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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1.資安事件分享 

2.自我調整安全體系結構 

3.ESET如何適應自我調整安全體系結構 

4.ESET 企業資安解決方案 

5.GREYCORTEX MENDEL(智能網路流量
監控分析軟體) 

 



資安事件分享-5G 

在即將到來的5G移動通信協議中發現了一個新的漏洞，研究人員
將此新漏洞描述為比以前影響3G和4G標準的任何漏洞更嚴重，這
個漏洞會影響AKA，它代表身份驗證和密鑰協議，這是一種在用
戶手機和蜂窩網路之間提供身份驗證的協議。研究人員也提出了多
種修復方法。 

 

 

Source: https://www.zdnet.com/article/new-security-flaw-impacts-5g-4g-and-3g-telephony-protocols/ 



資安事件分享-2018 主要資料洩露案 

Source: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data-hacks-breaches-biggest-of-2018-2018-12#2-marriott-

starwood-hotels-500-million-20 

# 組織 洩露數量 簡介 

1 Marriott 

Starwood hotels  

5億 駭客入侵萬豪喜達屋酒店的預訂資料庫，複制並竊取了訪客訊息。 

2 Exactis 3.4億 一個“幾乎每個美國公民都在其中”的資料庫“暴露在一個可公開讀取的服務
器上” 。 

3 MyFitnessPal 1.5億 駭客獲得了MyFitnessPal上用戶之帳戶的資料讀取權限。 

4 Cambridge 

Analytica 

8700萬 將Facebook 個性預測應用程序不正當地把用戶訊息傳遞給第三方，其中包括
Cambridge Analytica，通過使用數百萬人的選民建立有針對性的廣告來協助特
朗普總統的競選活動資料，由於當時Facebook的數據共享政策，該應用程序能
夠收集數百萬朋友的資料。 

5 Google+ 5250萬 Google透露，它經歷了兩次資料洩露，影響了5250萬Google+用戶。 

6 Cathay Pacific 

Airways 

 

940萬 乘客資料“未經授權”遭到讀取。 

7 SingHealth 

 

150萬 駭客策劃了“蓄意、有針對性、精心策劃”的攻擊，竊取新加坡政府健康資料
庫中的姓名和地址。 



SingHealth 駭客攻擊流程 



“Digital business is built upon an intelligent 
mesh of devices, software, processes and 
people. This means an ever more complex 
world for security, demanding a continuous, 
contextual and coordinated approach.”  
David Cearley 
Research vice president and Gartner Fellow.  

https://www.gartner.com/analyst/25698/David-W.-Cearley
https://www.gartner.com/analyst/25698/David-W.-Cear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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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ET企業端點網路安全   

ESET 虛擬化安全 
 ESET 安全管理中心 
ESET 雙重認證安全 
ESET 資料加密軟體 

ESET 企業端點網路安全 

ESET 端點進階威脅偵防系統 

 ESET 動態威脅防禦 

ESET 端點進階威脅偵防系統 

ESET 安全管理中心 

 ESET 病毒雷達 

ESET 資安威脅情報服務 

ESET 動態威脅防禦 

 WeLiveSecurity資安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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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T如何適應自我調整安全體系結構 

預測 

應對 

防止 

檢測 

政策 

法規 

ESET 安全管理中心 
NEW 

NEW 

智能網路流量監控分析軟體 智能網路流量監控分析軟體 



ESET企業安全解決方案 

ESET資安威脅情報服務 
ESET Threat Intelligence 

企業端點7版(V7)&伺服器產品
ESET Endpoint 7 & Server Products 

 

ESET端點進階威脅偵防系統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ESET動態威脅防禦 
ESET Dynamic Threat Defense 
 

ESET安全管理中心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ESET 針對惡意軟體之         特色 
 

ESET 多層檢測模型  

高度可配置體驗 

支援跨平臺 

企業端點7版(V7)&伺服器產品 

防止 



ESET 針對高級持續威脅         特色 
 

高級雲沙箱 
操作簡單，“自動”設置 
LiveGrid® 全透明度  
高級威脅檢測，在安全、隔離的環境中應用
機器學習和其他所有ESET安全防護 

ESET動態威脅防禦 

檢測 



ESET 針對端點進階威脅         特色 
 

網路異常可視度 

可制定經驗法則和排除清單 

同時適用公司內外設備的安全架構  

由客戶案例觸發操作 

ESET端點進階威脅偵防系統 

應對 



ESET針對內外威脅情資         特色  
 

即時資料來源和API  

指定目標攻擊預警(可以自訂YARA規則) 

殭屍網路活動報告 

自動化樣本分析 

 

ESET資安威脅情報服務 

預測 



透過控制台(ESET安全管理中心)來管理所有功能 
 

企業可擴展性 

高水準的報告和通知  

友善的使用介面  

自動化  

大量增值功能 



安全空隙…  



沒有網路 

可視性 

廣為流傳的 

高級持續性 

威脅(APT) 

安全空隙…  



外來和內部威脅！ ！ ！ 

 企業內電腦或設備有否被植入惡意程式 ? 

