是否適合這些群體的方
法。

• ASERT 發現了一個名為「yty」的新模組化惡意軟體框架，專注於檔案
收集、螢幕截圖和鍵盤記錄。雖然我們認為這個框架及其組件是新的，
但它與 EHDevel 惡意軟體框架共享許多策略、技術、程式和影響指標。 

• 我們相信創造 EHDevel 的威脅發動者 － Donot 團隊 － 也創造了 yty
框架。 

• 為了掩蓋惡意軟體及其操作，作者編寫了幾個關於足球惡意軟體的參
考文獻 － 目前還不清楚它們是指美式橄欖球還是足球。重點在於讓網
路流量避開偵測。

• ASERT 亦確定了過去一年與政府、零售、金融和科技垂直產業相關的
Donot 團隊活動。

簡介

來源國家

未知

初級目標

政府
零售
金融

已知的技術

模組化惡意軟體框架、截圖、
鍵盤記錄、檔案洩露、沙箱偵
測、系統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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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軟體重點資訊
犯罪軟體仍然相當活躍，且跡象顯示其已超越原本傳

統攻擊方法的傳播手法。

根 據 Verizon 的 2018 年 資 料 外
洩 調 查 報 告， 針 對 金 融 業 的 電
子 郵 件 攻 擊 活 動， 如 Emotet 和
Trickbot，持續成為占比最大的
活 動 ( 約 90%)。 網 路 攻 擊 約 占
整體的 6%，而其餘部分則為直
接攻擊。然而，加速擴散的方法
則 有 些 顯 著 的 變 化。 受 到 諸 如
WannaCry 等 2017 年 蠕 蟲 事 件
的啟發，主要的犯罪軟體組織將
蠕蟲模組添加到惡意軟體中，實
質上則增加了一種自我傳播方法，
使惡意軟體能夠更快、更輕易地
傳播。

除了新的蠕蟲模組開發之外，我
們還看到了惡意軟體的加密貨幣
挖掘已受到更多關注。似乎攻擊
者認為這種方法是一種風險較低
且利潤較高的勒索軟體替代方案，
因為後者具有引起執法機構注意
的缺點。

與 此 同 時，Kardon Loader 等 新
平台正在興起，Panda Banker 等
正在瞄準新的目標。即使面對關
鍵人物查緝，像 Dridex 這樣的殭
屍網路仍然具有相關性。這一切
綜合起來揭示了一個不斷重塑技
術和方法的領域，以擴大其影響
層面並提高攻擊效率。

ASERT 研究人員發現以下為

這些整體趨勢的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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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et 歷來被認為是一種
模組化惡意軟體框架，能夠
實現盜竊、垃圾郵件和憑證
竊取。

在最近的版本中，攻擊者遠離銀
行模組，轉而為 Monero 添加加
密貨幣挖掘器，並為自我傳播添
加蠕蟲模組。這種能力的不斷擴
大使得 Emotet 能夠茁壯成長並變
得更加危險，例如 2018 年 2 月襲
擊賓州阿倫敦 15 的事件，該事件
癱瘓了好幾個金融和公共安全機
構，估計該城市損失 100 萬美元。 
此波新的 Emotet 木馬感染透過網

路釣魚電子郵件傳播並下載其他
模組，例如用於自動傳播的蠕蟲
模組。

• Emotet 增加了一個 Monero 硬
幣挖掘模組。 

• 在公開披露 Eternal Blue 漏洞之
後，Emotet 添加了一個「蠕蟲」
模組，以利用漏洞進行自動傳
播。

Trickbot 於 2016 年首次被
發現，是針對主要銀行客戶
的銀行特洛伊木馬。

Trickbot 使用 webinjects 和重定
向，以便從受害者那裡進行竊取。
Trickbot 透 過 網 路 釣 魚 活 動 傳
播，將使用者引導到偽裝成合法
運作的詐騙網站。儘管許多垃圾
郵件活動廣泛散播，但 Trickbot 
webinjects 中的目標在美國和英
國的比例較高。除了這些主要目
標外，攻擊者還包括其他幾十個
國家 ( 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亞等 )
的目標。

