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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具备国家和组织背景的 APT攻击日益增多，例如：2010年攻击伊朗核电站的“震网病

毒”、针对 Google 邮件服务器的“极光攻击”、2013 年韩国金融和电视媒体网络被大面积入侵而

瘫痪等等，2014 年 APT 攻击的主要目标行业是金融和政府，分别高达 84%和 77%。 

从 2014 年至今，360 公司已发现了 20 多起 APT 事件，确认为针对科技、教育、能源和交通多

个领域的定向攻击，影响全国近 30个省市；发现的各类免杀木马超过 10 种，涉及 Windows、Mac OS

和 Android平台。 

关于 APT攻击对我国造成的危害，在 2015年 5月 360公司刚刚发布的 APT攻击报告《数字海洋

的游猎者 持续 3年的网络攻击威胁》就有非常详尽的说明。 

2012 年 4 月起至今，某境外黑客组织对中国政府、科研院所、海事机构、海域建设、航运企业

等相关重要领域展开了有组织、有计划、有针对性的长时间不间断攻击。该组织主要通过鱼叉攻击

和水坑攻击等方法，配合多种社会工程学手段进行渗透，向境内特定目标人群传播免杀木马程序，

秘密控制部分政府人员、外包商和行业专家的电脑系统，窃取系统中相关领域的机密资料。根据该

组织的某些攻击特点，360公司将其命名为 OceanLotus（海莲花）。 

传统安全防御体系的设备和产品遍布网络 2 ~ 7 层的数据分析。其中，与 APT 攻击相关的 7 层

设备主要是 IDS、IPS、审计，而负责 7层检测 IDS、IPS采用经典的 CIDF检测模型，该模型最核心

的思想就是依靠攻击特征库的模式匹配完成对攻击行为的检测。反观 APT 攻击，其采用的攻击手法

和技术都是未知漏洞（0day）、未知恶意代码等未知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已知特征、已知行为

模式进行检测的 IDS、IPS 在无法预知攻击特征、攻击行为模式的情况下，理论上就已无法检测 APT

攻击。 

APT 攻击通常都会在内网的各个角落留下蛛丝马迹，真相往往隐藏在网络的流量中。传统的安

全事件分析思路是遍历各个安全设备的告警日志，尝试找出其中的关联关系。但依靠这种分析方式，

传统安全设备通常都无法对 APT 攻击的各个阶段进行有效的检测，也就无法产生相应的告警，安全

人员花费大量精力进行告警日志分析往往都是徒劳无功。如果采用全流量采集的思路，一方面是存

储不方便，每天产生的全流量数据会占用过多的存储空间，组织通常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长时间

的存储；另一方面是全流量数据包含了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涵盖了视屏、图片、文本等等

多种格式，无法直接进行格式化检索，安全人员也就无法从海量的数据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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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形势不断恶化的今天，政府、军队、金融、大型企业等客户所处的特殊位置，经常会面

临来自互联网的攻击威胁，虽然企业的安全管理人员已经在网络中的各个位置部署了大量的安全设

备， 但仍然会有部分威胁绕过所有防护直达企业内部，对重要数据资产造成泄漏、损坏或篡改等严

重损失。因此企业需要在其网络中部署威胁感知产品，及时发现潜藏在其网络中的安全威胁，对威

胁的恶意行为实现早期的快速发现，对受害目标及攻击源头进行精准定位，对入侵途径及攻击者背

景的研判与溯源，从源头上解决企业网络中的安全问题，尽可能地减少安全威胁对企业带来的损失。 

 

2 产品综述 

360 天眼新一代威胁感知系统（以下简称“天眼”）可基于 360 自有的多维度海量互联网数据，

进行自动化挖掘与云端关联分析，提前洞悉各种安全威胁，并向客户推送定制的专属威胁情报。同

时结合部署在客户本地的软、硬件设备，360天眼能够对未知威胁的恶意行为实现早期的快速发现，

并可对受害目标及攻击源头进行精准定位，最终达到对入侵途径及攻击者背景的研判与溯源。 

2.1 产品设计目标 

由于日益频繁的 APT攻击为企业内网带来了更多的安全威胁，而现阶段企业搭建的安全防御产

品对于未知威胁检测的能力明显不足，所以 360天眼新一代威胁感知系统的设计目标是基于 360自

有的多维度海量互联网数据，通过自动化挖掘与云端关联分析，提前洞悉未知安全威胁；并通过在

客户本地部署的硬件设备，进行本地流量深度分析，实现未知威胁的早期快速发现；对受害目标和

攻击源头进行精准定位，实现威胁入侵途径回溯，帮助企业防患于未察。 

2.1.1 产品价值 

360 天眼可以为用户带来以下几方面的价值： 

1、 通过使用互联网数据发掘 APT攻击线索，提升企业对威胁看见的能力 

2、 以威胁情报形式打通攻击定位、溯源与阻断多个工作环节，帮助企业从源头上解决安全问

题 

3、 通过高效的快速搜索技术帮助企业提升数据查找的能力 

4、 通过基于大数据挖掘分析的恶意代码智能检测技术，提升了客户检测恶意代码的能力 

5、 通过基于轻量级沙箱的未知漏洞攻击检测技术，提升了客户检测未知漏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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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过专业的专家运营团队和安全服务团队，全天候为企业保驾护航 

2.2 产品原理介绍 

2.2.1 产品关键技术 

为了能够对未知威胁的恶意行为实现早期的快速发现，并可对受害目标及攻击源头

进行精准定位，天眼使用了多种关键技术来实现这个目标。 

2.2.1.1 万兆网络及 IPv4/IPv6 网络环境下数据还原技术 

本技术主要是采取分光器镜像网络入口上下行数据，输入到几台实体机器做相关分

析。流量搜集和分析模块使用自定义的高性能内核和驱动程序，使用独立部署模式，可

以支持最高 1Gbps，以及使用集群部署模式，可以支持高达 20Gbps 的线速流量搜集。 

流量分析和数据还原使用自主知识产权的协议分析模块，可以在 IPv4/IPv6 网络环

境下，支持 HTTP （网页）、SMTP/POP3（邮件）等主流协议的高性能分析，并拥有自

主研发的碎片文件侦测和 P2SP 重组模块，可以还原通过迅雷等国内主流 P2SP 软件下

载的文件。 

 

网络入口上
下行数据

分光器

端口匹配

流量特征
检测

自动连接
关联

行为特征
分析

分析平台

流
量
还
原

镜像
加密
传输

传感器

导入

 

图 1 流量还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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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的还原当中使用了多种技术，包括端口匹配、流量特征检测、自动连接关联和

行为特征分析。 

1）端口匹配：在网络协议发展的过程当中，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标准协议规范，

其中规定了不同协议使用的端口，而很多广泛使用的应用程序虽然没有别标准化，但已

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标准端口。端口匹配就是根据这些标准或非标准的对应关系，根据

TCP/UDP 的端口来识别应用。这种方式具有检测效率高的优点，弱点是容易被伪造，

因此在端口检测的基础上，还需要增加一些特征检测的判断和分析，来进一步分析这部

分数据。 

2）流量特征检测：相对于端口，不同的应用程序使用的协议也存在大量的共性。

这些共性就是所谓的流量特征。对于流量特征的识别，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标准协

议的识别，标准协议规定了特有的消息、命令和状态迁移机制，通过分析应用层内的这

些专有字段和状态，就可以精确可靠地识别这些协议；另一种是未公开协议的识别，一

般需要通过逆向工程分析协议机制，直接或解密后通过报文流的特征字段来识别该通信

流量。 

3）自动连接关联：随着互联网应用的发展，在互联网上传输的数据越来越多，单

个连接完成所有任务的模式也逐渐开始出现瓶颈，因此很多协议开始采用动态协商端口

的方式进行传输，这种模式最早出现在标准的 FTP 协议上，后来逐渐在语音、视频和文

件的传输上面被广泛使用。为了识别这种数据，需要根据控制链接上面的报文信息，自

动关联到数据传输的链接并对其进行还原，这种技术成为自动连接关联。 

4）行为特征分析：针对一些不便于还原的数据流量，可以采用行为特征的方法进

行分析。这种方法不试图分析出链接上面的数据，而是使用链接的统计特征，如连接数、

单个 IP 的连接模式、上下行流量的比例、数据包发送频率等指标来区分应用类型。如

网络电话应用通常语音数据报文长度较为稳定，发送频率较为恒定，P2P 网络应用单 IP

的连接数多、每个连接的端口号都不同、文件共享数据包包长大而稳定等等，都是可以

利用来进行应用特征检测的特征指标。 

对互联网数据的识别是上述多种技术综合运用。流量分析和文件还原模块会使用这

些技术，能够支持 Web、文件、邮件等主流的协议，并能够支持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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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程序协议。 

