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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乌克兰电网攻击分析

本文为联合小组就乌克兰电网攻击所做的分析报告，旨在为业内人士提供学习资源，
从中吸取教训。该分析报告的红绿灯协议（TLP）标志为白色，即可不受限分发，但受版
权控制。本文作为防御用例（DUC），基于相关公开信息，总结了乌克兰工控系统（ICS）
事件中可吸取的重要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些缓解思路。供电信息分享与分析中心 (E-ISAC)
联合 SANS 研究院，对从多个公共渠道获取的公开信息做了概要介绍。此外，SANS 团队
分析了整个事件 1。针对电力系统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SCADA）的安全防御，本文提出
了具体的缓解思路，广大工控系统防护者或可从中获益。

与 E-ISAC 合作完成此文的作者：

SANS 研究院 Robert M. Lee

SANS 研究院 Michael J. Assante

SANS 研究院 Tim Conway

1　SANS研究院对事件所做的调查与美国政府的跨部门小组所做调查或其他任何组织或公司引用E-ISAC过往报道的行为不同。
SANS研究院工控系统团队分析了其自 2015年 12月以来获取的数据，并在更大范围内分享了此分析。本文现提供给 E-ISAC
与北美电力行业，以惠及其成员以及更多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人群。

http://toutiao.secj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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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概述
2015 年 12 月 23 日，乌克兰区域配电公司 Kyivoblenergo 通知客户业务中断，原因是

第三方非法入侵了公司的计算机与 SCADA 系统：约当地时间下午 3:35 分起，7 台 110kV
与 23 台 35kV 变电站中断了三个小时。之后，公司声明该攻击还影响了配电网的其他部分，
操作被迫转换到手动模式 2 3。乌克兰新闻媒体在采访后对此事件做了详细报道，确定一来
自国外的攻击者远程控制了 SCADA 配电管理系统 4。根据 Kyivoblenergo 对客户的实时情
况通报，最初判断这次业务中断影响到了约 8 万名客户。不过，之后发现三家配电公司受
到攻击，导致业务数次中断，多地断电，约 22.5 万名客户受到影响 5 6。

攻击甫一发生，乌克兰政府官员即声称断电由网络攻击造成，俄罗斯安全部门应对此
事负责 7。随后，乌克兰调查人员联手私营公司及美国政府，对此事展开分析，帮助确定
断电事件的根因 8。自 2015 年 12 月 25 日事件发生后，E-ISAC 与 SANS 研究院的工控团
队便与业内可信成员及组织进行合作，分析事件原因。

本联合报告汇总了从公共渠道获取的相关信息，澄清了重要的攻击细节，总结了经验
教训，并提出防护建议，助力工控系统领域应对此类攻击。攻击发起者并不在本报告关注
范围之内。

2　https://ics.sans.org/blog/2016/01/09/confirmation-of-a-coordinated-attack-on-the-ukrainian-power-grid
3　http://news.finance.ua/ua/news/-/366136/hakery-atakuvaly-prykarpattyaoblenergo-znestrumyvshy-polovynu-

regionu-na-6-godyn
4　http://ru.tsn.ua/ukrayina/iz-za-hakerskoy-ataki-obestochilo-polovinu-ivano-frankovskoy-oblasti-550406.html
5　http://www.oe.if.ua/showarticle.php?id=3413
6　https://ics-cert.us-cert.gov/alerts/IR-ALERT-H-16-056-01
7　http://www.ukrinform.net/rubric-crime/1937899-russian-hackers-plan-energy-subversion-in-ukraine.html
8　https://www.rbc.ua/rus/news/pravitelstva-ssha-ukrainy-rassmotryat-otchet-1454113214.html

http://toutiao.secj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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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简介

背景

2015 年 12 月 24 日，TSN（一家乌克兰新闻机构）发表题为“黑客攻击致伊万诺 -
弗兰克威斯克（Ivano-Frankivsk）半城断电”的报道 9。随后，大量的新闻报道机构与来
自华盛顿邮报、SANS 研究院、纽约时报、ARS Technica、BBC、连线杂志（Wired）、
CNN、福克斯新闻及 E-ISAC Report 的独立博客作者在 TSN 报道后对事件进行了跟踪 10。
这些后续报道为乌克兰电力系统攻击提供了详尽信息。美国国土安全部（DHS）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发布代号为“IR-ALERT-H-16-056-01”的正式报告 11。根据这份报告，三家
乌克兰电力公司在间隔不到 30 分钟时间内先后遭到攻击，影响了 22.5 万名客户，并迫使
公司切换至手动操作模式。

据称，这些电力公司在断电数小时之后迅速恢复了业务 12。国土安全部发布的报告表
明，在电力业务恢复期间，被攻击公司继续以受限模式运行配电系统。乌克兰电力系统发
生的这次攻击针对的是区域级别的配电系统，如图 1 所示。

图 1 电力系统总览

关于公共渠道所获技术信息的可信度及数量评估，详见附录。

   9　http://ru.tsn.ua/ukrayina/iz-za-hakerskoy-ataki-obestochilo-polovinu-ivano-frankovskoy-oblasti-550406.html
10　 E-ISAC: Mitigating Adversarial Manipulation of Industrial Control Systems as Evidenced by Recent International 

Events （E-ISAC：如何缓解近期全球频发的工控系统操控），2016 年 2 月 9 日，（TLP：红色）
11　 https://ics-cert.us-cert.gov/alerts/IR-ALERT-H-16-056-01
1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russian-hackers-suspected-in-attack-that-blacked-

out-parts-of-ukraine/2016/01/05/4056a4dc-b3de-11e5-a842-0feb51d1d124story.html

http://toutiao.secj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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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悉事件影响

乌克兰发生的网络攻击是首起公开确认导致断电的事件。未来还会有其他攻击，因此，
了解本次事件的影响意义重大，应对断电规模（受影响客户及电力基础设施数量）及持续
时间（从攻击开始直至供电系统完全恢复）进行衡量。乌克兰事件影响了三个不同配电服
务区域的最多 22.5 万名客户，持续了数小时。就这些事件对于电力系统的影响，宏观上
评估其威胁级别为低，因为断电只影响了乌克兰境内的少数人口，持续时间也并不长。相
反，受攻击公司从系统及业务运营可靠性方面考虑，则可能将事件的威胁级别评定为“高”
或“严重”。

http://toutiao.secj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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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战术、技术与过程描述
吸取这次攻击的经验教训无需了解攻击者，也无需考虑缓解策略，唯一需要的是借助