Trickbot 仍在不斷發展，最近亦
展示了一些新的功能：

• Trickbot 現 在 利 用 漏 洞 CVE-
2018-8174 進行感染 16。

• Trickbot 還 取 得 了 Monero 硬
幣採礦模組。 

• 在 EternalBlue/Eternal 
Romance 公開揭露之後添加用
於自動傳播的蠕蟲模組。

• 最近版本的 Trickbot 看到了目
標實體數量的快速增長 17。

EMOTET

TRICKBOT

https://www.us-cert.gov/ncas/alerts/TA18-201A
https://www.us-cert.gov/ncas/alerts/TA18-201A
https://myonlinesecurity.co.uk/fake-hmrc-important-outstanding-amount-delivers-trickbot-via-cve-2018-8174/
https://myonlinesecurity.co.uk/fake-hmrc-important-outstanding-amount-delivers-trickbot-via-cve-2018-8174/
https://www.f5.com/labs/articles/threat-intelligence/trickbot-rapidly-expands-its-targets-in-august-shifting-focus-to-us-banks-and-credit-card-companies
https://www.f5.com/labs/articles/threat-intelligence/trickbot-rapidly-expands-its-targets-in-august-shifting-focus-to-us-banks-and-credit-card-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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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DON 
LOADER

ASERT 研究人員發現
KardonLoader	18	正在地下
論壇上做廣告。

Kardon Loader 是一款付費開放
式測試版產品，是一款惡意軟體
下載程式，其功能可讓客戶打開
自己的 botshop，使購買者能夠
重建機器人並銷售對他人的存取
權限。由一位用戶名為 Yattaze 的
發動者提供，該產品自 4 月下旬
開始供貨。該發動者將惡意軟體
的銷售作為獨立構建來進行銷售，
每次額外重建都需要收費，或者
設置 botshop 的能力，在這種情
況下，任何客戶都可以建立自己
的運作，並進一步銷售對新客戶
群的存取權限。 

惡意軟體作者和傳播者利用下載
惡意軟體和 botshops 來構建惡意
軟體散播網路。惡意軟體散播網
路通常被網路犯罪分子用來創造
殭屍網路，以散播其他有效承載，
例如憑證盜竊惡意軟體、勒索軟
體、銀行特洛伊木馬等。這些散
播網路通常由第三方營運商來營
運，並作為黑市中的服務。

NETSCOUT 威脅情報積極收集與
此惡意軟體系列相關的指標，為
我們的 NETSCOUT Arbor 客戶提
供保護。

• NETSCOUT 威脅情報研究人員
發 現 Kardon Loader 在 地 下 論
壇上做廣告。 

• Kardon Loader 具有可讓客戶打
開其 botshop 的功能，使得購
買者能夠重建機器人並銷售對其
他人的存取權限。

• Kardon Loader 處於早期發展階
段，在被發現時是作為公共測試
版提供。 

• 它結合了許多反分析檢查來阻止
分析。

• 在地下社群的一名成員告訴發動
者有研究人員對 Kardon Loader
感興趣後，該發動者停止了惡意
軟體的廣告，並停止在與其相關
的群組中發布。然而，發動者仍
然活躍在地下論壇上，所以很可
能他或她將來會發布惡意軟體。

https://asert.arbornetworks.com/kardon-loader-looks-for-beta-testers/
https://asert.arbornetworks.com/kardon-loader-looks-for-beta-te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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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DA 
BANKER

以 Zeus 惡意軟體系列為基
礎，Panda	Banker 使用一
種稱為「瀏覽器中的人」的
技術以及網路注入來竊取用
戶憑證、帳號以及最終來自
受害者銀行帳戶的資金。

這種銀產業惡意軟體於 2016 年
初首次出現，自其出現以來，已
經呈現持續的增量發展。Panda 
Banker 作為套件在地下論壇上出
售，形成此惡意軟體有多個使用
者。