2.2.1.2 规模化沙箱动态检测技术 

新一代威胁感知系统采用规模化动态沙箱的技术对 APT 攻击的核心环节“恶意代

码植入”进行检测，与传统的采用基于恶意代码特征匹配的检测方法不同，新一代威胁

感知系统所采用的规模化动态沙箱的方法可以对未知的恶意代码进行有效检测，这种利

用对恶意代码的行为进行动态分析的方法，可以避免因为无法提前获得未知恶意代码特

征而漏检的问题，亦即在无需提前预知恶意代码样本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对恶意代码样本

进行有效的检测，因为未知恶意代码是 APT 攻击的核心步骤，因此对未知恶意代码样

本的有效检测，可以有效解决 APT 攻击过程的检测问题。 

新一代威胁感知系统相对于其他同类产品的最大特点在于：将会提供了非常丰富的

沙箱环境，这种规模化的沙箱环境可以有效保障每种待检测的文件样本都有其适合打开、

运行的沙箱环境，同时新一代威胁感知系统的沙箱采用了高级优化技术，可以有效降低

样本文件在沙箱之中打开、运行过程中的内存资源消耗、CPU 资源消耗，与其他同类型

产品相比，可以以最小的资源消耗、最快的速度得出准确的检测结果。 

目前新一代威胁感知系统需要模拟沙箱环境包括：PDF 沙箱、Word 沙箱、浏览器

沙箱、邮件沙箱、图片沙箱等。同时，借助于新一代威胁感知系统的多核平台，新一代

威胁感知系统中的各种规模化沙箱可以绑定在处理器的物理核心上进行快速运行，这种

进程与处理器绑定的方式可以有效降低进程在处理器的不同处理核心上切换所带来的

资源开销，降低并发检测线程之间的资源竞争，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 

新一代威胁感知系统与国内外其他同类型产品相比，最大的优势将在于所模拟的沙

箱类型众多，可以提供更多、更精确的文件类型的沙箱检测，与国内同类型产品星云系

统相比，新一代威胁感知系统模拟的沙箱类型将会超过星云系统的一倍，而与国外的同

类型产品 Fireeye 相比，新一代威胁感知系统将会支持更多类型的中国国产软件及系统

的沙箱模拟，比如：新一代威胁感知系统可以模拟国产软件 WPS 的沙箱环境，但是美

国的同类型产品 Fireeye 则无法模拟 WPS 文件的打开与运行环境，这样，在 WPS 文件

中含有恶意代码的情况下 Fireeye 产品将会产生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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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 基于大数据挖掘的恶意代码智能检测技术 

该技术是一个人工智能引擎，依靠海量数据挖掘、引入机器智能学习算法，能够有

效准确识别未知恶意软件，能够根据已知的正常软件和恶意软件的大量样本，通过数据

挖掘找出两类软件最具有区分度的特征，建立机器学习模型，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得到

恶意软件的识别模型。通过获得的模型对未知程序进行分析判断，即可获得软件的恶意

概率，从而在可控的误报率之下尽可能多的发现恶意程序。 

该引擎的学习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 2 QVM 引擎机器学习流程示意图 

样本管理平台负责管理训练样本，并且对可疑样本可进行人工分析，保证训练样本

的纯度，并给下面的阶段提供数据。 

通过对训练样本的数据挖掘，例如导入 API 函数、PE 头部信息、代码反汇编信息

等等进行海量数据挖掘，找到海量 PE 文件特征。应用特征选取算法，选取最有效的特

征，建立特征模型。 

利用特征模型对训练样本数据进行数据特征化变换，生成对应的特征向量，利用成

熟的机器学习算法（例如 SVM)，对样本进行训练，得到恶意程序识别问题的识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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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成的模型进行测试，如果精度达到要求，则终止。否则对误判样本进行分析（在

样本不确定的情况下，需要人工分析确认),调整样本的分类属性，再次迭代。 

该引擎的运行环境如下图所示： 

 

  

 

 

 

 

 

 

 

 

 

 

图 3 QVM 引擎运行环境示意图 

由于安全领域用户对误报的敏感性和特殊性，导致长期以来机器学习算法在本领域

一直作为不大，多数研究者尝试后，无法达到预期的精度而放弃。所以对本技术而言，

首要处理的就是降低误报率。根据前期研究的结果，一个合适的机器学习算法的选择对

误报控制是相当重要的，目前初选 SVM 作为基本学习算法，并设计了快速的参数选择，

和快速训练方法。 

机器学习算法在人工少量干预样本（添加、删除、修改黑白属性)指导的情况下，

系统能够实现自我学习，自我进化。目前该引擎学习一轮的时间仅为 2 小时。 

机器学习有效的解决了大部分未知恶意程序的发现问题。由于传统杀毒技术严重依

赖于样本获得能力和病毒分析师的能力，基本只能处理已知问题，不能对可能发生的问

题进行防范，具有严重的滞后性和局限性。本技术对海量样本进行挖掘，能够找到恶意

软件的内在规律，能对未来相当长时期的恶意软件技术做出前瞻性预测，实现不更新即

可识别大量新型恶意软件。 

样本云存储中心

学习样本存储服务器

机器学习服务器

样本筛选

特征向量集

云端QVM运算服务器

模型

未知样本

特征向量

鉴定结果

2小时一轮训练1秒云鉴定

客户端1

客户端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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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杀毒软件技术基本基于简单的特征或者规则进行查杀，很容易被病毒作者免杀。

本算法单特征贡献相当微弱，所以简单免杀很难奏效。 

机器学习使得对样本分析人员的要求相对较低，仅仅需要分析员能够区分文件是否

恶意，而不需要人工分析恶意软件实现方法和识别方法，降低了人员参与门槛，大大节

约了人力成本。 

2.2.1.4 基于轻量级沙箱的漏洞攻击检测技术 

APT 攻击大多利用系统未知漏洞进行，因此针对未知漏洞利用攻击的检测是实现

APT 攻击检测的关键。 

现有的传统安全防护措施大多数使用基于签名的机制对已知威胁进行检测和防护，

本检测技术是针对传统基于签名的局限性提出的解决方案，以检测和发现主流客户端应

用程序（IE/Office/AdobeReader）的可疑威胁为目标，能对客户端应用中已知漏洞和未

知 0day 漏洞的攻击利用进行检测。 

本检测技术主要针对漏洞利用的相关技术进行检测，判断样本文件是否存在恶意利

用代码。本检测技术包含动态检测引擎和半动态检测引擎。动态引擎依赖于漏洞利用环

境重现，其虚拟机执行引擎运行 Windows 操作系统以及相关应用程序，注入检测模块，

对恶意文件利用行为特征进行检测。使用 Hook、指令流分析、模拟执行等检测手段对

shellcode 执行生命周期的各个阶级的特定行为进行检查，检测流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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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文件

是否支持检测?

选择虚拟执行
引擎

是

上传样本

注入检测模块
目标应用打开

样本文件

发现恶意利用?

启用利用检测

返回检测结果

是

结束检测

否

否

 

图 4 轻量级沙箱样本检测流程示意图 

由于动态引擎依赖于漏洞利用环境（操作系统版本，目标运行程序的版本），如需

检测历史漏洞，则需要搭建全量版本的虚拟机环境，势必对检测性能和检测的实时性带

来影响，也增加了部署代价和成本，因此，引入半动态检测引擎，有效的弥补动态引擎

的一些不足。 

一句话描述就是：给定文件中一数据块，判定其是否包含 shellcode。Shellcode 是

漏洞利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能够放置在内存中的任何地方执行，前提是内存需具备

可执行权限。Shellcode 大致可分为如下四个部分： 

 Getting Delta 

 Getting Kernel32 ImageBase  

 Getting APIs 

 PayLoad 

我们利用模拟器，构建程序运行时的 CPU 和内存环境，模拟 Windows 的 TEB 和

PEB 内存结构，以及构建自己的 load 机制加载特定的 API，然后使用 HOOK，模拟执

行等行为检测机制判定半动态引擎抽取的二进制数据块是否为可执行代码以及是否具

备 shellcode 的执行特征。从而判定一抽取的样本数据是否为恶意利用代码，进而判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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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文件是否为恶意文件。 