于网络攻击原理心智模型，了解需防护的攻击能力与总体状况。这次电网攻击的动机及复
杂性与组织严密、资源充足的攻击如出一辙。攻击发起方具有共适应的特点，根据三个不
同攻击目标的防御措施与网络环境，使用了不同的战术与技术。本文缓解部分的描述不仅
提供了与本次攻击相关的缓解思路，还建议对未来攻击模式进行预测，制定持续性的缓解
战略。

能力

攻击者使用了各种能力，包括鱼叉钓鱼邮件、BlackEnergy 3 恶意软件变种，还对植入
恶意软件的微软 Office 文档进行操控，以此为据点，攻入电力公司的 IT 网络 13。他们能够
进入系统，获取凭证与信息，最终获得工控系统网络的访问权限。此外，攻击者的专业性
不仅体现在联网基础设施方面（如不间断电源（UPS）），还体现在能够通过监控系统（如
图 2 所示的人机界面）操作工控系统。

SCADA 劫持技术

攻击者开发出了两种 SCADA 劫持方法（一种为定制，另一种为通用），并成功地将其用于三家公司
的不同类型的 SCADA/DMS 系统。

图 2 控制与操作：SCADA 劫持技术

最后，攻击者还展示了其攻击变电站现场设备的能力与意愿，通过写入定制的恶意固
件，使串口以太网转换器等设备无法运行并恢复 14。其中一个场景，攻击者还使用电话系
统向电力公司的呼叫中心发起了数千通会话，使客户无法接入呼叫中心反馈断电情况。不
过，攻击者最强大的能力并非体现在对工具的选择或其专业性上，而是体现在能够进行长
期侦测操作，以了解环境，实施高度协调的分阶段、多站点攻击。

如下合并列表及图 3 列示了攻击者使用的所有技术：

• 鱼叉钓鱼，用以获取对电力公司业务网络的访问权限；

13　关于 BlackEnergy 3 恶意软件与杀虫（Sandworm）团队的发展历史，见 SANS 工控系统团队的 iSight 网络广播，地址
如下：https://www.sans.org/webcasts/analysis-sandworm-team-ukraine-101597

14　http://mpe.kmu.gov.ua/minugol/control/uk/publish/article;jsessionid=CE1C739AA046FF6BA00FE8E8A4D85
7F3.app1?artid=245086886&catid=35109

http://toutiao.secj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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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ckEnergy 3，出现在所有这些电力公司攻击中；

• 窃取业务网络凭证；

• 使用虚拟专有网（VPN）进入工控系统网络；

• 使用环境中现有的远程接入工具或直接从类似操作员人机界面的远程工作站发送
命令；

• 影响串口转以太网通信设备的固件 15；

• 使用改造过的 KillDisk 清除受攻击组织系统的主引导记录，并删除目标日志 16；

• 利用 UPS 系统，通过定时业务中断影响接电负载；

• 针对呼叫中心的电话拒绝服务攻击。

图 3 乌克兰攻击中使用的所有技术

各机构所发布的公开报道均表明 BlackEnergy 3 与 KillDisk 或对本次攻击造成的电
力中断直接负责。就该看法，有一个论据被特别提出：KillDisk 删除了 Windows 系统中
与串口转以太网通信相关的一个进程 17。无论对于 SCADA 系统网络环境的影响如何，
BlackEnergy 3 或 KillDisk 实际上并不包含导致业务中断的必要部件。业务中断是因为攻击
者通过直接交互利用控制系统及软件造成的，所有其他的工具与技术（如 BlackEnergy 3
和 KillDisk）只是用于触发攻击或延缓恢复。

15 关于串口以太网转换器及其中漏洞，见 DigitalBond 的 Basecamp 报告：

 https://www.digitalbond.com/blog/2015/10/30/basecamp-for-serial-converters/
16　http://www.symantec.com/connect/blogs/destructive-disakil-malware-linked-ukraine-power-outages-also-

used-against-media-organizations
17　http://www.eset.com/int/about/press/articles/malware/article/eset-finds-connection-between-cyber-

espionage-and-electricity-outage-in-ukraine/

http://toutiao.secj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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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攻击者有许多机会发动这次攻击。攻击前，这些电力公司的相关信息可公开获取，包
括基础设施详细清单（如远程终端单元 RTU 厂商及工控系统厂商网上发布的版本信息）18；
从业务网络 VPN 访问工控系统看似缺少双重认证； 此外，防火墙允许攻击者利用系统内
部的远程访问能力从环境外部进行远程管理。再者，根据媒体报道，似乎缺乏内部能力（如
网络安全监控）持续监控工控系统网络或通过主动防御措施查找异常与威胁。这些漏洞为
攻击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可在环境中驻留长达 6 个月或更长时间，对环境进行侦测并发动
攻击 19。

根据国土安全部相关报告中提到的细节，攻击者对全部三个攻击目标均使用了一致的
攻击方法。攻击者还将这种一致性战术用于攻击现场可控部件，导致现场设备永久损坏。

这些电力公司为何受到攻击还无定论。根据公开报道，无法确定攻击者是否基于现有
通用技术、系统架构、侦测操作或服务领域对目标进行了选择。从机会角度分析，攻击者
选择具体目标时主要考虑的可能是其攻击工控系统的把握与能力，包括如下决定因素：

• 使用通用系统与配置的目标；

• 具有共同集中控制点的多个系统；

• 工控系统影响持续时间预估（如长期或短期）；

• 实现目标所要求的现有能力；

• 执行操作并被发现的可能性；

• 能够访问环境并在环境中自由行动的能力。

18　http://galcomcomp.com/index.php/ru/nashi-proekty/15-proekt3-material-ru
19　http://mobile.reuters.com/article/idUSKCN0VL1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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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控系统网络攻击链示意图
工控系统网络攻击链于 2015 年由 SANS 研究院出版，作者为迈克尔·阿山特（Michanel 

