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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

九個Metadata應用案例 :

如何運用Metadata進行以資料導向的決策

 

隨著網路基礎建設不斷擴展，亦即網路上充斥著多不勝數的資料–數量龐大、

種類繁多、成長快速–要識別流量的種類是善意或惡意之任務不僅所費不貲，

更因為訊號傳輸的訊號雜訊比甚高，以致於絕大多數資安工具都無法勝任，駭

客們意識到這點，他們非常瞭解要在這樣的環境下從事滲透而不被發覺，會是

多麼輕鬆愜意。

不幸的是，如今我們面臨的情勢極為艱困，我們擁有的時間和運算資源都太

少，很難迅速釐清所有必要的資訊以掌握來龍去脈，從而精準預測潛在的資安

威脅。這方面的任務不光只是抵禦來自網路外部的攻擊，在如此混淆不明的情

勢下，資安團隊也很容易忽略潛伏在於內部的駭客。

毫無疑問的，現今各種先進資安訊息與事件管理系統(SIEM)確實能派上用

場，這類實用的關連引擎能幫忙處理種類眾多的流量。然而在面臨巨量資料的

衝擊之下，SIEM也難以匯集足夠的運算資源來處理所有必要且類型迥異的資

料集，從而判斷所記錄或觀察到的系統事件是好或壞。

要釐清事件的來龍去脈，首先必須掌握某些資訊。舉例來說，對於有資安疑慮

的設備，掌握其IP網址是相當重要的；哪些使用者正登入到系統中?以及知道

哪些使用者曾經登入過？曾經瀏覽過哪些網站？曾使用過哪些內容傳遞網路

(CDN)？SSL傳輸開始後曾發出何種憑證？以及哪個單位簽發憑證等等各類資

訊，這些都是在進行干預之前必須完成的工作。 

SIEM必須花費寶貴的週期時間逐一拼湊與串起這類基本資訊，才能匯整出少

量且還不太有價值的資訊。當然長時間累積下來，終究還是能釐清這些訊息之

間的關連，從而產生一定的參考價值。

我們相信一定有、而且實際上也真的有更好的方法來取得這些不同種類的結

構化資料，並且 :

 • 帶著特定問題找出這些資料

 • 萃取出和問題有關係的資料 

 • 不必耗費任何運算週期就建立摘要記錄

 • 把數千筆整理過的摘要記錄傳送到SIEM

 • 之後–而且一定得在最後–執行運算週期來分析這些記錄 

它們名為Metadata。目前Gigamon為SIEM以及新一代使用者行為分析

(UBA)工具提供了寶貴的元素–也就是Metadata–不光是在找出關連性之

前，甚至在還沒分析之前就提供Metadata。

Gigamon 解決方案 : 

GigaSECURE 資安訊息派送平台

GigaSECURE®資安訊息派送平台能連結到實體與虛擬網路，其讓使用者能

100%看到每個傳送與接收到的流量數據封包，並設定系統傳送相關的網路流

量–以未取樣IPFIX記錄、URL/URI資訊、SIP要求資訊、HTTP回應代碼、

DNS查詢、或SSL憑證資訊等形式–送到SIEM(進行即時的狀況感測以及異

常狀況偵測)或收集設備(在事件之後進行快速的取證分析)。 

這些元素通常來自不同的來源，格式也各異，若能收集到這些訊息，通常也

必須在匯聚到如Splunk或Hadoop堆疊等安全匯流點之後重新組合。與其他

系統必須在每個點浪費運算週期來整理這些資料所不同的是，GigaSECURE

能將網路對話的特定部分歸納成單一Metadata記錄，以記錄的形態加以處理

後即時掌握情境，並減少耗用的磁碟空間或CPU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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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gamon的設備會將未取樣的NetFlow網路流量送到收集、儲存及SIEM設

備。透過其最新版的方案，若用戶目前使用NetFlow IPFIX，則Gigamon傳送

的訊息將不光只有流量方面的標準資訊。

 

在 RFC 7012 for IPFIX的規範中，企業能在IANA註冊私人SMI Network 

Management網路管理代碼。Gigamon的IANA SMI代碼為26866，

GigaSECURE可透過這個代碼傳送客製化樣板，並附帶許多訊息，包括URL

資訊、HTTP回傳碼、DNS查詢與回覆資訊、SSL憑證資訊以及其他

Metadata等等，連同流量記錄資訊，例如來源與目的地IP網址、交換資訊的

位元組總數、應用程式的通訊埠號等一起傳送。

Metadata 應用實例包括 :