半动态引擎的检测流程如下： 

（1）从文件格式解码器，Shellcode 静态特征入手，判定并抽取文件中可疑数据进

行抽取，抽取的数据包括静态二进制块数据和动态语言（javascript etc）程序块。 

（2）利用静态分析，动态分析等方法对抽取的数据样本进行判断，判定抽取的数

据是否为 shellcode。 

可疑样本数据抽取的流程如下： 

（1）对二进制格式文件，我们使用静态 shellcode 特征定位，扫描判定文件中能作

为可执行数据的偏移量，然后抽取特定偏移量数据块使用模拟器动态执行，检测是否存

在恶意利用特征。 

（2）对应动态语言（Javascript），我们使用正则提取，语法分析，模拟执行抽取特

定上下文变量值，还原使用动态语言进行 HeapSpary 攻击的 payload 二进制数据块，然

后模拟执行判定抽取的 payload 数据是否为恶意利用代码。 

2.2.1.5 广谱反病毒查杀技术 

广谱反病毒查杀技术是一个基于传统 Windows 可执行文件反病毒特征码查杀引擎

上发展起来的改进型特征码查杀引擎，在传统的特征码查杀引擎的基础上，增强了广谱

查杀和病毒修复能力，添加了基于脚本的逻辑控制能力，同时其利用 360 后台强大的大

数据处理能力的维护流程，具有高灵活性、高查杀、高效率、反应快、无误报的特点。 

该引擎由 COM 组件编写构成，具有很灵活的可扩展性，对于其核心的“方法”可

以随时添加。该引擎的分析处理和执行流程示意如下： 

该引擎从设计之初就是面向较为复杂的变形病毒和感染型病毒，因此其具有极为灵

活和复杂的查杀能力，可以快速应对复杂病毒的处理。AVE 引擎基于传统特征引擎，采

用病毒记录/库的架构模式，由数据驱动（病毒记录）对样本进行匹配查毒。该引擎对每

个待查 PE 文件（Windows 可执行文件）进行多重解析，提供高于传统特征引擎的解析

的信息供给记录进行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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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AVE 广谱病毒查杀引擎示意图 

该引擎的病毒记录不同于传统特征引擎，提供了复杂逻辑控制，每条记录基于自定

义的脚本编写，通过解释执行编译成二进制的病毒库来进行遍历匹配查毒。每条病毒记

录由 1 个或多个方法构成，方法包括定位、匹配、逻辑控制等方法，执行一条记录时依

次执行该记录的方法（逻辑控制方法可改变执行顺序），当所有方法执行成功表示执行

成功，或者通过逻辑控制方法直接控制返回成功或失败。 

该引擎具备如下特点： 

（1）增强的广谱病毒查杀能力 

传统的特征码查毒引擎，其原理基于定位和匹配，方法较为单一。而该引擎提供了

多种高级复杂的定位、匹配方法，并提供了更加高级抽象的查毒方法，大大提高了查毒

的灵活性、与查毒能力。 

 在定位方面，引擎在传统特征引擎常见的“文件偏移”、“入口偏移”、“节

偏移”的基础上，提供了如“输出函数偏移”、“资源偏移”、“导入函数调

用偏移”等多种定位方法，使得可以在多个层次对目标文件进行定位。 

 在匹配方面，该引擎提供了高效率的普通匹配和模糊匹配方法，在不影响效率

的情况下，大大提高了匹配能力与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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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在传统特征引擎具有的定位和匹配能力上提高外，还提供了许多高级抽象方

法用于查毒，如“导入函数匹配”、“指令分析匹配”、“资源匹配”等多种

基于样本解析抽象匹配方法。 

（2）基于脚本的复杂逻辑控制能力 

传统特征码引擎的查杀记录的结构和方式比较固定，无逻辑控制能力，对于复杂病

毒，通常需要分析员另为编写专杀程序或模块，编写、测试、更新反应速度较慢。 

该引擎提供了较为复杂的逻辑控制能力，提供了“可编程”的查杀能力。查杀记录

基于自定义脚本语言，提供了选择、循环等编程语言具有的逻辑控制能力，可以提供接

近于编程实现的灵活控制能力。同时由于其查杀脚本编译为病毒库中的数据，由引擎模

块解释执行，因此在编写、测试、升级等方面大大高于传统引擎应对复杂病毒的速度。 

查杀脚本语言为类 x86 的汇编语言，使精于汇编的病毒分析人员极易上手，同时其

编译后解释执行的速度很快。 

（3）依托于 360 大数据处理能力的高效、严格的处理维护流程 

传统特征码查杀引擎的最大缺点就是只有获取样本后才能查杀，反应速度较慢。该

引擎依托大数据处理能力，在这方面具有明显提高，有以下特点： 

（4）极强的样本修复能力 

感染型病毒虽然在种类上在病毒中占比很小，但其破坏性最大，如查到不能修复将

极大的破坏用户计算机。该引擎针对感染型病毒的修复，提供了多种复杂的修复能力，

结合逻辑控制能力，可以支持修复绝大多数感染型病毒，降低了写病毒专杀程序或模块

的开销，提高了对感染型病毒处理的反应速度。 

（5）高效快速的轻量级引擎 

该引擎是一个轻量级的引擎，相比于其它方式的反病毒引擎，具有极高的性价比。 

2.2.1.6 基于搜索引擎技术的大流量行为检索与存储 

在本地数据的存储和检索方面，360 使用 ElasticSearch 检索平台做为平台基础，并

进行了定制化修改，并配套了大量的检索和分析软件以对数据做到高效分析。 

ElasticSearch（简称 ES）是一个基于 Lucene 构建的开源，分布式，RESTful 搜

索引擎。其实时性能优越；安装配置简单；RESTful API 和 JSON 格式的文档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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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开发调试的难度；具备面向文档的全文检索能力；而且具有分布式部署，高可靠，

稳定等优点。非常适宜作为企业本地的数据存储和检索平台。 

ES 可将索引以多个分片和多个副本的形式存储于分布式系统当中，即可提高检索

性能，又能保证数据的可靠性。而且其默认使用的内存索引方式可以保证系统对近期录

入的数据做到近乎实时的查询，而对于存储于硬盘的 TB 级数据也可做到秒级查询。同

时为了便于将来自采集设备或终端上的数据录入 ES 平台，天眼将使用 JSON 格式定义

所有的采集后数据。 

2.2.1.7 云端基于大数据的 APT 发现与跟踪技术 

为支持大量数据的采集和处理，首先在云端需要有一套可处理 PB 级数据的大数据

平台。该平台基础架构如下： 

 

图 7 大数据平台架构图 

该平台几个核心技术如下： 

1、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简称 HDFS，是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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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分布式文件系 

HDFS 有着高容错性（fault-tolerant）的特点，并且设计用来部署在低廉的（low-cost）

硬件上。而且它提供高吞吐量（high throughput）来访问应用程序的数据，适合那些有

着超大数据集（ large data set）的应用程序。HDFS 放宽了（relax）POSIX 的要求

（requirements）这样可以实现流的形式访问（streaming access）文件系统中的数据。HDFS

开始是为开源的 apache 项目 nutch 的基础结构而创建，HDFS 是 hadoop 项目的一部分，

而 hadoop 又是 lucene 的一部分。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被设计成适合运行在通

用硬件(commodity hardware)上的分布式文件系统。它和现有的分布式文件系统有很多共

同点。但同时，它和其他的分布式文件系统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HDFS 是一个高度容

错性的系统，适合部署在廉价的机器上。HDFS 能提供高吞吐量的数据访问，非常适合

大规模数据集上的应用。HDFS 放宽了一部分 POSIX 约束，来实现流式读取文件系统数

据的目的。 

2、MapReduce 分布式计算平台，系统采用 MapReduce 计算模型，MapReduce 是一

种编程模型，用于大规模数据集的并行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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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MapReduce 计算模型 

概念"Map（映射）"和"Reduce（化简）"，和他们的主要思想，都是从函数式编程

语言里借来的，还有从矢量编程语言里借来的特性。他极大地方便了编程人员在不会分

布式并行编程的情况下，将自己的程序运行在分布式系统上。当前的软件实现是指定一

个 Map（映射）函数，用来把一组键值对映射成一组新的键值对，指定并发的 Reduce

（化简）函数，用来保证所有映射的键值对中的每一个共享相同的键组。 

3、HBase - Hadoop Database，是一个运行于 HDFS 顶层的 NoSQL(=Not Only SQL，

泛指非关系型的数据库)数据库系统。其具有高可靠性、高性能、面向列、可伸缩的特

点。HBase 以表的形式存储数据，表由行和列组成，列划分为若干个列簇(row family)。

例如：一个消息列簇包含了发送者、接受者、发送日期、消息标题以及消息内容。每一

对键值在 HBase 会被定义为一个 Cell，其中，键由 row-key(行键)，列簇，列，时间戳

构成。而在 HBase 中每一行代表由行键标识的键值映射组合。Hbase 目标主要依靠横向

扩展，通过不断增加廉价的商用服务器，来增加计算和存储能力。 

在拥有了数据的采集和处理能力后，还需要依赖机器学习、重沙箱和关联分析等能

力对大量数据进行筛选，提取重要信息输送到人工运营团队产生结果。其中机器学习部

分将使用到 Euler 平台，基于此平台所提供的各种算法，云端可对 DNS、文件等信息进

行聚类和相似度分析，以从海量的低价值信息中筛选出可能和已知的攻击行为或攻击特

征相关的新生威胁。同时，可视化关联分析平台可为攻击行为和攻击背景的进一步发现

提供帮助，可视化的技术手段可以将任意两个互联网信息间的关联性直观的展现在面前，

比如两个毫不相干的域名可能拥有相同的注册人，这种相关性分析也为威胁发现提供了

进一步帮助。而重沙箱则单纯从文件角度将大量恶意文件或未知文件的网络行为和进程

行为输出到机器学习平台和人工运营团队，即为分析提供了数据支撑，也直接输出了部

分攻击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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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关键技术实现的效果 