Assante）和罗伯特·李（Robert M. Lee），两人根据工控系统的特点将洛克希德·马丁所绘
制的传统网络攻击链进行了修改 20。工控系统网络攻击链给出了一系列步骤，经由这些步
骤，攻击者可对工控系统流程成功发动攻击及 / 或对设备造成可控、可预测的物理损害，
如图 4 所示。

图 4 工控系统网络攻击链（重点突出第一阶段）

乌克兰电网攻击与工控系统攻击链第一和第二阶段完全一致。攻击者入侵了工控系统
各层，如图 5 所示，其中包含了两部分内容：工控系统网络攻击链与分段 / 分层模型（即
修正版普度模型（Purdue Model））。完成第一阶段就意味着成功入侵了工控系统，但是
这还不是典型的工控系统攻击。完成第二阶段则完成了整个工控系统攻击链，说明攻击成
功，对工控系统运行产生影响。下一节基于现有攻击信息对这两个阶段进行了讨论。

20　https://www.sans.org/reading-room/whitepapers/ICS/industrial-control-system-cyber-kill-chain-3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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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乌克兰网络攻击中的工控系统攻击链与普度模型对应关系 21

工控系统网络攻击链示意图—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的第一步是侦测。在将电力公司确定为攻击目标之前，没有相关报道表明观
察到侦测行为。然而，对被攻击的三家公司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公司由于配电系统的自动
化水平（许多变电站的断路器可远程打开）而特别引人关注。其次，确定目标的过程与最
终针对电力公司的攻击计划总体上非常周密，说明侦测活动确实存在，也就是说，攻击不
可能是偶然发生的。

第二步是武器化及 / 或确定目标。确定目标一般在无需武器化的时候（如直接访问联
网设备）进行。本次攻击中，要入侵系统似乎没有必要确定具体的基础设施目标。相反，
攻击者在微软 Office 文档（Excel 与 Word 文档）中植入了 BlackEnergy 3，将文档变成了
攻击武器 22。从更大规模的访问攻击（这些攻击的目标为乌克兰境内的大量组织）中恢复
了 Excel 与其他 Office 文档样本，包括针对本文所述三家电力公司的攻击中利用的 Office
文档 23 24。

在网络入侵的传递、利用和安装阶段，恶意 Office 文档通过 email 传递给电力公司的
管理或 IT 网络中的个人用户。这些文档一旦打开，就会弹出窗口，提示用户启用文档中
的宏，如图 6 所示 25。启用宏之后，恶意软件便会利用 Office 的宏功能在被攻击系统中安
装 BlackEnergy 3，而不是利用漏洞发起攻击。本次攻击事件中没发现利用代码，而利用

21　注意，本图并非为被攻击电力公司的准确架构。普度模型作为标准方法，用以观察合理架设的工控系统的各个区域。
22　https://securelist.com/blog/research/73440/blackenergy-apt-attacks-in-ukraine-employ-spearphishing-with-

word-documents/
23　https://ics-cert.us-cert.gov/alerts/ICS-ALERT-14-281-01B
24　关于 Word 文档的感染指标（IoC）、命令与控制服务器及恶意软件，参见 E-ISAC、ICS-CERT 与 iSight 的相关内部报道

以及卡巴斯基实验室、ESET 及 CYS Centrum 的公开报道，链接如下：

 https://cys-centrum.com/ru/news/blackenergy23和 https://securelist.com/blog/research/73440/blackenergy-
apt-attacks-in-ukraine-employ-spearphishing-with-word-documents/

25　关于受感染微软 Office 文档及恶意净负荷的详细介绍，参见卡巴斯基实验室的报道：
 https://securelist.com/blog/research/73440/blackenergy-apt-attacks-in-ukraine-employ-spearphishing-with-

word-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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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的可用功能则贯穿于整个攻击链中。

图 6 BlackEnergy 3 感染的微软 O�ce 文档样本 26

在安装步骤，BlackEnergy 3 恶意软件连接至命令与控制（C2）IP 地址，这样攻击者
便可以同恶意软件和受感染系统进行通信。这些路径允许攻击者从环境中收集信息，以进
行后续入侵。攻击者似乎早在 2015 年 12 月 23 日断电事件发生的 6 个多月前便获取了访
问权 27。他们的初步动作包括收集凭证、提升权限及在整个环境中自由活动（例如，以目
录服务基础设施为目标，直接操控认证与授权系统）。攻击者在完成所有动作后，对目标
实现持续访问。在利用最初占领的据点获取合法凭证，以入侵并系统接管 IT 系统及建立
远程连接后，攻击者可能会迅速离开最初的据点及受控的 C2，以便以授权用户的身份混
入目标公司的系统。利用这些信息，攻击者可识别 VPN 连接及从业务网络进入工控系统
网络的通路。利用本地连接与命令，攻击者可发现系统的其他信息，提取必要数据，以制
定第二阶段计划。

26　https://securelist.com/blog/research/73440/blackenergy-apt-attacks-in-ukraine-employ-spearphishing-with-
word-documents/

27　http://politicalpistachio.blogspot.com/2016/01/russian-hackers-take-down-power-grid-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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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窃取的凭证，攻击者入侵了 SCADA 调度工作
站与服务器所处的网段。进入网络后，攻击者对于三家
电力公司的攻击目标都是一致的，但是存在着技术细节
上的不同。在至少其中一家电力公司，攻击者发现有一
个网络连接至 UPS，便对其进行了重新配置，这样在
攻击导致断电后，还会影响到电力公司大楼或数据中心
/ 数据库的供电。

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是否有信息从环境中外泄，但
攻击者在第二阶段展示了其具有发现内部信息的能力。
这种侦测能力需要包括发现串口转以太网设备等现场设
备，以截获从 SCADA 网络发往变电站控制系统的命令。
此外，这三家电力公司使用的是不同的配电管理系统
（DMS），攻击者需要对这些系统进行侦测，以发现
具体目标，实施高度协调的攻击 28 。

工控系统网络攻击链示意图—第二阶段

多数情况下，开发环节在攻击者网络执行，因此很难获得取证信息，但是可以从随后
的攻击中获取攻击过程的大量信息。在第二阶段的攻击开发、调整环节，攻击者使用了至
少两种方法实施开发步骤：首先，他们了解到如何通过使用系统中的本地控制部件及操作
员屏幕同三种不同的 DMS 环境交互；接下来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串口转以太网设备开发
了恶意固件 29。