 企業內有否內部攻擊或駭客行為 ? 

 員工有否有意或無意間洩漏個資或商業機密 ?  

 企業內有否設定錯誤而產生安全漏洞 ? 

 如何保護各種 IoT 設備 ? 



智能高效的網路監控？！ 

 為什麼總有些內部系統很慢但找不出原因 ? 

 為什麼有些服務會塞車 ?  

 網內最常用什麼服務或什麼網址 ?  

 有沒有簡單易易懂的網路效能報表 ?   



Signatures & DPI 
Signatures & Deep Packet Inspection 

NBA 
Network Behavior  Analysis 

Stats 
Network Statistics 

 

SPAN/MIRROR 
  

基於簽名的檢測 

已知惡意軟體 

已知攻擊 

已知漏洞 

違法策略 

高性能捕獲包 

基於行為的檢測 
惡意軟體傳播活動，下載，垃圾郵件 

攻擊者活動 - 掃描，暴力破解，試探 

C＆C活動 - RAT，APT，AVT，僵屍，
蠕蟲，rootkits資料洩露 

可視性和性能 
完整的網路可視性 

應用性能 

網路性能 

應用程式和使用者意識 

使用者介面, 報告 & 集成 (SIEM, Firewall, …) 

 

威脅情報 
 

 

LDAP/DC, DNS, DHCP 

 

GREYCORTEX MENDEL(智能網路流量監控分析軟體) 
 

IDS 簽名, GEO IP, WHOIS 

 



過度通訊 檢測到的威脅 

• 該設備經常與2到8個網路服務進行通信。該設備試圖通過89項服務與全球142個節點進行通信，
包括中國，俄羅斯，歐盟，烏克蘭，美國和芬蘭。 

21 

1 企業內電腦或設備有否被植入惡意程式 ? 



發現分析 

1 

•    多台機器正試圖連接到從未存在過的SSH服務。 

企業內電腦或設備有否被植入惡意程式 ? 



流量分析 

•  檢測行為模式描述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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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annaCry 勒索軟體, 在攻擊前被 
GREYCORTEX MENDEL 發現 

企業內電腦或設備有否被植入惡意程式 ? 



週期性通信 

• 定期與可疑的IP位址進行通信 / 網路中繼資料被歸類為異常 / 用戶可能安裝了未知惡意軟體 

24 

1 企業內電腦或設備有否被植入惡意程式 ? 



C&C 惡意軟體活動 

設備受木馬感染，並使用Amazon Cloud上託管的未加密HTTP服務與不可信任領域進行通信 

25 

1 企業內電腦或設備有否被植入惡意程式 ? 



掃瞄 活動 

• 通信源正試著連接目標設備(機器)的多個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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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內有否內部攻擊或駭客行為 ? 2 



個資 外流 

• 可能違反公司資安規範：在未加密的通訊中偵測到可能的個人識別碼及密碼 

27 

員工有否有意或無意間洩漏個資或商業機密 ? 3 



TOR 管道 
可能透過TOR網路和其他通道傳輸洩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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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有否有意或無意間洩漏個資或商業機密 ? 3 



漏補/錯誤設置 伺服器  

未修補的系統不僅可以存在於PC和服務器上，還可以存在於物聯網設備和客戶機上 

29 

企業內有否設定錯誤而產生安全漏洞 ? 4 



漏補/錯誤設置 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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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內有否設定錯誤而產生安全漏洞 ? 4 



性能監控 

• 網路和應用程式的性能（全系列埠0 - 65535） 

• 使用應用程式中繼資料識別應用程式 

• 監控當前和平均頻寬，用戶和伺服器回應時間，網路回應時間，使用中的埠，連接節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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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什麼總有些內部系統很慢但找不出原因 ? 



• MS-SQL的異常過度回應時間為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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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SQL 性能異常 

2 為什麼有些服務會塞車 ? 



• HTTP的異常過度回應時間為7秒，比該伺服器的平常回應高272倍 

33 

HTTP 性能異常 

2 為什麼有些服務會塞車 ? 



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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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測器 

– 核心交換機/TAP的鏡像 

– ASNM 輸出(= 0,5% - 1% 流量) 

– 高達 10Gbps/探測器 

• 收集器 

– 1 收集器= 10+ 探測器 

– 聚合輸入高達 40Gbps+ 

– 集中收集所有事件 

• 設備 

– 被動的 

– 前置的 

– 硬體或虛擬化部署(VMware ESXi, Hyper-V, KVM…) 

 



Q&A 



感謝聆聽 
 

歡迎至ESET攤位洽詢 
 

2樓【編號：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