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neDNS 互联网安全接入服务是微步在线提供的

具备安全防护能力的 DNS 递归解析服务，该服务

可以保护任何一台终端、任何一个办公职场均可安

全地接入到互联网，有效防护：恶意软件、勒索

病毒、APT 攻击、钓鱼链接、非法站点。

产品概述：

OneDNS - 互联网安全接入服务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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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无需任何硬件 全面威胁防护 多职场统一管控

覆盖漫游终端 灵活定义策略 稳定、高效的 DNS 解析

分钟级配置即可完成上线 全面防护恶意软件、勒索病毒、

APT 攻击、钓鱼链接、非法站点等

一个账号管控多个职场安全，让分支机构

借力专业威胁情报能力实现高级威胁防护

保证员工设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都能安全地接入互联网

轻松为多设备、多分支快速应用安

全管控规则

覆盖全国的加速网络、长达 7 年的 100%

稳定运行，无感知故障切换技术



防火墙 防毒墙

传统网关设备缺失对企业安全威胁的防护能力

上网行为管理侧重管理员工行为，对流量进行整形，无法有效应对企业日益

增加的恶意软件、勒索病毒和 APT 攻击。

防火墙侧重网络管理，对威胁的防护特别是办公网被控主机的恶意流量发现

与防护能力有限。

防毒墙主要针对网络流量中的病毒木马进行防护，且受限于传统签名技术，

无法有效发现越来越多的变种与新兴的网络攻击，威胁防护能力有限。

分支机构统一管控难、成本高

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安全建设投入相对总部较为落后，但随着信息化的推进，

各分支员工需接入到企业内网，或访问重要内部系统开展相应的业务工作。

分支员工的办公安全也极大影响着企业的整体安全态势，受攻击的员工设备

无论是在总部还是分支，均有可能在内网进行大量传播或者成为跳板攻击内

部系统或窃取重要资产。

如果按照总部标准为分支配置响应的安全设备，一方面初期投入大，另一方

面运维、运营的成本较高，而在真实的安全运营工作中，分支机构由于异地

的原因，在快速的响应和处置上也存在较大的难度，导致分支安全管控难以

开展。

远程办公缺乏安全防护手段

解决的客户痛点：

1

2

3

总部
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

远程办公成为当前主要的工作方式之一，而这部分员工设备接入的公共网络

或者家庭网络往往缺乏有效的网络保护，大量的恶意软件、钓鱼链接乘机而入。

中招的远程办公设备一旦通过 VPN 接入内网或者带入到办公室，将会给企业

带来巨大的威胁。传统杀毒软件在新型威胁覆盖率有限，且无法有效应对新

型的攻击与恶意软件变种。

企业在寻找更轻量的解决方案，为这部分远程办公设备有效防护威胁，保证

无论在家庭、酒店、高铁、咖啡厅，均能接入提供安全防护能力，防范威胁

事件的爆发。



威胁拦截功能

基于微步在线专业威胁情报数据，可识别全球所有的恶意软件远控地址、钓鱼地址和矿池地址，并识别关联

的恶意软件、攻击团伙、严重级别等信息。OneDNS 实时从微步在线云端同步威胁情报数据，来对威胁提供

实时拦截能力。企业内一旦有对应的恶意软件运行，则 OneDNS 将会阻断这些恶意软件与远控端的通信，有

效降低恶意软件的风险，包括阻止恶意软件进一步运行、阻止下载其他恶意模块如内网渗透模块、挖矿模块等。

上网行为分类拦截

基于微步在线安全云的大数据捕获能力与域名分类能力，可准确捕获全球任意一个新增域名，并准确识别其

对应网站分类，目前识别超过 80 种分类，包括非常多的敏感类别如：色情暴力、违法内容、赌博、文件共享、

游戏、广告等。用户可自主选择是否拦截这些类别的站点。

内部威胁主机定位

通过 OneDNS 拦截恶意软件的通信之后，安全团队如果需要进一步定位内部机器并进行分析、溯源和清理工作，

可使用内部威胁主机定位工具 - 虚拟转发器（简称 VA）来实现内网机器的定位。该工具可作为 DNS 服务器

插件的方式安装，或者独立安装并接入 DNS 日志或者旁路流量。

动态 IP 接入

对于出口为动态 IP 的机构或者分支单位，可使用动态 IP 接入功能，保证这部分机构可稳定、持续使用