现有信息表明，对于不同的设备使用了相同的恶意固件，这些恶意固件以很短的时间
间隔先后被上传至多个站点。因此，被上传的恶意固件很可能在攻击之前就被开发出来以
发动快速、可预测的攻击。

E-ISAC 与 SANS 研究院的工控系统团队经过评估，确信在第二阶段的验证环节，攻击
者确实在部署恶意固件前测试了自己的能力。攻击者全凭运气实施了此次攻击的可能性很
小，因为这不符合后续攻击所具有的专业性特点。攻击者所在组织可能拥有相关系统，因
而可以在 12 月 23 日发动攻击之前评估并测试固件。

在工控系统攻击环节，攻击者使用本地软件将自己“传递”至环境中，同工控系统部
件进行直接交互。这是通过使用操作员工作站中的现有远程管理工具实现的。威胁源起方
还继而通过 VPN 进入了 IT 环境 30。

在对攻击所做的最后准备中，攻击者通过在整个环境中安装恶意软件（经过改造或自
定义的 KillDisk）完成安装 /修改环节。攻击者可能会确认攻击前是否已经对 UPS 做了必
要修改，但没有足够的取证信息证明这一点。修改环节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攻击者控制操作
员工作站，将操作员拒之系统之外。图 7 为对事件后 KillDisk API 接口所做导入的静态分析。

28　所涉及 DMS 的厂商信息是通过公开渠道查找获得的。本文没有公布厂商名称，因为该信息对于攻击的讨论并不重要。没
有针对这些厂商的漏洞利用，不过其设备因为被直接访问而沦为攻击工具。

29　http://mpe.kmu.gov.ua/minugol/control/uk/publish/article;jsessionid=CE1C739AA046FF6BA00FE8E8A4D85
7F3.app1?artid=245086886&catid=35109

30　 http://mpe.kmu.gov.ua/minugol/control/uk/publish/article;jsessionid=CE1C739AA046FF6BA00FE8E8A4D85
7F3.app1?artid=245086886&catid=35109

推测

公共渠道可获取的信息有
限，无法确定攻击者使用了多
少攻击方式，在固件层面影响
了多少种不同的设备。不过通
过乌克兰网络的公开信息以及
对类似配电系统的了解，环境
中应该存在各种不同的软硬件。

据推测，管理与工控系统
网络包含各种版本的操作系统
（如 Windows XP 及 Windows 
7）、不同类型的 RTU 与网关
以及各种工业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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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静态分析 KillDisk，识别 API 导入 31 

最后，攻击者使用 SCADA 环境中的人机接口打开断路器，完成工控系统网络攻击链
的最后一环：实施工控系统攻击。三家电力公司的至少 27 个变电站（总数量可能更高）
被迫下线，影响了大约 22.5 万名客户 32 33。同时，攻击者上传了恶意固件到串口转以太网
网关设备中。这就确保了即使操作员工作站恢复正常，也无法下发远程命令，使变电站重
新上线（我们将针对现场通信设备的固件攻击称为“炸桥”）。

同时，攻击者对电力公司呼叫中心发起数千通会话，造成远程电话拒绝服务，保证了
受影响客户无法上报断电情况。起初，攻击似乎是为了阻止客户向运营商进行反馈，使其
无法了解断电规模。但是，在查验了全部证据后，该拒绝服务更可能是针对客户，使他们
无法联系到客服或了解到真实的断电情况。图 8 展示了 2015 年 3 月至 12 月 23 日期间的
整个攻击过程。

31　该图由 Rendition InfoSec 的杰克·威廉姆斯（Jake Williams）提供。用这个图的目的是说明 KillDisk 在恶意软件沙箱分
析中无法正常运行，需要使用静态分析充分检视恶意软件样本。

32　http://money.cnn.com/2016/01/18/technology/ukraine-hack-russia/
33　对观察到的攻击影响及乌克兰配电网信息进行分析，有评估认为所公布的断连变电站的数量（27）偏低，这个评估结果较

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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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工控系统攻击链对应关系图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BlackEnergy 3、未上报的后门、KillDisk 或恶意固件上传并不单
独对断电负责。上述各问题仅为网络攻击的一个组成部分，目的是获取访问权，延缓恢复。
例如，在某些系统中，KillDisk 通过操控或删除主引导记录使 Windows 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而在另外一些系统中，它只是删除日志及系统事件 34 35。断电的实际原因是攻击者对工控
系统本身的操控以及借助于直接交互操作造成的系统失控。通过删除 SCADA 网络系统中
的数据使运营商无法了解系统真实状况仅仅是延缓了系统恢复。

概括说，第二阶段包括如下攻击因素：

• 辅助攻击：

  ▶   定时断开 UPS 系统连接

  ▶   至少对一家电力公司的客户服务热线进行了电话泛洪攻击

• 主要攻击：通过恶意操作打开断路器，实施 SCADA 劫持

• 放大攻击：

  ▶   KillDisk 清除了工作站、服务器及一个 RTU 内部 HMI 卡的信息

  ▶   对变电站的串口转以太网设备进行固件攻击

34　https://ics-cert.us-cert.gov/alerts/IR-ALERT-H-16-056-01
35　https://ics.sans.org/blog/2016/01/01/potential-sample-of-malware-from-the-ukrainian-cyber-attack-

uncov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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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车之鉴—主动防御与被动防御
我们评估了国土安全部 ICS-CERT 告警提供的缓解策略，并考虑了攻击者基于攻击目

标采取的缓解策略未来会对攻击做出什么改变。我们支持目前的许多缓解建议。然而，攻
击者很可能在后续活动中改变攻击方法，这些缓解策略可能并不充分。本节将讨论本次攻
击所采取的缓解措施，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此外，我们讨论了未来潜在的攻击方法，
并提供可中断类似攻击操作的建议。缓解措施重点关注网络安全量尺（Sliding Scale of 
Cycle Security）中的架构、被动防御和主动防御技术，如图 9 所示 36。

