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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世代防火牆、入侵防禦/偵測和安全 Web 閘道安全層的補充

執行摘要：DNS 防火牆為「深度防禦」安全策略提供了全新的網路層，以保護企業網路。DNS 防火牆會封
鎖或重新導向以惡意軟體為基礎的 DNS 查詢，並找出受感染的裝置以快速修復。DNS 防火牆補充了產業標
準的安全層，如次世代防火牆、入侵防禦系統/入侵偵測系統和安全 Web 閘道 (不會處理網際網路 IP 位址查
詢的 DNS 中繼傳送)。此外，次世代防火牆、入侵防禦系統/入侵偵測系統和安全 Web 閘道並未與 DHCP 和 
IP 位址管理整合，無法協助找出受感染的裝置以進行修復。DNS 防火牆是一個安全層，可協助企業建立事
件回應的方法，這將有助於在發生感染時防止擴散，並大幅減少與感染相關的資料遺失。

 
DNS 防火牆 

DNS 防火牆是一個與 Infoblox DNS 伺服器整合的應用程式，將會主動封鎖或重新導向針對不良信譽網域 (如殭屍網路或命令和
控制 (C&C) 伺服器) 的 DNS 查詢。DNS 伺服器和防火牆與 Infoblox DHCP 和 IP 位址管理整合，可從 Infoblox Trinzic Reporting 
伺服器在所有可用的 Infoblox 應用程式之間報告。這個整合功能可讓 IT 人員能找出由 IP/MAC 位址受感染的裝置，以進行修
復。DNS 防火牆會透過「惡意軟體資料摘要」(Malware Data Feed) 服務持續更新。

許多 APT 惡意軟體會使用多種應用程式和通訊協定 (如 HTTP、IRC、FTP、VoIP、RPC、SIP、SSH、Telnet 等)，發出請 
求至使用快速通量迅速改變網域 IP 位址的「不良」網域，來繞過如次世代防火牆、入侵防禦系統 (IPS)/入侵偵測系統 (IDS) 和安
全 Web 閘道等傳統安全層。因此，DNS 防火牆增加了防禦層，以移除作為惡意軟體通訊和資料洩露管道的 DNS 通訊 協定。

Infoblox 專門設計了「惡意軟體資料摘要」服務，透過全球各地 35 個以上的公共和私人資源，在全球基礎上編譯與關聯 
「不良」網域和 IP (以及地理區塊，例如中國、摩爾多瓦)。將來自世界各地眾多來源的資料結合之後，Infoblox 可提供「最佳組
合」信譽摘要，因此能夠在 DNS 防火牆伺服器上進行單一回應原則區域 (RPZ) 的設定，進而簡化報告與管理的工作。

目前許多安全策略均設計為僅具有主動的性質。Infoblox DNS 防火牆兼具主動和被動的性質，屬於極為獨特的類別。除了主動
的「深度防禦」策略，許多公司正在尋求建立事件回應策略和安全層，這將有助於在發生感染時防止擴散，並大幅減少與感染相
關的資料遺失。Infoblox DNS 防火牆可防止從感染裝置到傳出來源的通訊，對組織的事件回應計劃具有重大、即時的影響。這
幾乎可讓使用者不需擔心感染對環境造成影響，如前所述，這可協助找出受感染的裝置，以迅速隔離和進行修復。

次世代防火牆 

次世代防火牆結合了第一代網路防火牆 (網際網路與企業專用網路之間的邊界、網路位址轉換和 VPN 等功能) 和網路入侵防禦系
統 (IPS) 的功能。次世代防火牆也將有如「應用程式覺察」等額外功能，能識別應用程序並在應用層套用控制 (如允許 Skype 通
話，但封鎖其執行文件傳輸)。有些次世代防火牆支援動態更新至封鎖清單，而該封鎖清單具有最多 150,000 項 (IP 位址) 的限
制，以便不受制於資源 (CPU、記憶體) 且不影響系統效能。

由於需給定惡意軟體的動態性質和連至「不良」網域 (C&C 伺服器、殭屍網路) 所使用的 DNS 查詢，次世代防火牆將需開啟動
態更新 (若可用) 才能進行封鎖服務。每次當次世代防火牆裝置接收 IP 位址時，(並根據其他過濾選項) 將會進行反向查找，以找
出與特定 IP 位址關聯的網域名稱。接著會針對其內部列為黑名單的網域名稱，檢查此資訊。若透過快速通量操作以迅速演變 IP 
位址/網域的組合，則這種方法將會導致明顯的效能衝擊，並非真正可靠或可延伸的方法。

