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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由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 IT 补丁修复流程不能足够快地修补漏洞，因此安全主管正在打破僵局，
转为使用虚拟补丁修复来保护服务器和桌面免受新的网络威胁。虚拟补丁修复提供了一种行之有
效的策略，可在漏洞公布的几小时内提供及时的防护，比传统的补丁修复提前了几周甚至几个月。
此外，利用虚拟补丁修复策略，安全主管还可通过减少补丁修复和软件维护频率来实现显著的成
本节省。
与漏洞攻击速度相比，应用永久软件补丁和升级程序的传统方式费时费力且对应用程序具有很强
的入侵性。在漏洞公布后，攻击在一天之后就会遍地开花；自动攻击带来的大多数损害发生在消
息发布后的前 15 天内，而 80% 的攻击出现在 60 天内。即使专注于维护合规的服务器和桌面配
置，普通组织仍需 30 多天才能修复标准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而修复复杂的业务应用程序则需
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
虚拟补丁修复使用基于主机的过滤器来检测和清理网络流量，在恶意软件危及易受攻击的目标之

前，在不中断应用程序和业务运营的情况下，高效地修正或阻止有可能会攻击漏洞的应用程序输
入流。Ogren Group 调查发现，将虚拟补丁修复整合到漏洞管理流程的组织可以实现显著的成本
节省：







通过快速消除服务器和桌面中的关键漏洞，有效避免泄露事件发生。虚拟补丁修复可在漏
洞公布的几小时内快速提供及时保护，防止已知漏洞受到攻击。
可以根据 IT 时间表有序进行补丁程序维护。安全团队以受控方式调查、测试和部署传统
的补丁程序，减少令人忧虑的补丁事件的发生率。IT 可以通过延长标准补丁修复周期之间
的间隔来节省资源。
通过延长旧有系统的寿命来推迟升级成本。许多组织都有不再具有补丁程序或升级支持的
旧有应用程序或操作系统。虚拟补丁修复可让 IT 延长旧有应用程序的寿命，从而推迟重
新设计或升级的成本。
为虚拟化环境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安全性。组织正在采用虚拟化应用程序，以实现行之有
效的成本节省并提高安全性。驻留在服务器上或各虚拟机内的虚拟补丁修复可保护虚拟化
环境免受虚拟机创建后发现的漏洞攻击。

本专题报告受趋势科技委托完成，主要强调了趋势科技服务器深度安全防护系统和防毒墙网络
版产品中基于主机的虚拟补丁修复带来的安全性和运营成本节省。本报告中的信息来自 Ogren
Group 对全球组织企业安全官的调查和访谈。

虚拟补丁修复
虚拟补丁修复是一种基于主机的安全功能，可在通过补丁管理和软件维护等程序应用永久修正之
前，保护应用程序和端点免受漏洞威胁。其工作原理不是修改可执行程序（结果会造成质量保证
和软件资产管理方面的复杂性），而是针对网络流，检测入站流量并保护应用程序免受攻击，尽
管尚未对漏洞进行永久补丁修复。虚拟补丁修复增强了组织的补丁修复流程，从而大大减轻了整
个补丁修复流程的工作负荷：






无需更改应用程序或桌面环境，即可在网络数据路径中轻松应用。虚拟补丁修复不需要修
改应用程序或操作系统，从而减轻了测试和部署补丁程序以及有时从不良补丁程序进行恢
复的开销负担。
减少使用网络防火墙和路由器规则来避免补丁修复的诱因。许多安全团队都很注意调整防
火墙或路由器规则，以避免应用软件补丁程序，这可能会不必要地阻止流向其他应用程序
的合法流量，并可能导致网络中出现不良的维护副作用。
维持生产应用程序以实现更佳的运行时间和 SLA 性能。通过虚拟补丁修复，无需预设非
工作时间的停机，即可保护关键应用程序免受漏洞威胁。

虚拟补丁修复可加快补丁修复时间，使关键应用程序和端点始终保持合规性。安全和 IT 团队需要
更短的软件补丁修复周期和更少的软件维护修复工作来降低运营成本。此外，对于由于较高的工
程成本或长期停机风险而使补丁修复失去吸引力的旧有应用程序来说，虚拟补丁修复是唯一实用
的防护方法。