 1. URL–找出惡意網站或非善意的行為–即使流量沒有經過代理伺服器

 2. URL–觀察沒有經過代理伺服器的內部應用程式流量

 3. URL–防範代理伺服器的效能與延遲問題

 4. URL–執行策略與適切的控制—甚至套用未知HTTP/S流量的偏好設定

 5. DNS–解決DNS遞迴查詢的問題，向DNS請求回覆正確的端點

 6. DNS–偵測出DNS Hijacking網域劫持以及Credential Harvesting

 騙取密碼攻擊

 7. DNS–偵測出Tunnels通道以及防止繞過資安控制機制

 8. HTTP–運用HTTP Return Codes來偵測網路上的惡意程式

 9. SSL– 運用SSL憑證資訊找出藏在加密流量中的惡意程式碼

使用案例一 (URL) :
發現惡意網站或惡意行為–即使

流量沒有經過代理伺服器

瞭解哪些使用者正連上網路，是建立必要情境感知能力的基礎，如此才能判

斷連線是善意或惡意。為此，標準的作法是建立分析代理日誌，以及判斷網

路上正常與異常行為。

傳統而言，組織會收集資訊以瞭解哪些人是使用者，目前他們使用哪些電

腦，以及他們屬於哪些部門。接著則會判斷哪些站點是惡意，或是不良行

為，像是員工瀏覽不宜的成人內容或和競爭對手接觸、或是花費太多時間瀏

覽和工作無關的網頁。 

然而當流量沒有經過代理伺服器就連至網際網路，上述作法就無法發揮作

用。舉例而言，連接網際網路的軟體本身沒有感知代理伺服器的功能、主機

位於遠端而且沒有設置代理伺服器、或組織因為效能不彰或會增加延遲的緣

故而決定不使用代理伺服器。

若沒有代理伺服器日誌，組織不僅不易存取URL，還可能錯過URI–兩者的

差別可能是及早知悉網路發生的狀況，並即時找出問題且加以修正，或者只

能在發生嚴重事件後才發現問題，但要採取行動則為時已晚。

資安訊息派送平台 : 關鍵元素

白皮書 : 九個Metadata應用案例 : 如何運用Metadata進行以資料導向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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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位新任經理剛加入一個機關行號時，發現自己部門的生產力顯著下

滑，部門主管前來質問出了什麼事，想知道哪方面出問題，但就算討論半天，

仍舊沒有得到讓人滿意的答案。如果員工接著不久整批離職，局面該如何收

拾?

組織還能利用哪些其他方法來掌握網路當前的狀況 ? 能否透過分析作業流程發

掘出現變動 ? 或發現管理者裝設新工具或移除舊工具? 若組織能觀察到網路上

這些事件，便能開始發掘事件的模式，並更快且更有效率地推測發生什麼事。 

其中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將龐大的資料變成可付諸行動的有用資訊。

假設組織有代理伺服器的日誌，就能配合其他非結構化資料進行分析(例如

AD目錄的DHCP要求、以美西時間記載的邀請、證件讀卡機資料 以及DNS

等)，如此便有機會掌握網路運作的狀況。

若組織擁有GigaSECURE，即使沒有代理伺服器流量，依然能精準發現各種

問題。 

當系統中存在非結構化資料，組織能查詢到特定訊息–從IP網址、使用者名

稱、URL位址、時間–找到每位使用者某一筆記錄，並取得更易於管理的視

覺化 “圖表”，瞭解某一段時間內的動態。

在每個工作日結束時，資訊安全長的工作不光只是攔阻進階持續性威脅(APT)

以及為國家防禦大規模攻擊以外，同時還得要留住人才，並防止他們做出不

適當的行為，像是將已被感染的隨身碟任意插入網域控制站，導致公司機密

檔案外洩，原因只是沒有人告訴他們不能這樣做。 

若組織有更多訊息來源，若即時警示他們所出現的狀況，他們就有更高的機

會在發生所費不貲的網路事件、甚至員工離職之前做出積極的改變。

使用案例二 (URL) :
掌握未經過代理伺服器的內部應用流量之狀態

使用各種內部應用的流量 ( 例如機場訂票自助櫃台機、銀行分行服務程式 ) 不

一定都會經過代理伺服器。再加上各種物聯網裝置日趨普及，想要以易於管

理的方式瞭解其連網的動態便更加困難–特別是並非每個住家或工廠都有代

理伺服器負責監視流出網路的流量，更遑論那些只在內部傳遞的流量。

另一項重要的使用案例，就是能觀察內部資安威脅。為何一部系統無法察覺

出內部工具忽然連接到這些系統 ? 還有已登入的使用者為何會存取未經授權的

系統?