通过使用上述的各种关键技术，天眼大大提高了对未知威胁的恶意行为实现早期快

速发现能力，拥有了对受害目标及攻击源头进行精准定位，并且具有了对入侵途径及攻

击者背景的研判与溯源的能力。具体来说，主要实现了以下几点效果： 

1. 使用互联网数据发掘 APT 攻击线索，提升了客户发现威胁的能力 

传统的 APT 防护技术专注于从企业客户自身流量和数据中通过沙箱或关联分析等

手段发现威胁。而由于企业网络防护系统缺少相关 APT 学习经验，而且攻击者的逃逸

水平也在不断的进步发展，本地设备会经常性的出现误报和漏报现象，经常需要人工的

二次分析进行筛选。而且由于 APT 攻击的复杂性和背景的特殊性，仅依赖于单一企业

的数据经常无法有效的发现 APT 攻击背景，难以做到真正的追踪溯源。而天眼则创新

性的从互联网数据进行发掘和分析，由于任何攻击线索都会有相关联的其他信息被互联

网数据捕捉到，所以从互联网进行挖掘可极大提升未知威胁和 APT 攻击的检出效率，

而且由于数据的覆盖面更大，可以做到攻击的更精准溯源。 

2. 以威胁情报形式打通攻击定位、溯源与阻断多个工作环节，提升了客户对攻击

回溯的能力 

传统的防护体系在多台设备间进行联动往往需要通过特别开发的接口对一种或几种

特殊类别的告警或信息进行分发和通知，这种设计往往会制约多种不同设备或系统之间

的信息传递。同时由于对于消息接口缺乏一个系统化的规范化的描述，很难对复杂的攻

击行为进行准确定义。而天眼的一大创新点在于用威胁情报的形式对各种 APT 攻击中

常出现的特点和背景信息进行记录和传输，而威胁情报将通过统一的规范化格式将 APT

攻击中出现的多种攻击特征进行标准化，可满足未来扩展 APT 攻击特征以及后续扩展

联动设备的需要。 

3. 使用搜索技术对企业信息进行记录和检索，提升了客户在海量数据中快速查找

所需数据的能力 

传统的安全方案中，对于企业本地数据的处理往往采用 mysql 等关系型数据库。这

种设计早已不能满足当前数据量的处理性能需要。天眼创新性的采用搜索引擎技术作为

本地数据存储和检索核心技术，采用 json 格式作为引擎的输入输出格式，这样可极大提

高检索性能，同时相比传统架构也能够降低大量接口上的开发量。可为企业本地的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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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数据保存、攻击证据留存和查询、实时关联分析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 

4. 基于大数据挖掘分析的恶意代码智能检测技术，提升了客户检测恶意代码的能

力 

天眼采用了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算法，针对海量程序样本进行自动化分析，有效解

决了大部分未知恶意程序的发现问题。由于传统杀毒技术严重依赖于样本获得能力和病

毒分析师的能力，基本只能处理已知问题，不能对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防范，具有严重

的滞后性和局限性。本技术对海量样本进行挖掘，能够找到恶意软件的内在规律，能对

未来相当长时期的恶意软件技术做出前瞻性预测，实现不更新即可识别大量新型恶意软

件，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 

5. 基于轻量级沙箱的未知漏洞攻击检测技术，提升了客户检测未知漏洞的能力 

现有的传统安全防护措施大多数使用基于签名（Signature）的机制对已知威胁进行

检测和防护，而天眼的基于轻量级沙箱的未知漏洞攻击检测引擎是针对传统基于签名的

局限性提出的解决方案，可以检测和发现主流客户端应用程序（IE/Office/AdobeReader）

的可疑威胁为目标，能对客户端应用中已知漏洞和未知 0day漏洞的攻击利用进行检测。 

 

2.3 产品组成与架构 

360 天眼新一代威胁感知系统可基于 360 自有的多维度海量互联网数据，进行自动化挖掘与云

端关联分析，提前洞悉各种安全威胁，并向客户推送定制的专属威胁情报。同时结合部署在客户本

地的软、硬件设备，360 天眼能够对未知威胁的恶意行为实现早期的快速发现，并可对受害目标及

攻击源头进行精准定位，最终达到对入侵途径及攻击者背景的研判与溯源。360天眼主要包括威胁

情报、分析平台、传感器和文件威胁鉴定器四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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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天眼架构图 

2.3.1 威胁情报 

威胁情报来自 360 云端的分析成果，可对 APT 攻击、新型木马、特种免杀木马进

行规则化描述。360 公司依托于云端的海量数据，通过基于人工智能自学习的自动化数

据处理技术，依靠以顶尖研究资源为基础的多个国内高水平安全研究实验室为未知威胁

的最终确认提供专业高水平的技术支撑，所有大数据分析出的未知威胁都会通过专业的

人员进行人工干预，做到精细分析，确认攻击手段 攻击对象以及攻击的目的，通过人

工智能结合大数据知识以及攻击者的多个维度特征还原出攻击者的全貌，包括程序形态，

不同编码风格和不同攻击原理的同源木马程序，恶意服务器（C&C）等，通过全貌特征

‘跟踪’攻击者，持续的发现未知威胁，最终确保发现的未知威胁的准确性，并生成了

可供天眼本地分析平台使用的威胁情报。 

2.3.2 分析平台 

天眼分析平台用于存储传感器提交的流量日志和文件威胁鉴定器提交的告警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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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所有数据进行快速的处理并为检索提供支持，同时可与威胁情报或其他告警进行关

联帮助进一步分析，对攻击进行有效地回溯定位。分析平台承担对所有数据进行存储、

预处理和检索的工作。由于传统关系型数据库在面对大量数据存储时经常出现性能不足

导致查询相关数据缓慢，天眼分析平台底层的数据检索模块采用了分布式计算和搜索引

擎技术对所有数据进行处理，可通过多台设备建立集群以保证存储空间和计算能力的供

应。 

2.3.3 传感器 

天眼传感器主要负责对网络流量的镜像文件进行采集并还原，还原后的流量日志会

加密传输给天眼分析平台，流量镜像中的 PE 和非 PE 文件还原后则加密传输给天眼文件

威胁鉴定器进行检测。天眼传感器通过对网络流量进行解码还原出真实流量，提取网络

层、传输层和应用层的头部信息，甚至是重要负载信息，这些信息将通过加密通道传送

到分析平台进行统一处理。传感器中应用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协议分析模块，可以在

IPv4/IPv6 网络环境下，支持 HTTP （网页）、SMTP/POP3（邮件）等主流协议的高性

能分析。 

同时，天眼传感器预置了入侵攻击库和 WEB 攻击库，可检测流量中的常见扫描行

为和常见的远控木马行为等攻击行为，也可检测主流的 Web 应用攻击，包括：注入、

跨站、webshell、命令执行、文件包含等。天眼传感器检测到此类攻击后会产生告警，

并将告警日志加密传输给天眼分析平台供统一管理。 

2.3.4 文件威胁鉴定器 

天眼文件威胁鉴定器主要负责对传感器还原后的文件进行沙箱检测、静态检测与动

态检测等多种检测，及时发现有恶意行为的文件并告警，告警日志可传给天眼分析平台

供统一分析。天眼通过文件威胁鉴定器对文件进行高级威胁检测，文件威胁鉴定器可以

接收还原自传感器的大量 PE 和非 PE 文件，使用静态检测、动态检测、沙箱检测等一

系列无签名检测方式发现传统安全设备无法发现的高级威胁，并将威胁相关情况以报告

行为提供给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天眼文件威胁鉴定器上的相关告警也可发送至分析平台

实现告警的统一管理和后续的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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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产品模块间数据流程描述 