对新漏洞快速做出反应
安全领域最令入注目和使用最广泛的指标之一是从供应商公布漏洞到 IT 在受影响的系统中部署补
丁程序所经过的时间。尽管安全团队无法控制攻击何时通过网络到达，但 IT 可以控制攻击者攻击
公司基础架构内未经补丁修复的漏洞所需要的时间。在许多情况下，调查、测试和将补丁程序部
署到操作系统可能需要 30 天或更多时间，对于应用程序来说，通常需要更久。虚拟补丁修复可
在几天内（通常是在几小时内）自动提供补丁程序，从而缩短服务器和桌面暴露于漏洞威胁的时
间。虚拟补丁修复所带来的成本节省可以由企业安全团队来证明：





降低因为受攻击的漏洞而需要公开披露管制数据丢失的风险。由于漏洞暴露情况得以快速
缓解，因此丢失管制数据的风险以及由此导致的成本高昂的公开披露费用大大降低。
减少临时紧急补丁修复或软件修正的需求。虚拟补丁修复为 IT 以有序方式安排永久补丁
修复和软件修正争取了时间。减少了在紧急应用高优先级补丁程序或快速工程修正源代码
上花费的资源。
服务水平协议和应用程序运行时间均得以增强。虚拟补丁修复无需应用程序停机即可对漏
洞进行补丁修复，从而可以自动保护应用程序和桌面环境的安全。

延长旧有应用程序和平台的寿命
许多组织都有一些关键业务应用程序在不再具有操作系统供应商支持或被视为太脆弱而无法进行
补丁修复的操作系统平台上执行。由于种种原因（例如，未从工程角度优先考虑较新的创收应用
程序、应用程序长期停机的风险，或之前已付费的应用程序重建成本过高），旧有应用程序可能
无法轻易升级到较新的操作系统版本。虚拟补丁修复为 IT 提供了一种替代选择，通过为业务减少
合规性、安全性和运营成本问题，延长旧有操作系统平台上应用程序的寿命。






虚拟补丁修复可消除对旧有操作系统的高昂支持合同的需要。例如，Windows 2000 的支
持合同起价为每季度 $50,000，而 Oracle 为 Solaris 8 制定了按补丁付费的计划。
推迟应用程序更换投资。虚拟补丁修复可以延长不受支持操作系统上的应用程序的寿命，
从而推迟对服务器、操作系统使用授权和应用程序软件升级的新投资。
IT 可以通过定制虚拟补丁程序，保护内部开发的应用程序。与重新设计应用程序软件相比，
在网络数据流中部署虚拟补丁程序更加容易。虚拟补丁修复可让组织通过为旧有应用程序
应用定制开发的虚拟补丁程序来节省工程费用。
虚拟补丁修复可能是旧有应用程序漏洞防护的唯一实用方式。旧有应用程序或生产系统
（例如，基于 Oracle 数据库的应用程序或系统）可能对入侵性软件补丁程序太过敏感，
但可以通过虚拟补丁修复进一步进行保护，以免受到攻击。

趋势科技虚拟补丁修复
趋势科技针对服务器和最终用户端点推出的旗舰安全解决方案分别是趋势科技服务器深度安全防
护系统和防毒墙网络版，可在企业网络内提供及时的虚拟补丁修复。趋势科技的虚拟补丁修复解
决方案可在整个补丁修复流程中（从通知可用补丁程序、识别受影响的应用程序，到最大程度地
减少需要应用虚拟补丁程序的点）为 IT 人员节省时间和精力：





