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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 对多个垂直领域有革命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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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以上的IoT企
业并没有从产品中
赚到钱

• 全球500来家通信
服务提供商中只有
31家提供IoT方案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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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硬件标准化不足
安全漏洞修复困难
攻击面广
缺钱
…



IoT Security Challenges- A
perspective

Long IoT Device Lifetime
High effort to update devices in the field.

Outdated security mechanisms needed for legacy devices.

Encryption power decreases  
over lifetime!

à Cracking of encryption in 5-10 years  
possible!

Anti-Malware support seldom  
available for 10+ years

à Small quantities might not get any  
support!

Signaling Storms
There will be many IoT devices.

Normal IoT device signaling footprint will often be low.

Malware could increase  
device activity drastically
à Networks canoverload

à Batterydrain

Networks are not overprovisioned tocater  
for unexpected high loads

Roaming devices could jump  
between networks
à Affects visited network and roaming  

interfaces

When a network goes down or locks out  
devices, they seek for connectivity

Badly maintained IoT devices
How many users really care as long as it works?

Who updates traffic-light?
à Vulnerable devices can be hijacked by  

attackers

Nobody will care about it as long as the  
traffic flows, no accident happens,…

Garage-openers?
à Could be sending 1 mio SPAM mails per  

day since years?

Nobody will care to check as long as the door  
opens.

Security  
Challenge?!

Confidential



Ø 芯片/终端设备安全
Ø 通信管道安全
Ø 云安全、移动应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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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逆向

https://arstechnica.com/gaming/2017/07/mame-devs-are-cracking-open-arcade-chips-to-get-around-drm/

Decap



芯片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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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逆向分析

FIB：Focused Ion Beam
Circuit editing，make connection，
cut connection etc.

Decap->Photo->Netlist->Analysis->
Key/Algorithm



RTL (register-transfer level）
ASIC

https://www.microcontrollertips.com/a-look-at-the-computer-engineering-stack/



故障注入



Silicon/Chip Security

故障注入

激光注入
电磁脉冲注入
Power Glitch



Silicon/Chip Security

https://www.togawa.cs.waseda.ac.jp/English/research/app.html

电磁侧信道



Silicon/Chip Security

芯片内部接口的安全

、



Silicon/Chip Security

、

Application#1

ASIC(Crypto，AI，Graphics)

Application#2 Application#3

SOC

芯片内部接口的安全



Pipe/Communication Security

On Board Communication

UART





Security From Silicon to Cloud
从硅到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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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团队

Chris Risley ，CEO，连续创业
者，成功的卖掉了几家公司比如
DDOS防护和数据分析公司
Bob Baxley ，首席工程师，无
线方向，学术背景
Matthew Knight，安全研究员，
参加过Darpa的无线通信频谱协
调比赛，未进前三。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成立于2014年，在旧金山，是通
过软件定义无线电SDR为企业提
供对已知和未知的无线设备全面
的可视性。通过将SDR和机器学
习技术来相结合来感知、识别和
定位威胁。是目前支持IoT协议
最多的公司。

物联网设备的物理定位，并且与
其他安全系统（如监控摄像头）
联动，这种展示方式将安全问题
可视化，用户认知比较容易，
另外万物无线互联时代要实现设
备的发现和精确物理定位需要在
无线信号处理和射频硬件这些基
础研究上下功夫。

Bastille利用安装的传感器阵列（Sensor Arrays）来检测和定位采用Wifi、蓝牙、Zigbee、Zwave等各种无线通
信协议的设备，例如手机、笔记本、无线窃听器等，产品分为政府版和企业版，并且在数据中心、CXO工作场
所等有细分解决方案，但是目前核心功能还是设备发现和定位，例如窃听设备通过无线回传数据给窃听者。其
最新亮点技术是伪基站检测以及利用手机的蜂窝网（Cellular）信号来区别定位手机，这是其他类似产品没有的
功能，而且其演示视频可以看到他们在定位到未授权的设备进入受保护区域后还可以控制摄像头偏转来追踪目
标。用户感知会比较炫酷。