天眼传感器对企业网内部的重要网络流量的镜像文件进行抓取并全量还原，还原后

的流量日志由天眼传感器加密传输给天眼分析平台，流量镜像中的 PE 和非 PE 文件还

原后则加密传输给天眼文件威胁鉴定器。天眼文件威胁鉴定器对天眼传感器传输过来的

PE 和非 PE 文件进行沙箱检测、静态检测和动态检测等，以发现其中具有恶意行为的

文件。当发现具有恶意行为的文件后，天眼文件威胁鉴定器会产生告警，并将告警日志

加密传输给天眼分析平台。天眼分析平台存储天眼传感器传输过来的日志文件和天眼文

件威胁鉴定器传输过来的告警日志，结合云端单向导入的威胁情报进行自动化匹配，及

时发现内网的攻击行为并告警。 

天眼传感器

天眼分析平台

文件威胁鉴

定器

威胁情报

网络流量镜像

攻击告警

  

 

       

  
  

  

 

图 11 天眼数据流程图 

 

1、 客户选择的网络流量做镜像传给天眼传感器。 

2、 天眼传感器对镜像流量进行全量还原，并利用自身的入侵攻击库和 WEB 攻击库

对流量进行检测。天眼传感器会将流量还原后的日志文件和检测后的告警日志加

密传输天眼分析平台。 

3、 天眼传感器对镜像流量进行全量还原，还原后的 PE 和非 PE 文件加密传输给天

眼文件威胁鉴定器。 



                                                                       

 

 360 企业安全集团        21 / 41    密级：XXXX  

 

 

4、 天眼文件威胁鉴定器对 PE 和非 PE 文件进行检测，发现有恶意行为的文件后产

生告警，将告警日志加密传输给天眼分析平台。 

5、 威胁情报单向导入至天眼分析平台。 

6、 天眼分析平台用威胁情报和本地存储的日志进行自动化匹配，发现攻击后立刻

告警。 

2.5 产品型号及规格说明 

2.5.1 产品型号与硬件产品实拍 

天眼传感器前面板 

 

天眼传感器 TSS10000-S53 后面板 

 

天眼传感器 TSS10000-S56 后面板 

 

天眼文件威胁鉴定器 TSS10000-D57 前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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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眼文件威胁鉴定器 TSS10000-D57 后面板 

 

天眼分析平台 TSS10000-A58 前面板： 

 

天眼分析平台 TSS10000-A58 后面板： 

 

2.5.2 各型号的关键功能规格说明 

天眼传感器 

威胁检测 

提供对常见扫描行为的检测能力 

能够检测常见的远控木马行为 

提供对主要 Web应用攻击的检测能力，包括：注入、跨站、webshell、

命令执行、文件包含等； 

流量记录 

能够对网络通信行为进行还原和记录，以供安全人员进行取证分析，还

原内容包括：TCP会话记录、Web访问记录、SQL访问记录、DNS解析记

录、文件传输行为、LDAP登录行为。 

支持对流量中出现文件传输行为进行发现和还原，将文件 MD5发送至分

析平台 

可以支持 MSSQL、MYSQL、ORACLE三种 sql协议的分析和还原 

文件还原 

可分析的文件传输协议包括：邮件（SMTP、POP3、IMAP、webmail）、Web

（HTTP）、FTP、SMB 

支持对常见可执行文件的还原：EXE、DLL、OCX、SYS、COM、apk等 

支持对常见压缩格式的还原：RAR、ZIP、GZ、7Z等 

支持常见的文档类型的还原：word、excel、pdf、rtf、pp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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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功能 

能够支持时间同步，支持 NTP V4.0协议 

能够提供网络管理功能，可进行静态路由配置 

多次登录失败将锁定账号 5分钟内不得登录 

可支持在线升级和离线升级俩种升级方式，并支持定时自动升级 

可支持用户初次登陆强制修改密码功能。 

可实时监控设备的 CPU、内存、存储空间使用情况。 

能够监控监听接口的实时流量情况 

可以分析统计 1天或 1周时间内的文件还原数量情况 

可以分析统计 1天或 1周时间内的各个应用流量的大小和分布情况。 

部署情况 

可支持旁路部署，对镜像流量进行监听 

可支持 IPv4网络和 IPv6网络两种部署场景，可对两种网络流量均进行

分析还原。 

可支持分布式部署，可以多台采集器同时部署于客户网络不同位置并将

数据传输到同一套分析平台 

 

天眼文件威胁鉴定器 

文件处理 

可针对文档类文件(doc、xls、ppt、pdf、docx、xlsx、pptx、rtf、vsd、

wps等)进行检测分析 

可针对执行文件（pe、pe32、pe64、msi、msp、class、elf、mst等）进行

检测分析 

可针对脚本类文件（txt、php、html;js;css等）进行检测分析 

可针对多媒体文件（bmp;jpeg;gif;png;tiff;psd;mp3;flv等）进行检测分

析 

可针对移动应用文件 apk等进行检测分析 

可针对压缩文件（gzip、bzip、zip、rar、tar、7z等）进行检测 

能够发现恶意修改后缀的行为 

可针对压缩文件进行多层解压，并对解压后文件进行检测分析，支持压缩文

件内联检测 

静态检测 

可支持文件病毒检测，内置病毒检测引擎，能够输出明确的恶意代码命名； 

支持 QVM检测引擎，能够提供人工智能高级病毒检测能力； 

支持云查杀引擎，云端 95亿样本库大规模覆盖文件，快速返回判定结果，

节省分析资源； 

支持文件签名检测和判定； 

可对已知漏洞利用特征进行识别和检测，并能输出 CVE编号； 

漏洞检测 
可通过沙箱检测文件运行期间是否出现漏洞利用行为； 

可检测缓存溢出、ROP、堆喷射等漏洞利用行为的检测； 

动态检测 

可记录文件运行期间的注册表行为、文件行为、网络行为等所有行为记录 

能够发现文件的异常开启、异常关闭、检测沙箱环境等相关行为，并能够提

供文件运行截图。 

可针对可疑行为进行判定，并能根据判定结果对文件恶意度进行打分评定。 

可存储并记录文件运行期间释放文件，用于后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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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支持多种环境沙箱并行检测，最多可支持 2 种虚拟环境同时检测。 

可支持 windows XP、windows7两种操作系统环境，并可在该环境上提供多

种沙箱环境选择。 

管理功能 

能够配置选择不同的沙箱环境，至少可预置 4 种沙箱环境。 

能够发现恶意文件，并形成文件告警和邮件告警 

可在告警中查找到文件或邮件传输的所有信息，以及告警的详细信息 

可保存触发告警的文件及检测结果，用于事后分析 

可以将详细的文件运行行为以报告形式提供，方便管理人员进行分析 

能够针对告警趋势、文件类型、受攻击者及攻击源等多种信息进行统计分析

并自定义时间区间 

可将文件详细报告以 PDF形式导出 

可手动对告警文件进行加白，加白文件不告警 

可统计检测器在一定时间段内分析的送检文件总数，告警文件数等信息。 

可配置联动设备，对联动设备进行管理 

能够支持时间同步，支持 NTP V4.0协议 

能够提供网络管理功能，可进行静态路由配置及 DNS配置 

可根据用户角色对用户进行区分，赋予不同角色用户不同的操作权限 

可记录用户登入登出、配置修改等操作，并可针对用户、操作类型进行检索 

多次登录失败将锁定账号 5分钟内不得登录 

可支持在线升级和离线升级俩种升级方式，并支持定时自动升级 

可支持用户初次登陆强制修改密码功能。 

可实时监控设备的 CPU、内存、存储空间使用情况。 

部署情况 
支持旁路部署，与传感器配合使用。 

可提供文件检查，直接将文件提交沙箱进行检测。 

 

天眼分析平台 

威胁感知 

能够接收云端提供的威胁情报，对网络中的威胁事件进行发现和告警 

威胁情报可支持在线和离线升级两种方式 

对于重要的未知威胁告警，将告知客户攻击背景信息 

可提供未知威胁在本地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受害主机地址 

能够对未知告警的受害 IP进行搜索 

能够对未知威胁告警进行处理，可设置已处理、未处理、忽略等状态 

日志检索 

可对 TB级日志做到快速搜索，搜索时间小于 30s 

可将日志区分为普通流量日志和告警日志，并可按照不同的日志类型就行日

志筛选 

流量日志至少包含 DNS、HTTP、TCP、SMTP等流量行为日志，并可按照以上

应用协议的各个关键字段搜索日志 

流量日志记录至少包含以下字段：时间、IP、IP地理位置、端口、域名、

HTTP头信息、SQL语句、邮件收件人和发件人、文件名、文件 MD5、应用层

payload前 100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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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流量日志的关键字段进行追加搜索，从上一次的搜索结果中重新按照新