整合了有关已公布漏洞和可用虚拟补丁程序的通知。趋势科技虚拟补丁修复利用与主要基础
架构软件供应商和行业组织（例如 CERT、SANS、Bugtraq、VulnWatch、PacketStorm
和 Securiteam）的关系，使安全团队不断收到漏洞防护和补丁程序可用性的通知。
自动发现应用程序和漏洞。趋势科技虚拟补丁修复会检测到应用程序的存在，并评估应用
程序是否存在漏洞，以便为 IT 提供优先级不同的建议。
一个虚拟补丁修复实例可以保护多台虚拟机。对于虚拟化数据中心应用程序，作为一台虚
拟设备部署的趋势科技虚拟补丁修复通过自动保护服务器上所有虚拟机的应用程序漏洞，
为 IT 人员节省时间和精力。或者，虚拟补丁修复可在每台虚拟机上单独执行和管理。

趋势科技为组织提供了适用于服务器和端点的完整虚拟补丁修复覆盖范围，作为趋势科技服务器
深度安全防护系统产品内的一个模块，以及防毒墙网络版端点保护产品的一个入侵防御防火墙插
件。这样，企业安全团队便能通过一致的管理和报告界面，将虚拟补丁修复部署到组织内的服务
器和桌面。

趋势科技服务器深度安全防护系统通过一个集中管理的解决方案，为在独立、虚拟和基于云的环
境中运行的系统提供基于软件的集成安全，该解决方案包括：






深度数据包检查（IDS/IPS、Web 应用程序保护和应用程序控制）
防恶意软件
双向状态防火墙
完整性监控
日志检查

企业环境中的防毒墙网络版用户可通过入侵防御防火墙插件获得虚拟补丁修复的优势，证明了
一个易于管理的解决方案应具有以下特性：







针对操作系统和某些常见应用程序的虚拟补丁修复
可接受使用安全策略，可阻止来自特定应用程序（例如，来自社交媒体站点）的流量
针对远程和移动企业端点的防火墙防护
从网络流量中移除受感染的数据
根据端点的位置自动调整安全配置
集中管理和报告

Ogren Group 调查还发现，组织不仅将趋势科技的虚拟补丁修复集成到安全流程中，而且这些安
全流程还在不断发展，以利用虚拟补丁修复带来的成本节省优势。对 IT 来说，虚拟补丁修复的成
熟以及有效的成本节省可让安全团队使用重要的增强功能为业务提供保护，包括：






与漏洞管理流程集成，以实现自动化防护。自动化是降低合规服务器和桌面维护成本的关
键。趋势科技已将虚拟补丁修复与领先的漏洞管理供应商集成，以实现服务器和桌面发现、
评估和防护的自动化。
与虚拟化流程集成，以高效保护虚拟化应用程序和虚拟桌面基础架构。大型企业已部署趋
势科技的创新方法，即在一台同时包含虚拟补丁修复软件的服务器上利用一个防恶意软件
虚拟设备。趋势科技的虚拟设备不需要将代理捆绑到各台虚拟机，从而可以增强性能，保
持虚拟机的密度，并自动保护无法以其他方式轻松进行补丁修复的虚拟机。
与基于云的安全系统集成，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保护服务器和桌面。趋势科技利用其云
安全智能防护网络，将最新的虚拟补丁程序高效馈送到趋势科技服务器深度安全防护系统
和防毒墙网络版。

结论和建议
为了降低运营成本，高效满足合规性要求，并灵活地为企业提供新服务，IT 组织正在不断发展其
基础架构。Ogren Group 相信，趋势科技的趋势科技服务器深度安全防护系统和防毒墙网络版所
提供的虚拟补丁修复是经过检验的能够大幅节省成本的杰出范例，带来了显著的安全优势：





反应快速，可缓解关键服务器和桌面暴露于新漏洞威胁的情况。虚拟补丁修复可及时提供
漏洞防护，而无需进行应用程序修改，从而缩短了测试和部署关键补丁程序所需的时间。
可以根据 IT 时间表有序进行补丁程序维护（降低了维护频率）。安全团队以受控方式调
查、测试和部署传统的补丁程序，减少了补丁程序部署周期。
延长旧有应用程序的寿命。虚拟补丁修复可移除较旧操作系统（例如 Windows 2000 和
Solaris 8）上已付费应用程序中的漏洞，从而避免费用高昂的支持合同。
减少与紧急补丁修复和软件修复操作相关的业务中断及相应成本。趋势科技自动提供的虚
拟补丁修复可让 IT 按照计划的工作日程表对高优先级的漏洞进行补丁修复和软件修正。