图 9 网络安全量尺

鱼叉式网络钓鱼

乌克兰攻击

在攻击中，攻击者发送了一个含有恶意附件的、针对性的电子邮件。该邮件看似来自
可信来源，发送给组织内的某些人。最初的缓解建议是对最终用户进行安全意识教育和进
行持续的网络钓鱼测试。防止恶意软件通常会推荐应用白名单。如果工控系统厂商允许使
用该功能，白名单对于 ICS 环境会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基于攻击细节，通过受感染工作
站对网段执行初始 Dropper 感染时（如接收并激活感染鱼叉式网络钓鱼邮件的用户），应
用白名单的作用有限。值得注意的是，应用白名单并不能阻止影响乌克兰电力公司的第二
阶段 ICS 攻击。在至少一个实例中，攻击者使用了远程恶意客户端，并启用了对其他组件
的操作系统级的远程管理功能。

后续攻击

攻击者后续可能进行其他社会工程活动形式的攻击，例如针对组织发起大规模的网络
钓鱼活动，利用水坑攻击，或对用户或帮助台发起直呼。他们还会利用无需社会工程人员
介入的技术漏洞。

破坏攻击的机会

为了应对攻击目标在防御方面的加强和改变，攻击者也可能会改变攻击方式。防御方
需对攻击效果做出预期响应。由于攻击的社会工程组件针对的是电子邮件和可通过网络访
问的网络资产，这些资产和它们所在的网络是不可信的、有争议的范围。与这些不可信区
域的通信应分段进行，并受到监控。操作时应假设攻击者可访问环境并确保保护操作和防
止攻击者控制的业务网络资产的防御措施已到位（虽然有些组织信任自己的业务系统和网
36　https://www.sans.org/reading-room/whitepapers/analyst/sliding-scale-cyber-security-36240

http://toutiao.secjia.com/


乌克兰电网攻击分析2016 年 3 月 18 日 V1.0

公益
译文
项目

15

络，但还是有必要进行系统的强化和审查）。考虑使用沙箱技术评估进入网络的文件和电
子邮件，使用代理系统来控制出入通信路径，并通过实施周边出口访问控制，限制工作站
只能通过代理设备进行通信。

窃取凭证

乌克兰攻击

在乌克兰攻击中，攻击者看似使用了 BlackEnergy 3 来建立据点，并使用击键登录器
窃取凭证。作为初步的缓解方法，我们建议组织通过 YARA 规则作为规则来获取最新的感
染指标。通过使用 YARA 取证工具，组织可搜索 BlackEnergy 3，然后利用反恶意软件清
除工具将恶意软件从受感染的资产中清除。防御方应留意检测受感染主机所需的时间，因
为入侵者可能已移至网络内部，并使用其他方法与受感染的网络进行交互和通信。组织应
修改用户密码和共享用户密码（确保这些措施已获得运营及厂商许可，并已测试了这些措
施对操作和现有安全控制措施的影响）。

后续攻击

进行持续访问的攻击者会使用不同的远程访问木马（即 BlackEnergy 3 的更新版本）
或其他方式进行窃取凭证的攻击。为了检测并缓解攻击者在整个环境中的动作和账户操控，
缓解措施应将重点放在目录（例如活动目录、域、eDirectory 和 LDAP）与组织单位信任
模型的分割上。该方法有利于提前发现和防御一些基本的攻击方法。

破坏攻击的机会 

监控用户帐户行为、网络和系统通信，以及目录级活动，重点在于识别异常情况。根
据相关系统的风险等级，实现不同优先级的告警功能。值得注意的是，YARA 是一个取证
工具，而不是持续性监控解决方案。

数据外泄

乌克兰攻击

在 IT 基础设施中获得了必要的移动和操作自由后，攻击者开始窃取必要的信息并发现
主机和设备，然后形成攻击思路，以劫持 SCADA DMS，从而打开断路器造成断电。接着，
他们对在配电站中提供工业通信的工作站、服务器和嵌入式设备进行破坏性攻击。这里，
缓解建议是要了解这类信息在商业网络和 ICS 系统中的具体位置。对依赖于 ICS 系统的组
织而言，当务之急是尽量缩小可外泄信息的范围并限制访问。

后续攻击

攻击者可能会深入研究共系统配配置和设置或控制器与保护 / 安全逻辑。确保维护好
已知的未感染工程文件、控制与安全逻辑，对固件做好备份。使用文件完整性检查器监控
访问或样品加载文件，以发现变化。

破坏攻击的机会

应意识到，由于已了解系统，攻击者可开发出其他攻击方法，并可能已窃取信息开发
出更强大的攻击方法。防御方应检查自己的检测和响应能力。决策者应审查攻击恢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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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电网攻击分析2016 年 3 月 18 日 V1.0

公益
译文
项目

16

这些攻击可深入至 ISC 系统并破坏设备。识别环境内的外联请求和之前未见的加密通信。
网络安全监控（NSM）是一个很好的主动防御方法，可以检测信息外泄并在攻击破坏 ICS
系统前截断攻击者的攻击路径。

VPN 接入

乌克兰攻击

根据在此活动中使用的攻击方法，缓解指导方案建议使用基于用户令牌的双重认证方
法，以加强认证。

后续攻击

攻击者可能会在可信的第三方网络中或通过远程连接（（启用了隧道分离功能））寻
找现有的点对点 VPN 实现。直接的缓解建议是执行可信跳转主机或加强了网络接入控制
（NAC）的中间系统。此外，VPN 配置中应禁用禁用隧道分离。

破坏攻击的机会

防御方需知道通过可信连接进行远程访问对攻击者是有利的。首先要了解每个可信通
信路径为什么会存在，评估风险，并清除可能的攻击路径，除非该路径重要到需要忽略安
全风险。对于那些必须保持的通信路径，考虑限制用户访问时间。在允许访问后的规定时
间过后，能够自动断开这些路径，并可在必要时手动断开连接。从被动防御的角度看，通
过确保远程 VPN 经由专用远程访问 DMZ 区进入环境来设置阻塞点。这确保了主动防御方
可使用网络安全监测等技术监控流量和连接，以识别连接过程中的异常、连接数和连接时
间。