的规则搜索日志 

可将 IP地址的地理位置信息及 AS号解析出来 

可展示日志的时间分布 

可筛选关键字段展示，隐藏不必要的日志信息 

所有日志均可以标准化接口形式提供 

可以搜索文件访问行为，并展示还原流量中文件的 MD5和文件名 

管理功能 

能够支持时间同步，支持 NTP V4.0协议 

能够提供网络管理功能，可进行静态路由配置 

多次登录失败将锁定账号 5分钟内不得登录 

可支持在线升级和离线升级两种升级方式，并支持定时自动升级 

可实时监控设备的 CPU、内存、存储空间使用情况。 

可新增并管理用户，可控制用户使用权限 

可支持用户初次登陆强制修改密码功能。 

部署情况 
可支持集群部署，可水平扩展至多台设备集群，以应对大量数据情况，可支

持 PB级数据检索。 

 

3 产品性能说明（待硬件平台更换后补充） 

3.1 天眼各模块产品性能说明 

天眼传感器 TSS10000-S53 

硬件规格 

CPU 1×6核 CPU 

内存 32G 

电源 AC 220V 550w，单电源 

存储 1TB 

接口 2×1GE管理口（电），2×1GE监听口（电），2×1GE监听口（光） 

尺寸 2U，高 87mm,宽 430mm，深 740mm 

性能规格 
会话 

并发会话：300W 会话 

新建会话：2W connections/s 

吞吐 5G（HTTP 100KB）/2G（HTTP 21KB）/0.35G（HTTP 1.7KB） 

传输性能 
带宽占

用 

传输日志时占用带宽的 3—4%，即 1G流量还原成日志后约占 40M，传输

时占用 40M带宽 

传输文件时占用带宽的 10%，即 1G流量还原成日志后约占 100M，传输时

占用 100M带宽 

天眼传感器 TSS10000-S56 

硬件规格 
CPU 2×6核 CPU 

内存 6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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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AC 220V 550w，单电源 

存储 1TB 

接口 2×1GE管理口（电），2×1GE监听口（电），2×10GE监听口（光） 

尺寸 2U，高 87mm,宽 430mm，深 740mm 

性能规格 
会话 

并发会话：600W 会话 

新建会话：4W connection/s 

吞吐 8.3G（HTTP 100KB）/4.6G（HTTP 21KB）/0.7G（HTTP 1.7KB） 

传输性能 
带宽占

用 

传输日志时占用带宽的 3—4%，即 1G流量还原成日志后约占 40M，传输时

占用 40M带宽 

传输文件时占用带宽的 10%，即 1G流量还原成日志后约占 100M，传输时

占用 100M带宽 

天眼文件威胁鉴定器 TSS10000-D57 

硬件规格 

CPU 2×6 核 CPU 

内存 128GB 

电源 AC 220V 550w，冗余电源 

存储 4TB SATA 

接口 2×1GE 管理口（电），2×1GE 监听口（电） 

尺寸 2U，高 89mm,宽 430mm，深 740mm 

性能规格 检测性能 非可执行文件 2 万/天；可执行文件 20 万/天； 

天眼分析平台 TSS10000-A58 

硬件规格 

CPU 2×6核 CPU 

内存 256G 

电源 AC 220V 550w，冗余电源 

存储 300GB+12×4TB 

接口 4×1GE管理口（电） 

尺寸 2U，高 87mm,宽 447mm，深 720mm 

性能规格 

100条规则对所有历史数

据查询 
查询时间 15min （单台部署）总日志量约 113亿条 

500条规则查询最近一小

时的日志 
查询时间 3min （单台部署）约 6000w条日志 

最大日志处理速度 
90w条每 min （单台部署）（公司出口流量 7G时，每分

钟日志量大概为 150w） 

存储性能 存储占用 

以 1G带宽为例，1G流量还原后约为 40M， 

每天的日志总数为 40M*60*60*24=3456000M     

3456000/8(变字节)/1024(变成 G)/1024(变成 T)=0.4T 

分析平台有 48T存储空间，刨除一部分冗余，48T空间

可存三个月左右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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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施部署说明 

4.1 未知威胁检测及回溯方案实施部署 

4.1.1 未知威胁检测及回溯方案说明 

部署360天眼系统未知威胁检测及回溯方案中的检测方案可以帮助用户及时有效的

发现未知威胁，提升管理人员对未知威胁的发现速度和效率，最大限度的降低用户受攻

击后的损失，回溯方案可以记录内网的任何一次网络行为为回溯提供强大的支撑。 

在此方案中，对用户网络中的流量进行全量检测和记录，所有网络行为都将以标准

化的格式保存于天眼的数据平台，云端威胁情报和本地沙箱分析结果与本地分析平台进

行对接，为用户提供基于情报和沙箱检测的威胁发现与溯源的能力。 

部署该方案后，可以为用户解决以下安全问题： 

1. 检测发现传统防护手段漏过的未知威胁 

2. 在隔离网络环境下检测未知威胁 

3. 对企业内的海量数据进行安全分析 

4. 对企业内已发现的问题进行攻击回溯 

 

4.1.2 所需设备说明 

1、天眼传感器 

硬件规格 TSS10000-S53（传感器） TSS10000-S56（传感器） 

基本配置 

操作系统 Linux Linux 

CPU Xeon E5 6核心 HT处理器 x1 Xeon E5 6核心 HT处理器 x2 

内存 32GB 64GB 

硬盘 1TB 1TB 

硬件状态监控 是 是 

冗余电源 否 否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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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吐量     

最大并发连接 300万 600万 

可连接性 

监听端口 2电口+2光口 2电口+2万兆光口（自带多模光模块） 

管理端口 2电口 2电口 

命令行管理端

口 
RS-232 x 1 RS-232 x 1 

运行模式 

SPAN监听 是 是 

物理指标 

设备规格 2U机架服务器 2U机架服务器 

尺寸 高 88 mm；宽 432mm；深 690mm 高 88 mm；宽 432mm；深 690mm 

重量 小于 25Kg 小于 25Kg 

电源 AC 220V 550w AC 220V 550w 

工作温度 5℃～35℃ 5℃～35℃ 

工作湿度 35％ -80％相对湿度 35％ -80％相对湿度 

 

2、天眼文件威胁鉴定器 

硬件规格 TSS10000-D57（天眼文件威胁鉴定器） 

基本配置 

操作系统 Linux 

CPU 2×6 核 CPU 

内存 128GB 

硬盘 4TB SATA 

硬件状态监控 是 

冗余电源 是 

性能 

检测文件数 非可执行文件 2 万/天；可执行文件 20 万/天； 

存储空间 4TB 

可连接性 

监听端口 2电口 

管理端口 2电口 

运行模式 



                                                                       

 

 360 企业安全集团        29 / 41    密级：XXXX  

 

 

SPAN  是 

物理指标 

设备规格 2U机架服务器 

尺寸 高 89 mm；宽 433mm；深 740mm 

重量 25Kg 

电源 AC 220V 550w 

工作环境 5℃～40℃ 

工作湿度 35％ -80％相对湿度 

 

3、天眼分析平台 

硬件规格 TSS10000-A58（天眼分析平台） 

基本配置 

操作系统 Linux 

CPU Xeon E5 6核心 HT处理器 x2 

内存 256GB 

硬盘 300GB + 4TB*12 

硬件状态监控 是 

冗余电源 是 

性能 

数据存储速率   

存储空间 48TB 

可连接性 

管理端口 I350千兆电口 x 4 

命令行管理端口 RS-232 x 1 

运行模式 

SPAN   

物理指标 

设备规格 2U机架服务器 

尺寸 高 88 mm；宽 432mm；深 690mm 

重量 25Kg 

电源 AC 220V 550w 

工作环境 5℃～40℃ 

工作湿度 35％ -80％相对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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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所需带宽说明 

天眼传感器对网络中的镜像流量会进行解析和全量还原，按照指定的格式生成日志

传送至天眼分析平台或沙箱，还原后的文件会传送给沙箱。传感器生成的日志文件中对

于镜像流量中的文件仅保留文件名称、文件类型等文件属性，不保留文件内容，文件内

容由针对该文件生成的特定 MD5 标签代替。经此处理后，天眼传感器向天眼分析平台

传输日志时仅占用正常带宽的 3-4%。天眼传感器向天眼文件威胁鉴定器传输文件时占

用带宽的 10%。 

4.1.4 所需通信资源说明 

连接互联网后，分析平台可以实时从 360 的云服务器上下载最新的威胁情报信息，

达到实时更新的效果，为用户提供最准确、最实时、最全面的保护。为了能够在线升级，

建议将分析平台连接互联网，能够通过 80 端口访问 update.skyeye.360safe.com（当然也

需要 DNS 能解析 update.skyeye.360safe.com 域名）。支持最大并发连接数≥1,000,000。 

 

4.1.5 实施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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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未知威胁检测及回溯方案实施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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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实施步骤说明 