有些組織會執行超過2000個應用程式與工具，它們每天會產生數以Terabyte

計的日誌資料，記錄使用狀況；若是要以日誌格式傳送這類的資訊，就會讓

網路無法負荷。組織將GigaSECURE連接到網路後，便能蒐集Metadata，

並以頻外方式傳送到相關工具進行分析。 

以機場的櫃台機為例，航空公司員工會輸入旅客報到資料，然後印出登機證。

或是銀行分行，櫃台人員查看帳戶資訊、轉帳、以及重設密碼等。要執行這

些作業時，員工必須連結到客製化的特定用途工具，這些工具程式分別由航

空公司或金融機構擁有。任何一家公司可能有成千上萬個這類專利工具，其

中有許多工具會處理敏感的機密資料，但由於開發年代久遠，它們並沒有具

備適合的日誌功能。

圖 1 : 沒有設置代理伺服器的資安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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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在網路上，企業不僅能在 IPFIX記錄上看到URL網址，而且只須在

GigaSECURE平台上進行一項變更，就能把資訊傳送到SIEM。倘若發現異

常行為，管理者能更快且更有效率地找出關連性，勝過根據日誌找出和端點

或應用伺服器之間的關連性。藉由如此對網路流量的可視性功能，組織便能

將URL位址傳送到偵測設備進行判斷–依據公司設定的規則–判定使用者的

行為是善意或惡意。

GigaSECURE讓企業能看到網路上進行的各種行動，並查看使用中的資料(

如櫃台人員連接至負責轉帳的後端系統)，不必嘗試從後端系統或端點檢索日

誌以建立關連性。例如透過IP與URL位址，他們能更輕易找出關連並預測網

路上的惡意行為；這些在以往都無法看到的訊息，現在即使流量沒有經過代

理伺服器，甚至不須檢索日誌就能看到這些內容。 

使用案例三 (URL) :
避免代理伺服器效能與延遲問題

代理引擎是針對資料層面所設計，主要用來服務各種Web連結。當企業嘗試

分派額外任務，負責日誌連線作業其效能便會因而下滑，使用者會抱怨無法

迅速載入網站內容。對於像新聞媒體這類連毫秒之差都至關重要的企業而言，

這類的延遲更加棘手。  

當有必要瞭解當前連上的URL網址時，代理伺服器必須從資料層上移到控制

層，以便將日誌傳送到SIEM，如此一來會衍生出各種問題。除了導致載入網

頁速度變慢，資料很快便會佔滿磁碟空間，並導致CPU負荷超載。 

圖 2 : 沒有使用日誌的情況下，掌握內部應用流量的可視性
圖 3 : 消弭代理伺服器延遲或效能問題

運用GigaSECURE傳送內含URL與來源IP資訊的IPFIX樣板，企業不僅能追

蹤員工造訪特定網站但卻沒有增加負荷的異常狀況，還能找出威脅性的流量

和入侵指標(IoC)的URL網址，從而判斷主機是否被入侵。或者他們也可使用

相同的資料對使用狀況進行統計分析，找出異常行為以及偵測入侵。舉例而

言，它能向負責的管理員反應哪些檔案伺服器正連到管理薪資的主機URL–

組織可能會進一步調查這些情報。 

使用案例四 (URL) :
執行策略與適切的控制—即使有未知的HTTP/S流量

管理與分享企業內部與外部資訊的能力至關重要。但如果有人擅自在公司網

路內設立網頁伺服器，而資安團隊卻沒有察覺到，這樣會發生什麼後果 ? 然而

這樣的情況時常出現–因為不需要管理者帳號和密碼便能利用暫時網路埠私

自架設網頁伺服器。

自動偵測HTTP/S流量–不管網路埠是否啟用–這是GigaSECURE出廠時就

配備並能啟用的功能。能偵測出在非標準網路埠上運行的HTTP/S流量，就能

從中掌握中斷的作業流程、或更糟的惡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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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況下企業並不想看到HTTP流量，因為一旦出現這種流量就反映出