OneDNS 的拦截能力。

漫游终端接入

为远程办公的设备提供一键安装的轻量工具，无论切换到什么网络，均可自动调整系统 DNS 配置保证可接入

OneDNS 防护体系。该工具支持 Windows、Mac 等多种操作系统。

本地态势感知平台对接 API

提供 API 能力与本地的日志平台、态感平台进行对接，输出 OneDNS 全量防护数据。

职场与策略管理

为管理多职场，OneDNS 提供职场管理能力，可为职场配置出口、管理员、用户、漫游终端，并为各职场灵

活配置防护策略。一键配置，毫秒级生效。

亮点功能：



客户痛点

某机构总部超过 2000 人的办

公职场，已实施下一代防火

墙、上网行为管理、终端杀

软等多种安全防护措施，但

依然无法有效防范频频出现

的勒索病毒、挖矿木马。

安全团队将总部多台 DNS 服务器配置指向 OneDNS。

实施方案：

OneDNS 通过持续防护能力，为该企业拦截了超过 20 种以上的恶意软件通信，

其中包括新型的勒索软件。为安全团队进行处置、清理这些员工被控设备预留了

大量的时间。

实施效果：

典型案例与场景：

OneDNS接入方式：

WWW WWW

DNS服务器

WWW

DHCP下发DNS配置1 2

防火墙、上网行为管理：DNS代理配置

漫游终端 Agent

远程办公终端

3 4

解决方案

总部办公网威胁防护

方式1

在内部DNS服务器上配
置转发器，将DNS请求
转发到OneDNS

方式2

在DHCP服务器上配置
OneDNS的DNS服务器
地址，下发DNS配置到
每一台终端

方式3

在具备DNS代理功能的防
火墙或上网行为管理设
备，配置OneDNS作为目
标DNS

方式4

远程办公的漫游终端安装
OneDNS Agent，自动配
置 OneDNS



解决方案

客户痛点

客户痛点

客户痛点

营业部的安全管控是该金融单

位的一大痛点，为开展业务员

工需要接入互联网，但是不安

全的网络引入了大量的风险，

一方面影响这部分员工正常开

展业务，另一方面带来潜在的

重要数据被窃、攻击内部系统

的风险。

统一管理营业部员工的上网行为，保障业务正常开展的同时，防护各类恶意软件。

总部安全管理员工作得到了极大的简化，只需登录 OneDNS 统一控制台即可了解各

营业部的安全防护现状，仅在高危恶意软件出现时才进行远程清理和处置。

为营业部员工设备安装漫游终端工具，并为营业部配置威胁拦截和部分非法网站的访

问。

解决方案

某金融机构各营业部统一安全管控

该集团公司总公司在国内各区

域有职场，每个区域存在多个

职场，且包含多个分子公司。

目前已经建设终端防护、态势

感知等多种能力，但是分支和

分子公司无法配备态势感知探

针，终端防护的覆盖度和能力

有待提升。

员工一旦接入企业内网，即可有效防护各类安全威胁，无论是在总部还是在分支。统

一定制了自定义策略，对一些广告插件的恶意域名进行拦截。同时与本地态感平台对接，

通过 API 获取 OneDNS 的拦截数据同步到本地态感平台的。同时，对态感平台发现的

其他恶意域名，通过调用 API 自动添加拦截名单，实现实时的拦截效果。

一期接入总公司多个职场超过30个出口的DNS，二期拟推动全国所有分、子公司接入。

解决方案

某大型集团统一安全防护

该大型银行，在疫情期间，数

千员工需要远程办公，这些员

工将会通过 VPN 接入内网开

展工作，如何有效防范这些员

工机器中招而导致的攻击内网

或者窃取内部重要数据的行

为，成为疫情远程办公的重要

挑战。

在疫情远程办公期间，发现超过 10 起威胁事件，涉及防护的终端超过 30 台。保证了

远程办公终端的安全，同时为全国各地员工高效接入互联网提供了更好的 DNS 解析

能力。

在全员近 10000 人的设备上安装漫游终端工具，并在员工接入 VPN 时会检查是否

安装漫游终端工具，对未安装工具的设备不允许接入内网。

疫情期间全员安全接入 VPN

实施方案：

实施效果：

实施方案：

实施效果：

实施方案：

实施效果：



企业基础版

实时同步微步在线威胁情报云 
精准全面拦截威胁

企业高级版

实时同步微步在线威胁情报云 
精准全面拦截威胁

自定义域名拦截

威胁拦截

欢迎垂询 欢迎垂询价格

自定义网站分类拦截

产品规格：

自定义URL拦截

自定义拦截页面提示
或跳转到指定的网址

定位内网失陷资产

漫游终端接入

同步日志至SIEM / 
SOC

通过API配置和查询
数据

集成第三方情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