配置前需要客户准备： 

1) 客户提供内三个内网 IP，用于内网网管 pc 远程登录设备，进行 ping 测试，确

保网管 PC到天眼设备可达。 

2) 客户提供设备网关地址。 

3) 将核心交换将内网到互联网出口流量及客户内网 DNS流量做镜像到天眼设备。 

4) 防火墙放开天眼设备（传感器、沙箱和分析平台）到 update.skyeye.360safe.com

和 cloud.skyeye.360safe.com的访问,ping以上两个网址确认 DNS可以解析。 

5) 机架至少预留 6U以上的空间，配置托盘，设备耗电量为分析平台 1100W(550*2),

传感器 550W、沙箱 550W。 

4.1.6.1 实施部署步骤 

1. 将传感器、文件威胁鉴定器和分析平台设备序列号发送给 360 天眼团队，由相

关负责人生成授权证书并将证书发给实施工程师 

2. 实施工程师将证书分别导入传感器、文件威胁鉴定器和分析平台 

3. 用用户提供的三个内网 IP 分别为传感器、文件威胁鉴定器和分析平台设置管理

口 IP，用于内网网管 pc 远程登录设备 

4. 分别为传感器、文件威胁鉴定器和分析平台设置通信 IP，将传感器与分析平台、

传感器与文件威胁鉴定器、文件威胁鉴定器与分析平台分别进行连接，保证通

信顺利。 

5. 如可连接互联网更新，则分别为传感器、文件威胁鉴定器和分析平台设置静态

路由和 DNS 

6. 确保传感器监听接口为开启状态，无需配置 IP 地址，将镜像流量引入传感器监

听口 

7. 如果分析平台可连接互联网则采取自动升级功能从互联网上获取威胁情报，如

果分析平台不能连接互联网则采取离线方式获取威胁情报升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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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高级威胁检测方案实施部署 

4.2.1 高级威胁检测方案说明 

部署 360 天眼系统可以有效帮助用户在攻击日益泛滥的今天，应对手段更加高明、

目的性更加明确的高级威胁，为用户网络安全建设提供高级威胁发现及分析能力，有效

应对当前环境下的新型安全威胁。 

在该方案中，传感器负责将所有镜像流量进行还原分析，提取 HTTP、SMTP、POP3、

FTP 等文件传输协议中出现的文件内容，将文件通过加密通道传送到沙箱；沙箱对所有

文件进行解压缩，格式检查后，将使用静态检测、半动态检测、沙箱检测等多种检测手

段对文件中可能包含的恶意行为进行捕捉分析以发现高级威胁。 

部署该方案后，可以为用户解决以下安全问题： 

1. 检测发现传统防护手段漏过的未知威胁 

2. 在隔离网络环境下检测未知威胁 

4.2.2 所需设备说明 

1、天眼传感器 

硬件规格 TSS10000-S53（传感器） TSS10000-S56（传感器） 

基本配置 

操作系统 Linux Linux 

CPU Xeon E5 6核心 HT处理器 x1 Xeon E5 6核心 HT处理器 x2 

内存 32GB 64GB 

硬盘 1TB 1TB 

硬件状态监控 是 是 

冗余电源 否 否 

性能 

吞吐量     

最大并发连接 300万 600万 

可连接性 

监听端口 2电口+2光口 2电口+2万兆光口（自带多模光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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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端口 2电口 2电口 

命令行管理端

口 
RS-232 x 1 RS-232 x 1 

运行模式 

SPAN监听 是 是 

物理指标 

设备规格 2U机架服务器 2U机架服务器 

尺寸 高 88 mm；宽 432mm；深 690mm 高 88 mm；宽 432mm；深 690mm 

重量 小于 25Kg 小于 25Kg 

电源 AC 220V 550w AC 220V 550w 

工作温度 5℃～35℃ 5℃～35℃ 

工作湿度 35％ -80％相对湿度 35％ -80％相对湿度 

 

2、天眼文件威胁鉴定器 

硬件规格 TSS10000-D57（天眼文件威胁鉴定器） 

基本配置 

操作系统 Linux 

CPU 2×6 核 CPU 

内存 128GB 

硬盘 4TB SATA 

硬件状态监控 是 

冗余电源 是 

性能 

检测文件数 非可执行文件 2 万/天；可执行文件 20 万/天； 

存储空间 4TB 

可连接性 

监听端口 2电口 

管理端口 2电口 

运行模式 

SPAN  是 

物理指标 

设备规格 2U机架服务器 

尺寸 高 89 mm；宽 433mm；深 7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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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25Kg 

电源 AC 220V 550w 

工作环境 5℃～40℃ 

工作湿度 35％ -80％相对湿度 

 

4.2.3 所需带宽说明 

天眼传感器对网络中的镜像流量会进行解析和全量还原，按照指定的格式生成日志

传送至天眼分析平台或沙箱，还原后的文件会传送给沙箱。传感器生成的日志文件中对

于镜像流量中的文件仅保留文件名称、文件类型等文件属性，不保留文件内容，文件内

容由针对该文件生成的特定 MD5 标签代替。经此处理后，天眼传感器向天眼文件威胁

鉴定器传输文件时占用带宽的 10%。 

4.2.4 所需通信资源说明 

连接互联网后，文件威胁鉴定器可以实时从 360 的云服务器上下载最新的升级包，

达到实时更新的效果，为用户提供最准确、最实时、最全面的保护。为了能够在线升级，

建议将文件威胁鉴定器连接互联网，能够通过 80 端口访问 update.skyeye.360safe.com（当

然也需要 DNS 能解析 update.skyeye.360safe.com 域名）。支持最大并发连接数≥1,000,000。 



                                                                       

 

 360 企业安全集团        35 / 41    密级：XXXX  

 

 

4.2.5 实施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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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高级威胁检测方案实施拓扑图 

4.2.6 实施步骤说明 

配置前需要客户准备： 

1) 客户提供内 2 个内网 IP，用于内网网管 pc 远程登录设备，进行 ping 测试，确

保网管 PC到天眼设备可达。 

2) 客户提供设备网关地址。 

3) 将核心交换将内网到互联网出口流量及客户内网 DNS流量做镜像到天眼设备。 

4) 防 火 墙 放 开 天 眼 设 备 （ 传 感 器 和 文 件 威 胁 鉴 定 器 ） 到

update.skyeye.360safe.com 和 cloud.skyeye.360safe.com 的访问,ping 以上

两个网址确认 DNS可以解析。 

5) 机架至少预留 4U以上的空间，配置托盘，设备耗电量为传感器 550W、沙箱 550W。 

4.2.6.1 实施部署步骤 

1. 将传感器和文件威胁鉴定器设备序列号发送给 360 天眼团队，由相关负责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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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授权证书并将证书发给实施工程师 

2. 实施工程师将证书分别导入传感器和文件威胁鉴定器 

3. 用用户提供的三个内网 IP 分别为传感器和文件威胁鉴定器设置管理口 IP，用于

内网网管 pc 远程登录设备 

4. 分别为传感器和沙箱设置通信 IP，将传感器与文件威胁鉴定器进行连接，保证

通信顺利。 

5. 如可连接互联网更新，则分别为传感器与沙箱设置静态路由和 DNS 

6. 确保传感器监听接口为开启状态，无需配置 IP 地址，将镜像流量引入传感器监

听口 

7. 如果文件威胁鉴定器可连接互联网则采取自动升级功能从互联网上获取升级包，

如果文件威胁鉴定器不能连接互联网则采取离线方式获取升级包 

4.3 本地威胁发现方案实施部署 

4.3.1 本地威胁发现方案说明 

部署 360天眼系统本地威胁发现方案可以帮助用户及时有效的发现威胁，提升安全

管理人员的发现速度和效率，最大限度的降低用户受攻击后的损失。360 天眼实验室在

云端共搜集了 200PB 与安全相关的数据，涵盖了 DNS 解析记录、WHOIS 信息、样本信

息、文件行为日志等内容，并针对所有这些信息使用了机器学习、深度学习、重沙箱集

群、关联分析等分析手段，最终形成云端威胁情报，然后结合一个专家运营团队不断的

通过不同的攻击思路挖掘大量数据，将帮助用户缓解难题。 

在此方案中，对用户网络中的流量进行全量检测和记录，所有网络行为都将以标准

化的格式保存于天眼的数据平台，结合云端威胁情报与本地分析平台进行对接，为用户

提供了一条发现威胁崭新新通道。 

部署该方案后，可以为用户解决以下安问题： 

1. 检测发现传统防护手段漏过的未知威胁 

2. 对企业内的海量数据进行安全分析 

3. 对企业内已发现的问题进行攻击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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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所需设备说明 