防禦網已被攻破。又或是有人擅自架設新系統但企業卻毫不知情，擁有這樣

的Metadata感知能力，讓企業有機會執行策略做出回應，並確保系統中有

適合的控管機制。 

使用案例五 (URL) :
解決DNS遞迴查詢問題以及向DNS要求匹配正確的端

點

網域控制站是Windows環境的主機，負責運行目錄、驗證服務、網域名稱系

統(DNS)、以及LDAP等功能。當使用者登入到企業環境中的PC或Mac

電腦，通常就會向網域控制站驗證自己的使用者名稱與密碼，這類主機通常

會保存一份雜湊值複本，驗證身分無誤後就會允許使用者登入，並根據其權

限決定使用者能看到哪些檔案。簡單來說，它管理所有使用權限。  

接下來探討較有問題的部分。

當 有 人 要 求 連 到 某 個 網 站 ( 如www.g igamon.com) 時 ， 網 域 控 制 站

就會尋找gigamon.com的 IP位址。但要怎麼找?在許多企業中，尋找

www.g igamon.com並不是真的讓網域控制站到網路上詢問根目錄伺

服器，這類主機是www.gigamon.com授權網域名稱的伺服器。實際的

圖 4 : 能自動識別到網路埠啟用的是HTTP/S流量

流程幾乎都不是如此。網域控制站–由於它們管控驗證、密碼、存取/權限管

理–因而成為網路上最有價值的主機。因此它們也是你最安全的設備，而且

可能永遠不會直接連到網際網路。

基於這樣的緣由，DNS的設計為，當在查詢時會呼叫遞迴(recursion)的程

序，當有人要求連到www.gigamon.com，這樣的請求會被轉到PC或Mac

電腦中設定的DNS伺服器，絕大多數都是網域控制站。 

在大多數企業中，遞迴作業的下一站就是連到網際網路的伺服器–通常是只

負責DNS作業的主機(例如運行BIND或DJBDNS這類開放原始碼程式的

DNS伺服器)。網域控制站接著會連到DMZ，在DMZ接觸實際連到網際網路

的主機，該主機接著連到根目錄伺服器，詢問誰是負責Gigamon網域名稱的系

統。接下來它會把流程回傳到DNS伺服器，接續查詢www.gigamon.com的

記錄。

 

假使企業擁有數千部PC，而網域控制站是查詢DNS的第一站，那麼網域控制

站就不會直接連到連繫網際網路的伺服器，在查詢連至網際網路的DNS伺服

器日誌時，要求IP會是網域控制站的IP位址。安全分析作業需要取得發出要求

的電腦之IP位址，但負責維護安全的設備看到的卻是被請求的主機網域，而不

是發出請求的主機網域。

直到最近為止，微軟在設計其網域控制站時並沒有讓其輕易提供DNS日誌。

因為如此，取得日誌的唯一方法就是透過實際連到網際網路的伺服器。

對於成千上萬站在網域控制站背後的使用者，以及每天被要求數萬甚至數百

萬次的網域而言，日誌檔案上顯示的DNS伺服器，就像是唯一要求這些眾多

U R L 網 址 的 主 機 。 當 企 業 希 望 深 入 調 查 如 w w w . g i g a m o n . c o m 或

www.illegalactivities.com這類的URL網址時，它無法告知到底是誰連到

這些網站，因為從日誌上來看唯一發出請求的 “人”只有網域控制站。

這就是DNS的兩難。紀錄的可視化等於零。
 

Metadata能解決這種DNS無法呈現真實連網狀況的問題，呈現端點和DNS

請求動作的實際關連。GigaSECURE在網路上位於網域控制站和使用者之間

的位置，它能將DNS流量從網路上擷取出來–而且不必在主機上設定代理，

也不必修改組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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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 : 九個Metadata應用案例 : 如何運用Metadata進行以資料導向的決策