工作站远程访问

乌克兰攻击

根据已知细节，攻击者利用组织的工作站远程（攻击者是物理位置上的远程，逻辑上
是本地主机）发起第二阶段的攻击。缓解建议重点在于在主机和周边防火墙上禁用远程访
问。

后续攻击

攻击者可修改攻击方法来加载额外的远程访问工具，利用远程 shell 功能，并在授权
的边界防火墙通信中进行通信。针对这一改进的攻击方法，缓解措施应集中于基于主机的
应用感知防火墙、应用白名单和配置管理，以识别资产操作变化。应用白名单可安装在操
作员人机界面上用于防止非法远程访问软件的安装，但是这对于合法软件则形同虚设。另
外，请记住具体的控制系统厂商可能不允许使用白名单软件。

破坏攻击的机会

由于在可能会被攻击和远程控制的可信环境中配置网络资产，防御方必须考虑能够快
速移至保守的操作环境下的方法。在保守的操作环境下，从不受信资产上发布的控制信号
将会被中断。在实施主动防御（例如在恢复已知良好资产的业务控制能力前进行事件响应）
时，合理的架构可提供分割或禁用活动的能力（例如远程连接和不必要的出站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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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与操作

乌克兰攻击

利用操作员人机界面，攻击者可操控调度程序控制下的多个站点。针对该行动，缓解
方法将专注于需操作员确认的应用层逻辑或责任范围（AoR）限制，只允许操作员操作系
统的某些组件。例如，如果组织在 2 个操作员工作站上执行责任范围限制，其中一个提供
东断路器控制，另一个提供西断路器控制，那么在其中一个工作站上的攻击者将受到该工
作站允许的责任范围限制。一些厂商系统允许使用基于用户名、工作站的责任范围限制，
和 / 或在限制范围授权内使用基于用户名和工作站标识符的交叉模型。在如何在本地工作
站、目录或应用中处理身份验证方面，厂商系统是有差异的。

后续攻击

当攻击者发现具备应用安全控制措施的工作站限制了他们的能力，他们可能会改变攻
击方式，通过发出或注入控制命令直接控制系统。针对该攻击方法，缓解策略将专注于需
要由授权资产发出命令的通信路径认证或协议认证。监控主机之间的通信会话有利于对可
疑通信进行早期检测和审查。

破坏攻击的机会

要防范攻击者利用网络资产或控制和操作 ICS 系统元素的通信路径，系统防护者须制
定响应方法，以清除所有的网络资产要素和网络，从而禁止自动化控制，仅允许手动操作。
攻击者学习环境时，可能会发出测试命令，与 SCADA 环境进行交互，而无意对其进行破坏。
为实现缓解目的，防御方须与操作员沟通并询问异常事件次数，并从被动防御的角度确保
不仅收集主机日志，还收集来自 SCADA 应用的日志。此外，部署日志归并架构，将从资
产上的日志文件复制到日志关联系统中。最后，主动的防御方应在 ICS 系统中对与其他监
控活动相关的日志进行常规性审查，从而识别异常情况。

工具与技术影响

乌克兰攻击

攻击者使用多种方法来影响通信工具、运营商恢复技术和对很多运营商活动至关重要
的基础设施。因此，缓解建议不尽相同。其中，应专注于以下几项：

• 培养电信运营商的过滤和响应能力，在 TDoS 攻击过程中积极应对。

• 当不需要时，禁用现场设备的远程管理功能。

• 将楼宇控制基础设施系统与 ICS 网络断开。

• 考虑嵌入式系统所需的备件数量，以恢复所需的通信或控制 / 保护。

后续攻击

后续攻击可能会从资源消耗发展到更直接的通信路径中断，影响通信能力。为了缓解
这种方法，防御方需要为基本服务能力建立备用通信设施。

在确定了现场设备管理新增的安全要求后，攻击者会通过联网的本地资产或亲临现场
直接访问现场设备对固件进行直接操控。这种攻击方法的缓解策略专注于电子和物理访问
控制措施，并提高在攻击或事件过程中的快速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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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攻击的机会

目标坚定的攻击者可通过电子或物理方式影响远程资产。防御方应开发强大的恢复方
法，以替代关键的网络资产组件。其中一个选择是依靠来自可信同类组织和 / 或厂商的库
存和相互援助。在特定资产不可立即恢复的情况下，有必要将大型系统分成独立的几个部
分进行运营，这样各个击破，可实现快速恢复。

防御方应可访问和查看 ICS 系统，能够识别现场设备交互中的异常行为。例如，应迅
速察觉在非预定停机时间内上传固件的行为。在网络上进行固件修改导致网络流量峰值。
主动的防御方应将检测这类峰值流量纳入日常工作。图 10 展示的是对某工业网络交换机
进行的恶意固件升级。即使不了解（防御方本应了解此基线），在网络数据中识别固件更
新亦非难事。

图 10 在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中进行恶意固件更新的示例网络 I/O 数据 37

响应与恢复

乌克兰攻击

针对乌克兰三个电力公司的网络攻击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和高度协调的。这些攻击包括
几个主要元素，都具有触发和支持环节。远程攻击者与每个攻击目标中的多个位置进行互
动，包括中央和区域设施。传统上，配电公司都有商业中心办公楼和工程办公楼，多个分
支机构用于支持一线人员、抄表、收费和分布式监控操作。旨在恶意接管和操作 SCADA 
DMS 系统的网络攻击的最有效方式是分布式，并在最低或最直接的层面上执行（从本地
调度和 SCADA 服务器到被监测和控制的变电站）。筹备快节奏、多方面的攻击并非易事，
它需要仔细的计划审查、测试、综合防御和实战演习。为更快切断或阻止远程访问、安全
地将 ICS 系统从连接网络分离或控制和隔离可疑主机而采取预演措施是至关重要的。

后续攻击

后续攻击会故意改变攻击方法，以对抗或打败防御方的计划和预期。重要的是，防御
方应接受不同场景的联系和培训，并明白攻击者是互适应的和具有创造性的。在培养能力
时应考虑到灵活性。

37　关于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中的漏洞利用和恶意固件更新的讨论，详见艾里安·弗朗里特、科琳·卡西迪和罗伯特·李在
DEFCON 黑客大会的演讲。演讲题目为“Switches Get Stiches”。参考链接：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yaY3rtA37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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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攻击与恢复的机会

