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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is Active
Protection
在日益变化的威胁环境中确保数据
持续的稳定性
在2015年，网络罪犯利用勒索软件从受害

Windows阻止程序（通过弹出的窗口阻止

者手中诈取5000万美元。到了2016年底，

操作系统或者浏览器）和加密勒索软件，

根据FBI的预估，勒索软件罪犯的获利已高

而这种类型也包含了某些木马下载程序，

达10亿美元。网络罪犯也正不断的在网络

也就是说它们感染计算机更倾向于下载加

上散布感染，以为害更广泛的消费者和企

密勒索。当下，加密勒索多数被认为等同

业机构。

于勒索。

什么是勒索软件？

从下列的图表中，你可以看到勒索软件日

勒索软件是一种恶意软件，一旦感染设

益增长的趋势，防恶意行业，包括FBI和类

备，设备及存储在设备上的所有信息的访

似的机构，都认为威胁在不断地增加，尤

问就会被阻止。为了解锁设备或者设备上

其是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

的信息访问，用户需要支付赎金，而赎金

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是一种新
一代的数据保护技术，提供：

•

实时的备份保护，防止勒索软
件攻击Windows平台，恢复文
件的版本没有时间的间隔。所
以，你不会丢失任何数据。

•

此技术在将来会不断的提高以
应对新的威胁。

•

它是完全透明、用户友好且完
全自动化的操作。

通常是电子货币的形式。这种类型的勒索
正如所见，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是针对当下勒索病毒及将来变
种的更加高级的数据保护技术。

软件主要分为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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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卡巴斯基实验室近期报告
(https://securelist.com/ﬁles/2016/06/KSN_Report_Ransomware_2014-2016_ﬁnal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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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赛门铁克近期报告
(https://www.symantec.com/content/dam/symantec/docs/reports/istr-21-2016-en.pdf)

Acronis Active
Protecion : 一 个 可
有效防护勒索病毒
攻击的技术
Acronis Active Protecion技术是
一个针对Windows操作系统的
高级技术。安克诺斯计划以同
样的方式将该技术拓展到
Android和其他潜在的移动和台
式操作系统中。然而，安全行
业看到的大多数的攻击都是在
Windows计算机，因为
Windows计算机的传播更加广
泛，且Windows系统攻击历史
已久，这就意味着网络罪犯只
需少量的调查和投入就可创造
出可以勒索的恶意软件。

我们都知道对于勒索病毒，采取防护措施

行为启发式伴有多个程序的白黑名单。为

越早，效果越佳。它应该在桌面端停止，

什么需要一个白名单检测呢？因为启发式

如果可以在勒索加密文件前就要阻止，所

能够检测最新的威胁，而与此同时，它们

以，了解威胁并且使用可以让安全团队及

根据经验或者行为结果进行操作，然后控

时应对勒索攻击，没有工作流和网络的中

制误报检测。这就是为什么Acronis Active

断发生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

Protection根据白黑名单可以检测任意可疑
程序的原因。当用户阻止潜在勒索软件的

安克诺斯解决方案就可以有效地阻止勒索
病毒的攻击。你可以将安克诺斯企业或者
个人版产品与其他防恶意软件配合使用。
启发式检测方式
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的技术核心在于
启发式的方法，这种方法常常在防恶意相
关领域听说过。启发式检测方法比签名方
式更加高级和现代化。签名只能检测一个
样本。而启发式可以检测多种甚至上百种
同属一个家族的样本（这些样本文件具有

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是一
项正在申请专利且非常稳定的
技术。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拓
展，让我们了解下此技术的工
作原理。

类似的行为或者活动模式）。我们所说的
行为启发式基本上是由一个程序引起的一
系列活动（精确来讲是文件系统事件），
然后与恶意行为模式数据库中一系列的事
件对比。

同时，就会被列入黑名单。之后，在重启
后，该恶意程序就不会启动。这点非常重
要，因为用户不必在重复阻止恶意软件的
过程。
网络罪犯破坏备份另一个方式就是攻击备
份产品本身。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
们实施了安克诺斯代理程序的自我保护功
能，允许只有安克诺斯软件可以修改备份
文件。我们也部署了一个强健的自我防御
机制，防御任意典型的攻击，让恶意分子
无法阻止安克诺斯软件运行或者修改备份
文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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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从Acronis cloud中恢复

勒索病毒感染
Windows计算机

勒索病毒启动
文件加密

5个文件连续
被加密

如果不受信任,
便会阻止并停止威胁

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在后台运行

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记录事件

安克诺斯启动
启发式机制

确认白名单/黑名单

此外，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还会
检测用户Windows计算机硬件驱动的
主引导记录，阻止任意非授权程序的
修改。