圖5 : 為DNS要求匹配正確的端點

圖6 : 辨識劫持攻擊

在DNS會經過多層遞迴才允許連出內部網路的環境中，GigaSECURE經設

計後能負責傳送有關DNS請求的資訊，將訊息送到IPFIX收集器或SIEM。

這對於運用Active Directory來傳送DNS請求的端點而言特別有用。流量封

包會加入一個簡單標籤，如此就能清楚看出端點和DNS請求的關連性。 

使用案例六 (URL) :
偵測DNS劫持與Credential Harvesting騙取密碼的攻

擊

許多時候DNS伺服器無法把任何日誌回傳到SIEM，像是當第三方解析器(

例如Google Public DNS)，負責在企業環境中執行DNS查詢作業。在這類

情境中，有一種常見的欺瞞技巧，讓使用者誤信自己存取的是真正的網站，

但其實是被劫持到本地端的解析器。

攻擊者會運用一個惡意程式來修改本地端解析器–讓網域控制站或第三方

解析器變成有敵意的主機–把使用者導向駭客自己架設的網站。在騙取密

碼的攻擊中，經常出現這樣的手法。使用者以為自己登入的是真正的銀行，

但實際上是把使用者名稱和密碼輸入到駭客架設的網站。駭客竊得知被害者

的資訊後，再利用這些帳號和密碼登入銀行，而受害者此時仍不知道自己的

身分資料已被竊取。

 

當設定GigaSECURE負責把資訊傳送到SIEM，企業不僅能取得相關日誌，

確保使用的是正確的解析器，還能即時偵測出這類劫持攻擊。運用URL與IP 

metadata，就能輕易建立關連性並辨識出DNS解析器的IP位址是否曾經被

變更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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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 辨識DNS通道傳輸

圖 8 : 透過HTTP回覆代碼偵測出惡意程式

使用案例七 (URL) :
偵測通道與防止繞過安全控制

DNS通道(tunnel)提供一個簡單繞過安全控制機制的途徑。即使如Wi-Fi這類

需要身分驗證的網路，DNS封包中也可能有經過通道傳輸的流量，因為網路

設備大多都會放行DNS的傳輸流量。透過設定IPFIX負責將DNS資訊傳送到

SIEM或收集器，就能反映傳輸請求的數量，並讓分析人員或軟體工程師快速

發現通道。

在大多數情境中，企業需要收集DNS日誌並加以分析，找出從單一IP位址送

出異常大量的網域，而這類IP網址通常就是送出通道流量的主機。但如果它

們無法看到或存取這些日誌那會如何?透過GigaSECURE，就能立即扭轉局

勢，將流量即時擷取下來，然後傳送到SIEM或甚至執行Script指令來檢查是

否有使用者曾發送過通道流量?

 