操作人员必须从第二阶段的 ICS 攻击成功后开始参与恢复计划。需从电气操作和工程
角度考虑以下内容（见图 11）：

• 网络偶发事件分析：连续分析和为系统应对下一事件做好准备。

• 网络故障计划：测试网络系统对网络和资产故障的响应并建模。

• 保守网络操作：有目的地消除计划内和计划外的变化以及阻止任何可能有影响的
流程。

• 网络负荷减载：消除不必要的网段、通信和不必操作的网络资产。

• 网络根因分析（RCA）：RCA 取证是为了确定有影响的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并确
保事件得到控制。

• 网络黑启动：网络资产库配置和裸机构建能力，可将网络系统恢复至关键的服务
状态。

• 网络互助：信息共享和分析中心（ISACs）、同行实体、执法和情报机构，以及承
包商和厂商应共同应对大规模事件。

图 11 破坏攻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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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架构

• 合理隔离网络。

• 确保在支持日志功能的设备（包括 IT 和运营技术资产）上开启日志功能。

• 确保网络架构（如交换机）得到有效管理，且具备环境数据捕捉能力，为主动和
被动防御机制提供支撑。

• 备份关键的软件安装程序，包括这些程序的 MD5 和 SHA256 数字哈希值。

• 收集网络中的备份项目文件，并妥善保存。

• 对主动和被动防御机制（如数字镜像软件）在环境中所需的工具和技术进行测试，
确保其不会对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 对组织的最关键资产中的已知漏洞，按优先级排序进行修复。

• 远程连接仅限于有需要的人员使用。对用户开启远程访问权限时，如果用户无需
控制权限，则不对其开启元件控制权限。可采用两种验证方式对远程连接进行验证。

• 考虑采用系统事件监控系统，对其进行配置，专门用于监控高价值的工控系统 /
SCADA 系统。

被动防御

• 应用程序白名单有助于限制攻击者的初始感染向量，应在入侵尚未扩散到工控系
统时使用。

• DMZ 及网段之间合理配置的防火墙可让用户了解环境的安全形势，并为防御方预
留入侵识别时间。

• 建立日志记录和数据聚合的中心点，收集取证证据，并提供给防御方。

• 对控制系统中的异常网络事件设置告警包优先级。

• 设置密码重置策略，尤其用于防止针对 VPN 和管理账户的入侵。

• 采用最新杀毒技术或端点安全技术，将拒绝已知恶意软件考虑在内。

• 配置入侵检测系统，从而快速部署规则，搜索入侵者。

主动防御

• 为防御方提供培训，使其可识别脱离联网环境的异常通信，例如新 IP 通信。

• 对网络安全进行监控，在整个联网环境中持续搜索异常情况。

• 制定事件响应计划，对 IT 和网络运营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 考虑针对安全运营的主动防御模型，如主动网络防御周期。

• 确保分析人员可方便地使用技术（如沙盒）快速分析收到的钓鱼邮件或异常文件，
提取感染指标，搜索受感染的系统。

• 每 6 至 12 个月，利用备份和恢复工具从所监控的环境（人机界面和数据历史记录
系统）的数个系统中获取数字镜像。这样就可构建活动基线，基于新感染指标扫
描镜像，例如利用新的 YARA 规则检测新兴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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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防御方提供工具使用培训，例如如何使用 YARA 规则扫描数字镜像和从环境中
收集的证据，但不扫描生产环境。

优秀的架构和被动防御做法会构建一个有防御能力的工控系统。主动防御过程会为工
控系统环境提供防御能力。人为发起的攻击灵活多变且持久反复。为缓解这些攻击，防御
方需接受适当培训和掌握相关技术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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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启示

对防御方的启示

针对乌克兰电力基础设施的远程网络攻击是一次大胆而成功的攻击。网络操作高度同
步，且攻击者恶意操控 SCADA 系统导致停电，然后发动破坏性攻击，使该地区的 SCADA
和通信不可用。这让世人首次见证了此类攻击作为一个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的运营技术系
统的破坏性因素。此次攻击是对过去那些影响通用计算机和服务器（例如针对沙特阿拉伯
国家石油公司、RasGas、澳门金沙娱乐场和索尼影视娱乐有限公司的攻击）的破坏性攻
击的升级。作为仅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此次攻击逾越了多个界限。以往的攻击如震
网（Stuxnet），包括对运营技术环境中设备的毁坏，可能会被视为是针对军事目标的攻击。 

基础设施的防御方须做好准备应对针对性强的直接攻击。在这些攻击中，工控系统被
用于发起攻击，结合放大攻击，会拒绝对通信基础设施的访问，导致工控系统以后不可用。
攻击要素分析表明对工控系统的不当使用是遵循特定顺序的，包括阻止防御方进一步使用
工控系统进行系统恢复。这意味着，攻击者通过毁坏设备和擦除设备，阻止其进行自动恢
复，达到了“过河拆桥”的目的。这些攻击突显了主动网络防御、强大的且易于执行的事
件响应计划以及弹性操作计划的开发需求，以应对复杂攻击和恢复系统。

就此次乌克兰的攻击来说，其本身并非只针对该国的基础设施。在其他国家发生的类
似攻击可能会有不同影响，然而此次攻击所采用的方法、战术、技术和过程（TTP）均适
用全球的基础设施。

结论

我们总结了以下 5 方面，防御方在考虑攻击对组织的影响时可重点关注。

• 攻击者在 2015 年 12 月 23 日前这几个月策划并制定了针对于乌克兰电力基础设
施的网络行动。工控系统的防御方可考虑这些攻击事件发生的顺序。此次行动依
赖的指令似乎来自 2015 年春天进行的更广泛的访问活动。由于攻击活动持续时间
很长，因此可能有很多机会来检测和防御目标系统。这个两阶段的工控系统网络
攻击链表明，工控系统环境为检测和识别最为关注的攻击类型敞开了更大窗口。

• 网络攻击在数分钟内发起，每个攻击均针对三个配电公司，导致数小时内近 22.5
万客户停电。尽管三个服务地域的客户总数在乌克兰内客户总数或负载中占得比
重并不大，但此次攻击可能在目标选择或特定负载方面有很大意义。此次攻击的
一个关键要素是协调性，同时对三个目标实体产生影响，以及为实现攻击目标而
严格按顺序发动攻击事件。同时，我们已发现了防御方可扰乱这一攻击顺序的重
要机会。