1、天眼传感器 

硬件规格 TSS10000-S53（传感器） TSS10000-S56（传感器） 

基本配置 

操作系统 Linux Linux 

CPU Xeon E5 6核心 HT处理器 x1 Xeon E5 6核心 HT处理器 x2 

内存 32GB 64GB 

硬盘 1TB 1TB 

硬件状态监控 是 是 

冗余电源 否 否 

性能 

吞吐量     

最大并发连接 300万 600万 

可连接性 

监听端口 2电口+2光口 2电口+2万兆光口（自带多模光模块） 

管理端口 2电口 2电口 

命令行管理端

口 
RS-232 x 1 RS-232 x 1 

运行模式 

SPAN监听 是 是 

物理指标 

设备规格 2U机架服务器 2U机架服务器 

尺寸 高 88 mm；宽 432mm；深 690mm 高 88 mm；宽 432mm；深 690mm 

重量 小于 25Kg 小于 25Kg 

电源 AC 220V 550w AC 220V 550w 

工作温度 5℃～35℃ 5℃～35℃ 

工作湿度 35％ -80％相对湿度 35％ -80％相对湿度 

 

2、天眼分析平台 

硬件规格 TSS10000-A58（天眼分析平台） 

基本配置 

操作系统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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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Xeon E5 6核心 HT处理器 x2 

内存 256GB 

硬盘 300GB + 4TB*12 

硬件状态监控 是 

冗余电源 是 

性能 

数据存储速率   

存储空间 48TB 

可连接性 

管理端口 I350千兆电口 x 4 

命令行管理端口 RS-232 x 1 

运行模式 

SPAN   

物理指标 

设备规格 2U机架服务器 

尺寸 高 88 mm；宽 432mm；深 690mm 

重量 25Kg 

电源 AC 220V 550w 

工作环境 5℃～40℃ 

工作湿度 35％ -80％相对湿度 

 

4.3.3 所需带宽说明 

天眼传感器对网络中的镜像流量会进行解析和全量还原，按照指定的格式生成日志

传送至天眼分析平台或沙箱，还原后的文件会传送给沙箱。传感器生成的日志文件中对

于镜像流量中的文件仅保留文件名称、文件类型等文件属性，不保留文件内容，文件内

容由针对该文件生成的特定 MD5 标签代替。经此处理后，天眼传感器向天眼分析平台

传输日志时仅占用正常带宽的 3-4%。 

4.3.4 所需通信资源说明 

连接互联网后，分析平台可以实时从 360 的云服务器上下载最新的威胁情报信息，

达到实时更新的效果，为用户提供最准确、最实时、最全面的保护。为了能够在线升级，

建议将分析平台连接互联网，能够通过 80 端口访问 update.skyeye.360safe.com（当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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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DNS 能解析 update.skyeye.360safe.com 域名）。支持最大并发连接数≥1,000,000。 

4.3.5 实施拓扑图 

360云端
大数据平台

互联网
接入区

DMZ区 管理区

办公区A

核心交换

边界路由器

服务器区 办公区B

天眼威胁分析平台

天眼网络传感器

360天眼
威胁分析平台

天擎客户端

360天眼
网络传感器

主机行为
360天擎
客户端

威胁情报

流量日志

流量日志

 

图 22 本地威胁发现方案实施拓扑图 

4.3.6 实施步骤说明 

配置前需要客户准备： 

1) 客户提供内两个内网 IP，用于内网网管 pc 远程登录设备，进行 ping 测试，确

保网管 PC到天眼设备可达。 

2) 客户提供设备网关地址。 

3) 将核心交换将内网到互联网出口流量及客户内网 DNS流量做镜像到天眼设备。 

4) 防火墙放开天眼设备（传感器和分析平台）到 update.skyeye.360safe.com 和

cloud.skyeye.360safe.com的访问,ping以上两个网址确认 DNS可以解析。 

5) 机架至少预留 4U以上的空间，配置托盘，设备耗电量为分析平台 1100W(550*2),

传感器 550W。 



                                                                       

 

 360 企业安全集团        40 / 41    密级：XXXX  

 

 

4.3.6.1 实施部署步骤 

1. 将传感器和分析平台设备序列号发送给 360 天眼团队，由相关负责人生成授权

证书并将证书发给实施工程师 

2. 实施工程师将证书分别导入传感器和分析平台 

3. 用用户提供的三个内网 IP 分别为传感器和分析平台设置管理口 IP，用于内网网

管 pc 远程登录设备 

4. 分别为传感器和分析平台设置通信 IP，将传感器与分析平台进行连接，保证通

信顺利。 

5. 如可连接互联网更新，则分别为传感器和分析平台设置静态路由和 DNS 

6. 确保传感器监听接口为开启状态，无需配置 IP 地址，将镜像流量引入传感器监

听口 

7. 如果分析平台可连接互联网则采取自动升级功能从互联网上获取威胁情报，如

果分析平台不能连接互联网则采取离线方式获取威胁情报升级包 

5 产品优势与特点 

1、 首创使用互联网数据发掘 APT 攻击线索，提升企业对威胁看见的能力 

传统的 APT 防护技术专注于从企业客户自身流量和数据中通过沙箱或关联分析等

手段发现威胁。而由于企业网络防护系统缺少相关 APT 学习经验，而且攻击者的逃逸

水平也在不断的进步发展，本地设备会经常性的出现误报和漏报现象，经常需要人工的

二次分析进行筛选。而且由于 APT 攻击的复杂性和背景的特殊性，仅依赖于单一企业

的数据经常无法有效的发现 APT 攻击背景，难以做到真正的追踪溯源。而天眼则创新

性的从互联网数据进行发掘和分析，由于任何攻击线索都会有相关联的其他信息被互联

网数据捕捉到，所以从互联网进行挖掘可极大提升未知威胁和 APT 攻击的检出效率，

而且由于数据的覆盖面更大，可以做到攻击的更精准溯源。 

2、 以威胁情报形式打通攻击定位、溯源与阻断多个工作环节，帮助企业从源头上

解决安全问题 

传统的防护体系在多台设备间进行联动往往需要通过特别开发的接口对一种或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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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别的告警或信息进行分发和通知，这种设计往往会制约多种不同设备或系统之间

的信息传递。同时由于对于消息接口缺乏一个系统化的规范化的描述，很难对复杂的攻

击行为进行准确定义。而天眼的一大创新点在于用威胁情报的形式对各种攻击中常出现

的特点和背景信息进行记录和传输，而威胁情报将通过统一的规范化格式将攻击中出现

的多种攻击特征进行标准化，可满足未来扩展攻击特征以及后续扩展联动设备的需要。 

3、 高效的快速搜索技术帮助企业提升数据查找的能力 

传统的安全方案中，对于企业本地数据的处理往往采用 mysql 等关系型数据库。这

种设计早已不能满足当前数据量的处理性能需要。天眼创新性的采用搜索引擎技术作为

本地数据存储和检索核心技术，采用 json 格式作为引擎的输入输出格式，这样可极大提

高检索性能，可以为企业提供 TB 级的数据快速搜索能力，同时相比传统架构也能够降

低大量接口上的开发量。天眼可为企业本地的大规模数据保存、攻击证据留存和查询、

实时关联分析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 

4、 基于大数据挖掘分析的恶意代码智能检测技术，提升了客户检测恶意代码的能

力 

天眼采用了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算法，针对海量程序样本进行自动化分析，有效解

决了大部分未知恶意程序的发现问题。由于传统杀毒技术严重依赖于样本获得能力和病

毒分析师的能力，基本只能处理已知问题，不能对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防范，具有严重

的滞后性和局限性。本技术对海量样本进行挖掘，能够找到恶意软件的内在规律，能对

未来相当长时期的恶意软件技术做出前瞻性预测，实现不更新即可识别大量新型恶意软

件，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 

5、 基于轻量级沙箱的未知漏洞攻击检测技术，提升了客户检测未知漏洞的能力 

现有的传统安全防护措施大多数使用基于签名（Signature）的机制对已知威胁进行

检测和防护，而天眼的基于轻量级沙箱的未知漏洞攻击检测引擎是针对传统基于签名的

局限性提出的解决方案，可以检测和发现主流客户端应用程序（IE/Office/AdobeReader）

的可疑威胁为目标，能对客户端应用中已知漏洞和未知 0day漏洞的攻击利用进行检测。 

6、 专业的专家运营团队，全天候为企业保驾护航 

为了推进自动化分析技术的发展，并对未知威胁做最终定性和跟踪，360 长时间维

持了一个近百人的庞大安全分析团队，该团队技术能力覆盖了操作系统、逆向、漏洞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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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渗透等安全的各个技术领域，该团队成员的经验为云端分析系统的运行提供了宝贵

输入，并支持了国内多次重大 APT 事件的深度挖掘和定位。360 的安全专家团队可为企

业提供及时有效的安全服务，帮助企业保护自身网络的安全，减少企业遭受攻击时收到

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