網路犯罪威脅發動者傾向於將他
們的活動集中在特定國家，通常
取決於他們將這些地點的被盜憑
證和帳戶詳細訊息轉換為現金的
能力。多年來，我們看到 Panda 
Banker 的 活 動 主 要 集 中 在 義 大
利、加拿大、澳大利亞、德國、
美國和英國的金融機構。

最近，Panda Banker 的目標擴大
到日本 19。

• 使用眾所周知的銀行惡意軟體
Panda Banker 的威脅發動者，
開始瞄準日本的金融機構。 

• 根據 ASERT 研究，這是我們第
一次看到 Panda Banker 滲入針
對日本組織。 

• 可能是一個新的活動或發動者開
始使用 Panda Banker，因為除
了之前看不見的日本目標之外，
ASERT 還沒有看到任何影響指標
(IOC) 與 以 前 的 Panda Banker
活動重疊。 

• 本次活動中使用的樣本是我們在
實地觀察到的第一個使用最新
Panda Banker 2.6.6 版的樣本。

https://asert.arbornetworks.com/panda-banker-zeros-in-on-japanese-targets/
https://asert.arbornetworks.com/panda-banker-zeros-in-on-japanese-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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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威脅形勢的變化正在迅速發展，同時擴大足跡並改變策略。DDoS 威脅
工具包中常見的方法已經出現在犯罪軟體和間諜活動中。增加使用自動
傳播方法；特別是蠕蟲和大規模惡意軟體散播，可以在使用 CCleaner、
VPNFilter、WannaCry 和 NotPetya 的程式中看到。國家支持的發動者將
持續增長，我們將看到過去未與重大活動相關聯的地區出現新的群體。

正如我們在今年稍早 Memcached 所導致的巨大 DDoS 攻擊影響中看到的
那樣，對新載體開發的渴望也將持續。眾所周知的網路協議向量 SSDP，
現在正用來進行內部入侵。此外，正如我們在 Emotet 和 Trickbot 案例中
所看到的那樣，透過間諜團體使用合法軟體程式以及增加二級策略，例如
由犯罪行為者添加的加密貨幣挖掘。這為所有垂直產業的組織內安全和 IT
團隊，提高了防禦意識並帶來了新的壓力。

這種加速的網際網路規模威脅典範改變了發動、觀察和攔截攻擊的地點與
方式。全球威脅需要新的全球干預措施，包括企業、服務提供商、政府和
消費者。

ASERT 團隊將持續監控威脅狀況，並報告正在發展的新群體和惡意軟體以
及技術更新。儘管很難為任何即將到來的威脅做好充分準備，但是經常運
用威脅情報是一項重要的預備性保障，因為這樣做可以提供深度解析，為
戰略方向和技術領域提供訊息。

不斷加速的網際網路規

模威脅典範，改變了發

動、觀察和攔截攻擊的

地點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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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NETSCOUT

NETSCOUT SYSTEMS, INC. (NASDAQ: NTCT) 為數位商業服務提供安心不中斷
的可用性、效能和安全性。我們的市場和技術領先地位源自於專利智慧資料技術
與智慧分析的結合。我們提供客戶所需的即時、全面可見度和洞察力，以加速數
位轉換並確保其安全性。我們的方法改變了組織規劃、提交、整合、測試和部署
服務以及應用程式的方式。我們的 nGenius 服務保證解決方案提供對服務、網路
和應用程式效能的即時、情境分析。Arbor 安全解決方案能夠抵禦威脅可用性的
DDoS 攻擊，和入侵網路以竊取機密商業資產的進階威脅。如要進一步了解如何
提升實體或虛擬資料中心或雲端的服務、網路和應用程式效能，以及由服務智慧
所驅動的 NETSCOUT 效能和安全解決方案如何協助您自信地邁步向前，請造訪
www.netscout.com 或在 Twitter、Facebook 或 LinkedIn 上追蹤 @NETSCOUT
和 @Arbor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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