此外，次世代防火牆並不提供向下切入至規則的機制，也無法顯示規則所包括的個別網域名稱。因此，這將難以識別規則的準
確性，或是否使用網域名稱或 IP 位址。針對需要靈活性的環境，這種方法無法將網域清單細分為不同類別且使其具有不同的回
應。針對每項規則均有一個與其關聯的單一動作。

最後，次世代防火牆解決方案並未與 DHCP 或 IP 位址管理整合以取得受感染的裝置 (透過 IP 或 MAC 位址) 的細微檢視， 
因此無法提供報告以協助磁碟機進行修復。

一般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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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防禦系統/入侵偵測系統 (IPS/IDS)

IPS/IDS 解決方案通常會檢查通過前線安全裝置 (如防火牆、Web 安全閘道和電子郵件安全閘道) 的網路流量，以防止惡意活
動。IPS/IDS 會透過幾種方法：簽章、通訊協定異常偵測、行為或啟發等方法，來偵測不良或惡意流量。IPS/IDS 通常必須先
建立不良或惡意網路流量和惡意軟體簽章的知識庫，才可啟動任何惡意流量的封鎖行動。構建此知識庫需耗費時間，並需指
定惡意軟體的動態性質和所使用的應用程式或通訊協定，而如 DNS 查詢至「不良」網域 (不論是否具有小型承載) 的外送流量
將可成功傳出至網際網路。

惡意軟體使用 DNS 通訊協定以解析他們正在尋求連線的網域 IP 位址，而「不良」網路則使用快速通量變化以快速建立 IP 位
址和新網域獨特組合。這意味著 IPS/IDS 解決方案無法將許多組合識別為「不良」，流量將可因錯誤分類而通過。

IPS/IDS 應用程式並未與 DHCP (IP 位址租用) 或 IP 位址管理整合，因此無法找出由 MAC 位址受感染的裝置以進行修復。

具體而言，若使用 IDS 解決方案，未能針對頻外即時封鎖不良或惡意流量，而無法有效防止關鍵資訊洩漏。

一般廠商：Cisco, HP , Juniper

安全 Web 閘道 (SWG)

SWG 解決方案可保護 Web 存取裝置 (筆記型電腦、BYOD 手機) 不受感染，並強制執行公司政策。一般的 SWG 解決方案會
從使用者啟動的 Web/網際網路流量來過濾有害軟體或惡意軟體，並強制執行企業和監管政策的合規性。SWG 產品包括 URL 
過濾、惡意程式碼偵測和過濾、常見 Web 式應用程式 (如即時通訊 (IM) 和 Skype) 的應用程式控制。

SWG 解決方案焦點為源自內部裝置的 Web 式應用程式流量，因此，SWG 並不會追蹤或檢視使用網際網路式的應用程式 (如 
FTP、VoIP、RPC、SIP、SSH、Telnet) 的惡意軟體，而使這些惡意軟體能不受限制地通過。儘管 SWG 可用於代理 DNS 請
求並針對黑名單交叉檢查網域，但此方法並未考慮快速通量變化 (重組網域的 IP 位址) 的狀況。此外，主要的 SWG 供應商僅
根據由其客戶群所提供的資訊來建立自己的黑名單，這可能使得防禦範圍過於狹隘。

最後，SWG 解決方案並未與 DHCP 或 IP 位址管理整合以取得受感染的裝置 (透過 IP 或 MAC 位址) 的細微檢視資訊，因此
無法協助修復。

一般廠商：Blue Coat、Websense、Zscaler

摘要

如果希望移除 DNS 通訊協定作為惡意軟體通訊途徑，以及避免惡意軟體使用其他通訊協定 (如果該通訊是由 DNS 
傳播)，硬化而可靠的 DNS Firewall 是合理的選擇。Infoblox DNS Firewall 可在根據 BIND 和第三方摘要所建立的 DIY 
DNS 防火牆上提供卓越的功能並降低成本、風險與複雜性。Infoblox DNS Firewall 將會在數小時內開始破壞惡意軟體 
通訊並且封鎖資料的洩漏，使得 IT 部門能夠透過 IP 與 MAC 位址的識別快速修復受感染的裝置。Infoblox DNS Fire-
wall 提供成為共同準則 (Common Criteria) 第 2 級認可的解決方案之後的更多好處，協助 IT 符合公司、產業或法監管機 
構的規範。DIY DNS Firewall 最多只能封鎖合理百分比的惡意軟體 DNS 查詢，但是無法協助 IT 修復受感染的裝置。 
此外，建立與維護 DIY DNS Firewall 的成本將需要龐大的資源，公司有可能無法提供這些資源或者原本可應用在更適 
合的新專案或措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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