• 网络攻击被误认为只与 BlackEnergy 3 和 KillDisk 相关。BlackEnergy 3 只是用于
攻击第一阶段的工具。KillDisk 是用于第二阶段的放大工具。BlackEnergy 3 恶意
软件用于在乌克兰的大量组织中（不只限于三个受影响的配电公司）找到初始据点。
关于攻击电力系统的动机是计划利用这一访问活动开启其恶意网络行动还是实现
访问，目前不得而知。过度关注此次攻击中的特定恶意软件会使防御方只等待有
关特定攻击组件的线索，以移除这些组件。此次攻击可通过各种方法发动，旨在
获取权限，利用目标环境中的现有资产。不论最初采用何种攻击向量，攻击者最
终是借助工控系统工具和环境，而非 BlackEnergy 3 恶意软件，实现预期攻击效果。

• 该攻击概念应该能够跨越多个 SCADA DMS 实现，针对常见可疑元件，如基于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工作站和服务器上的存储重写。发现可供植入的系统后，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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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者可能会开发有破坏性的固件重写技术。向环境发动攻击前，攻击者还可能进
行大量令人无法察觉的对抗测试。此次攻击展示了很多能力，为防御方采取行动
提供了经验教训。

• 信息共享在协调性攻击识别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且为采取适当的响应行动提供了
指导。乌克兰的组织应具备提供适当信息共享和事件响应指导的能力。在美国和
其他国家均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如信息共享与分析中心（ISAC），旨在维护并
完善资产负责人和操作员提供的信息。数据共享逐渐增加将提升业内态势感知，
有助于较早检测出攻击，便于事件响应。

乌克兰配电公司及其员工以及相关乌克兰政府成员在很多方面取得的表现都值得称
赞。从很多方面来看，此次攻击在全球实属首例，而乌克兰的响应在各个方面着实令人惊叹。

随着技术数据调查与分析的深入，有关此攻击的更多信息已浮出水面，本防护用例的
作者在必要时将更新此报告，为工控系统的防御方提供更准确和更有益的指导。E-ISAC
也将继续提供更可靠的报告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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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信息评估

可靠性 ：5 38

乌克兰政府宣称针对目标电力公司的一系列网络攻击已造成了其服务区域停电。目前，
这一说法已得到了证实。这一说法最初由 SANS 研究院的工控系统团队提出。工控系统组
织频繁出现可靠性问题，而错误地归咎于网络机制，例如，在网络中发现的与此次停电事
故无关的恶意软件。早期的事件报告往往比较匆忙且面临很大压力，因而导致错误的说法。
然而，此次乌克兰攻击事件存在大量证据，如恶意软件样本、针对见证此次事件的操作员
的访谈，以及从此次事件波及的私营公司得到的证实。最后，美国政府依据自己的调查也
证实了此次攻击。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工控系统网络应急小组（DHS ICS-CERT39）发布的最新报告援引了
对来自 6 个乌克兰组织的对此次事件有亲身体验的操作与信息技术员工及领导层的直接采
访。基于该报告 40 提供的信息，美国代表团举行了访谈并对从三个受影响的组织及其他组
织收集的信息进行了斟酌。这些访谈以及资产负责人和操作员的讨论表明该团队无法独立
审核此次网络攻击的技术证据。然而，基于对该团队的访谈而发布的大量独立报告以及记
录的调查结果证实了这些事件 41。然而，为更大范围的社区提供了大量技术信息，包括感
染指标、恶意软件样本、有关工控系统及其组件的技术信息，以及 SCADA 环境的日志样
本 42。目前，大部分资源依赖于乌克兰电力公司首次尝试告知其客户停电原因时发布的文
档以及对受影响的公司的采访的相关材料。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报告并未阐述此次攻击的发
起人，本文也不做说明。

现有的技术信息 43 

鉴于恶意软件样本、可察觉到的工控系统的影响，技术性的感染指标以及一手访谈资
料均已获取，对现有技术信息的评分为 4。此外还包括来自乌克兰政府、受影响的配电公
司以及美国政府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开展的调查 44。这些信息都足以
证实此次攻击。

然而，应注意的是由于对工控系统网络的各类部件缺乏了解，可能存在某些信息的缺
失。比如，缺乏攻击过程中网络抓包数据以及现场设备相关的日志。如果找到这些缺失的
数据，我们可能会了解此次攻击的技术细节。目前，现有信息，再加上受影响的配电公司
和乌克兰政府愿意公开分享信息，最能证实蓄意的网络攻击影响了工控系统运行。

在推敲现有技术信息时，本文档的作者将有关乌克兰此次电力客户停电的更多公开报
告作为展示电力系统的攻击影响的验证材料和证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方公开警告证实
了此前的报告，这一警告基于访谈以及受影响的组织相互交换的信息。

38　信息可靠性级别：0：无法确定；1：不太可能；2：可疑；3：可能真实；4：接近真实；5：已证实
39　https://ics-cert.us-cert.gov/alerts/IR-ALERT-H-16-056-01
40　SANS 研究院的工控系统团队的成员已能够通过公共渠道和非政府专有渠道查看技术数据，证实取证数据以及基于取证数

据进行分析的核心要素的存在。

41　https://ics-cert.us-cert.gov/alerts/IR-ALERT-H-16-056-01
42　应注意的是，此社区的很多成员想要访问受影响的电力供应商的内部取证日志。这一要求可以理解，但受影响的组织却很

少将此类信息公布于众。SANS 研究院的工控系统团队的成员已能够通过公共渠道和非政府专有渠道查看技术数据，证实
取证数据以及基于取证数据进行分析的核心要素的存在。

43　“现有的技术信息”这一节是分析人员对用于攻击解析的详细资料的评估和描述。这些详细资料的级别包括：0：无详情；
1：粗略的综述；2：部分详请；3：很多详情；4：广泛的细节；5：全面细节，包括支持性证据

44　http://mpe.kmu.gov.ua/minugol/control/uk/publish/article;jsessionid=CE1C739AA046FF6BA00FE8E8A4D85
7F3. app1?art id=245086886&cat id=3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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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公益译文项目旨在分享国外先进网络安全理念，将网络安全战略性文档翻

译为中文，促进国内安全组织在相关方面的思考和交流。该项目由安全加社区发起，

安全加社区是国内的网络安全社区，社区欢迎网络安全人士的加入，并致力于交付

网络安全问题的解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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