上传楼层平面图后可以进行设备实时定位
，运动轨迹回放等功能，用于取证



创始团队

Garry Drummond,连续创业者前
无线安全公司Airdefense（2001
年就开始做无线安全产品，后被
摩托罗拉，再后被Zebra收购）
团队成员发起成立，成功的卖掉
了自己的前几家安全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这家公司和Bastille一样成立于
2014年，专注于无线安全

通过安装在客户现场的传感器感知无线环境，识别各种IoT设备，将数据同步给SIEM等，支持检测无人机等无线
设备，并且还有设备安全配置主动测试功能。目前主打产品有AirDecoy™（无线蜜罐网络）、P25CleanRF（为
公安机关等使用的P25无线通信系统进行测试）、 AirShield（无线资产发现和管理系统）。AirShield和其他几
家无线设备管理方案的区别有两点，一是他们提供对公安机关的无线通信系统的测试，除了安全测试还有稳定
性测试，，另一点是他们的传感器数据可以通过蜂窝网络上传到其他系统进行进一步分析和利用



创始团队

Jianlin Zeng, May Wang, Xu 
Zou，毕业于中科院、清华等学
校后去美国留学的华人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一家有华人参与创办的专注于医
疗领域的物联网基础设施安全公
司，在美国MountainView

正如大家都在说的做安全需要放弃“银
弹”思维，这种思维在变化无穷的IoT
环境下尤其适用，我们不再能够像在
PC时代那样一个程序甚至一套解决方
案来解决所以设备的问题，多种多样的
设备联网后需要多种多样的，个性化的
安全解决方案，Zingbox针对医疗领域
深耕的思路值得学习

Zingbox提供的产品有设备发现、设备识别、设备分类、设备威胁检测、网络行为分析等功能，据在RSA现场沟
表明Zingbox主要集中在对联网的医疗设备进行安全防护，对客户的网络流量进行分析，自动发现网络上的各种
设备，对对设备进行分类，利用对应的设备特征来对设备的行为进行判断。

设备类型：X光机

设备详细信息

设备行为分析：通信协议，通信数据，内部连接信息，安全系数…





创始团队

Nadir Izrael, Tomer Schwartz, 
Yevgeny Dibrov
创始人有以色列军队、谷歌等公
司或组织从业经历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Armis Security成立于2015年，
在美国Palo Alto，他们提供
Agentless（无需在设备里装任
何程序）的IoT安全解决方案，
利用现有的IT基础设施来实现
IoT设备的发现、定位、管理、
入侵检测。

解决安全问题从用户角度来说最
好的方案具有几个特点：容易部
署、对现有基础设施改动小、能
够与已有的安全产品良好的“耦
合”，Armis的产品满足这几点
要求

终
端

基
础
设
施

服
务

设备信息库

威胁分析引擎

未接入网络的设备接入网络但是未被管理的设备

Arims利用了Cisco和Aruba（惠普）的无线热点硬件支持Wifi、Zigbee和蓝牙的特点来实现物联网设备的管理，
Wifi、蓝牙、Zigbee这几种协议目前覆盖了绝大部分常见的IoT设备。具体实现就是对这些设备收集到的IoT设备
流量进行分析，配合积累的各种设备的行为模型来检测到威胁，然后与已有IT设备管理系统如SIEM等联动来实
现动态网络策略更新，实现防御目的。
下图是Armis产品部署拓扑图，红框部分为Armis的系统，值得注意的是Armis能够对未接入网络的无线设备进行
管理，这是传统的资产管理系统做不到的。
同360天巡的区别有几点：1、Armis可以和其他安全管理系统联动实现动态策略更新。2、Armis可以检测到
Zigbee和蓝牙这些IoT常见的通信协议。3、Armis采用了机器学习和设备模型库来进行设备的威胁检测，天巡目
前只是设备发现、常见攻击行为检测和黑白名单管制。



追踪分析针对多个型号设备的0-day攻击

基于多维数据关联分析

基于全网超过2亿+固件单文件样本库

FirmwareTotal
固件成分、行为分析大数据



04 结论

04









参考资料

1、RSAC，Trends and Best Practices in IoT Security, Srinivas Bhattiprolu, CISM, CCSP
Senior Director-Solutions and Services，Nokia Software
2、DEFCAMP Secure them all—From Silicon to the Cloud ，JUN LI，https://def.camp/speaker/jun-li/

https://def.camp/speaker/jun-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