Ogren Group 建议企业利用虚拟补丁修复所带来的成本节省优势。尤其是，虚拟补丁修复服务可
为 IT 节省时间和金钱，同时还可增强数据中心应用程序的安全性。Ogren Group 相信，对于需
要更快进行漏洞防护和补丁修复以确保业务安全性和合规性的安全团队来说，趋势科技通过趋势
科技服务器深度安全防护系统和防毒墙网络版代理提供的虚拟补丁修复应在其决选名单中。

虚拟补丁修复成本节省工作表
利用虚拟补丁修复可降低安全风险，同时降低运营成本。根据所选策略不同，各组织的预期成本
节省也会有所不同。此工作表可帮助您逐条列举组织使用虚拟补丁修复可节省的成本。
优化补丁修复流程的运营效率
虚拟补丁修复安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业务免受恶意代码及管制数据和知识产权遭窃的威胁。虚拟补
丁修复过滤器可在几小时内部署完成，从而可在应用永久补丁程序或软件修复之前保护应用程序。
$______

降低紧急带外补丁修复的年度成本

$______

降低紧急软件修复的年度成本

$______

降低标准补丁修复周期的频率

$______

增加应用程序运行时间所带来的
成本节省

$______

降低发生泄露事件的风险

考虑到 IT 劳动力的成本增加，将测试和应用
补丁程序所需的时间也计算在内。
对于某些应用程序，这包括外包费用或内部
计费。
通过虚拟补丁修复提供的防护，您可以延长
标准补丁修复周期之间的间隔，从而使 IT 人
员有更多时间专注于其他活动，并减少停机
时间。
通过虚拟补丁修复，应用程序可以一直保持运
行状态，从而增加运行时间，进而提高收入或
改进 SLA。
缩短漏洞暴露时间，从而降低管制数据丢失几
率并防止发生泄露事件。

$______

降低补丁程序还原的成本

$______

降低发现可用补丁程序的成本

$______

节省补丁程序适用性调查工作

$______

保护“不可触碰的”应用程序

补丁程序对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具有入侵性。
补丁程序破坏了生产环境下的系统而不得不移
除的情况并不少见。
趋势科技服务器深度安全防护系统虚拟补丁修
复会自动监控供应商公告和漏洞来源（包括
CERT、SANS、Bugtraq 和 VulnWatch），
为 IT 提供补丁程序的全面通知。
趋势科技服务器深度安全防护系统虚拟补丁修
复会自动识别应用程序及其补丁程序级别。而
且，虚拟补丁修复还可减少在防火墙和路由器
规则中部署补丁程序应急措施的诱因。
由于停机成本或风险原因，应用程序可能被视
为不能进行补丁修复，例如 Oracle 数据库服
务器。

延长旧有平台和应用程序的寿命
旧有应用程序（特别是在 Windows 2000、Oracle 10.1、Red Hat 3 和 Solaris 8 操作系统上运行
的应用程序）保持合规性的成本非常高。虚拟补丁修复可通过延长其使用寿命来提高旧有应用程
序的投资回报。
$______

降低旧有平台支持合同的年度成本

$______

降低迁移旧有应用程序的成本

$______

降低旧有应用程序的持续工程费用

供应商可能按补丁程序收费，或对支持停用软
件要求费用补偿。
延长应用程序的寿命可以推迟在服务器、平台
软件和应用程序工程上的投资。
通过虚拟补丁修复，应用程序可以一直保持运
行状态，从而使 IT 可以推迟永久软件修正。

虚拟数据中心、虚拟桌面基础架构以及保护面向云的应用程序系统等 IT 举措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决策，可以带来长期的成本节省优势。趋势科技服务器深度安全防护系统和防毒墙网络版虚拟补
丁修复可及时快速地抑制新漏洞的暴露，并延长旧有应用程序的寿命，从而带来直接的成本节省。
此工作表将帮助 IT 分析虚拟补丁修复为其组织带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