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适用于任
意文件吗？

让攻击不再大范围的传播。因为该技

是的，确实可以，但是，我们是通过

档快速恢复至最近的版本。想象一种

以下三个方面对数据进行积极持续性
地保护的：

术是实时运行的，可将最新加密的文
情形，当备份操作被安排在午夜进
行，但是在晚上11点，机器遭到勒索
软件的攻击。如果仅仅从一个在线备

1.阻止对任何文件的勒索攻击：

份中恢复，那么之前11个小时的工作

一般来说，利用之前的备份文件来恢

就会丢失。然而，如果使用带有

复损害的数据可以解决典型的勒索软

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的产品，通

件攻击问题。如果你有包含Acronis

过持续的过程监控，当恶意软件攻击

Active

时，你就不会丢失任何数据。

Protection的产品，就会轻松

避免勒索软件攻击的问题，而且可以
勒索软件攻击

说明

Acronis Active Protecion响应

原地覆盖

勒索软件就地开启并修改数据文件。

驱动通过启发式数据为服务提供文件访问通知，服务侦测到可疑
的副本写入时，会封锁恶意程序，并还原任何损坏的文件。

通过重新命名

勒索软件开启、重命名并修改数据文
件。

如上所述。

通过新增文件

勒索软件生成新文件、复制原始内
容、修改新文件、删除源文件。

如上所述。

主引导记录覆盖

勒索软件开启物理磁盘驱动、覆盖
MBR、系统重新启动、HDD/MFT在
重新启动（伪装chkdsk）后加密。

驱动程序通过RAW FS监视到MBR的WRITE/SCSI操作，并通知
服务，服务会验证程序并做出决定。

原地覆盖或重新命
名或新增文件以加
载已知的程序。

勒索软件就地开启并修改数据文件。

驱动程序向服务器提供加载尝试通知，服务指示驱动程序开始检
测程序，而不执行实时复制写入。如果发现可疑行为，可以指导
用户从云端中还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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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索病毒搜索并知道备份
文件，然后进行加密。

勒索病毒将攻击目标指向备份代理
以便访问云及损坏云端的备份文
件。

Acronis Active Protecion
阻止攻击

用户拒绝支付赎金，选择
厂商推荐的备份。

AAP自我防护功能激活。

2.阻止勒索软件攻击本地备份文件

本地备份或者云端备份中恢复，消除

这种情况，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

了恶意软件相关的威胁行为。

可以积极地监控所有的本地驱动，阻
止备份文件被勒索软件更改。
3.阻止云端备份被恶意软件攻击
存储在Acronis Cloud Storage中的文
件非常安全，可以防止恶意编码的直
接修改，因为它使用的是端对端的强
加密技术，并且只授权安克诺斯代理
软件才可以修改文件。

意软件，因为这就是网络犯罪份子的
目标所在。为了避免检测，他们研究
了大多数的防恶意软件，找出检测技
术或者程序架构中的弱点。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现在，传统
签名式检测已无效，但很多的免费杀

在勒索软件攻击后如何应对
让我们看下以下的表格；表格中说明
了恶意软件的恶意行为和相应的措
施。

毒软件包仍使用此方式。这也就是为
什么杀毒厂商一致建议做备份的原
因.。 但与此同时，一般所有的云备份
解决方案都可以应付简单的攻击——
针对本地计算机上的数据损坏，但

为什么优于防病毒和其他备份软件?
原因很简单：因为防病毒和其他的备
份产品都无法从恶意软件攻击后拯救
数据，因为他们不知道彼此之前如何
通信。采用传统方式的恶意软件防护
解决方案无法保护受影响的数据,因为
它不会将文件备份到云端同时，没有
能够监测恶意软件的备份软件。而通
过利用安克诺斯Active

防恶意软件会错过具有勒索行为的恶

Protection和

使用安克诺斯终端代理连接的Acronis
Cloud，原始数据可以从本地缓存、

是，却没有办法防止对备份解决方案
针对性的攻击。
Acronis Active Protecion可以预防
未来的威胁
为什么网络罪犯攻击备份？因为备份
会影响他们的业务或者收入。所以，
恶意份子已经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备
份，因为大多数的备份方案有云存
储，备份的攻击大多数情况下会失
败，因为恶意份子如果要攻击云端的

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tieten.cn

备份，就必须获取访问凭证，而目前
一般的勒索和恶意软件都不具备这些
功能。
然后，恶意分子会想：“怎样才能够攻
击云端的备份的？”显而易见，是通过
设备上的代理。从技术层面，有很多
方式可以将恶意代码注入到本地代理
从而破坏云端的数据。但是，现在唯
一可阻止当下及将来攻击的备份软
件，只有搭载Active

Protection的安

克诺斯产品可以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