使用案例八 (URL) :
運用HTTP回應代碼偵測網路上的惡意程式

若網路上有惡意程式，它可能把連接請求轉送到已經沒有運作或停止

活動的網域或URL網址 

GigaSECURE能夠擷取HTTP回應代碼，藉此能觀察是否有大量的404(

找不到請求網頁的錯誤訊息 )或403(禁止造訪HTTP網址 )回應代碼，藉

此辨識發出連線請求的實際上是機器人而不是真人。因為真人在看到這

類代碼幾次時就會放棄，不會一直重複請求連至這類不存在的網頁。

使用案例九 (URL) :
運用SSL憑證資訊發現藏在加密流量中的惡意程式

根據《Dell 2016年度威脅報告》，現今有將近65%的網際網路流量都

經過加密。雖然加密對保護組織的機密與資料而言是好事，但惡意程

式卻也可能藏身在加密流量當中。許多研究也顯示SSL是其中一種成長

最快速的攻擊類型。事實上，根據市調機構Gartner所發表的《安全領

導業者必須面對越來越多藏身於SSL流量發起攻擊的威脅》報告指出，

2017年時，估計將會有超過50%的網路攻擊都是利用加密流量繞過控

管機制。

SSL憑證是由Certificate Authorities (CA)憑藉授權中心簽發，內含有關

於伺服器的資訊。要讓CA簽發憑證，管理者首先得透過憑證簽發請求

(CSR)建立一組公開與私密金鑰。CSR送到CA後，CA收取費用並簽發

憑證。其目的是檢驗伺服器的身分，並協助防範像DNS劫持攻擊這類

的事件。

SSL憑證也能自行簽發。這代表對話內容可以經過加密，但伺服器的身

分無法檢驗。管理者在建構新系統想要測試時，就會使用這類“小丑

服憑證”，但它們無法用來檢驗伺服器的身分。

網路上出現自行簽發的SSL憑證，是發生問題的根源，而且問題通常非

常嚴重。一旦流量經過加密，原本用來偵測資料中不連續行為的工具

就變得毫無用處。 

但在網路上要啟動加密流程，傳送與接收訊息的兩端首先必須協商要

使用何種加密，而協商的流程中就涉及到交換SSL憑證。如果你不想看

到自行簽發的憑證、SSL連結至IP位址、或SSL連結到非標準網路埠等

這類事件，運用GigaSECURE來監視SSL傳輸，就能即時警告你的工具

可能出現嚴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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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 監看SSL憑證交換事件找出藏身在加密流量的惡意程式

在許多情況中，企業能從憑證收集到大量寶貴資訊，包括憑證是否由CA簽發

或是自行簽發，密鑰的長度，演算法的防護能力，相關的網域，以及憑證效

力的起始與結束日期。舉例來說，在一個網站提供服務時，企業必須得知道–

並事先收到通知- 某個憑證已經快要逾期。當憑證逾期並失效時，網站使用者

就會收到錯誤訊息。

另外企業還必須知道演算法的效力是否過低，以及伺服器是否需要安裝修補程

式。在某些情況，未安裝修補程式的Web伺服器在收到客戶端傳來的訊息後，

可能被迫使用舊的加密法進行通訊。這種被錯誤設定的伺服器問題，在進行加

密協商時就可以及早發覺。

藉由監看SSL憑證交換時，GigaSECURE能在非標準網路埠上偵測加密流量，

因為它能看到非取樣IPFIX的內容，若在任何網路埠上交換憑證，它就會發送

通知，並找出各種潛在問題。

簡單來說，企業若能在網路上迅速取得資訊–而且不限於傳送日誌檔案數

量、大小–就能大幅提升其安全情形。若再利用GigaSECURE®資安訊息派送

關於Gigamon Metadata Engine

Gigamon的GigaSECURE®資安訊息派送平台(SDP)全面涵蓋整個基礎設施，跨

越雲端、用戶端資料中心/設施、以及遠端站點，藉以將網路資源提供給安全

防護與效能管理設備，系統必須存取這些資訊，這些工具設備才能發揮相關原

有的功能。各種資安設備只須連到GigaSECURE平台，就能從網路基礎設施的

任何地方傳來有關連性的流量。GigaSECURE資安訊息派送平台的其中一個

主要功能就是能從網路流量產生數據封包的摘要資訊，並匯整成IPFIX格式。

這項功能為資安及行為分析產品提供關於流量的非取樣資訊，並且不會影響基

礎設施的效能。最近Gigamon將IPFIX產生功能整合到GigaSECURE SDP內非

常成熟的Metadata Engine當中，並作為單一化的網路資訊來源，提供包括應

用程序、使用者、設備方面的所有相關資訊，傳送到已連結至SDP的各種安全

工具。 

GigaSECURE Metadata Engine提供強大的基礎設施，讓系統蒐集對安全作業

至關重要的的網路Metadata元素(包括IPFIX)，其能為網路及安全作業提供單

一化的寶貴資料來源。

關於Gigamon

Gigamon提供主動可視化至實體及虛擬網路流量，而達到更強的安全性及優越

的效能。Gigamon的Visibility FabricTM、GigaSECURE®以及業界首創的資安訊

息派送平台 (Security Delivery Platform) 等方案，透過先進的智能特性技術，

使企業、政府單位及服務供應商網路營運的資訊安全、網路及應用程式效能管

理等方案可以更有效地運作。擁有超過10年的專業經驗，Gigamon解決方案已

應用於全球各地，其中並包括了75%以上的Fortune 100企業。 

平台，使用者能100%看到每個傳送與接收的流量封包，並將有關連的簡扼資

訊傳送到SIEM與收集設備。 

GigaSECURE IPFIX 記錄產生功能設計用來因應嚴苛的安全使用情況。

GigaSECURE不只能監看線路上所有數據封包以產生IPFIX記錄，還能針對

IPFIX記錄提供可客製化的模板。這讓資安專家能精準判斷網路活動的特徵，

同時還能更有效偵測指令與控制活動，以及迅速取證以及偵測異常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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