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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APT應該有的防禦能力 



以飛快速度增長的資安事件 

71%的攻擊起始於端點設備 



值得關注的2014 

• 賽門鐵克疾呼防毒軟體已死 
– 賽門鐵克資深副總裁Brian Dye表示目前防毒軟體僅能攔截45％左右的惡意軟體 

– 參考資料：http://www.ithome.com.tw/news/87821 

 

• Sony Pictures傳遭駭，內部IT停擺，員工被迫回
家上班 
– 參考資料：http://www.ithome.com.tw/news/92532  

 

http://www.ithome.com.tw/news/87821
http://www.ithome.com.tw/news/87821
http://www.ithome.com.tw/news/87821


 



前所未見的資安事件 



前所未見的資安事件 

 

資料來源：http://chinese.engadget.com/2015/02/04/sony-spends-15-million-on-cyberattack/ 



FW/IPS 

Mail/Proxy 

AV/ HIPS 

Endpoint 

縱深防禦架構的現況 

現在最麻
煩的問題 



• 防毒軟體偵測率不足 
– 可能只能依賴防毒軟體 

– 惡意程式變種速度太快 

 

• 發現遭入侵之後，如何處理 
– 事件處理或鑑識服務 

– 自備事件處理團隊 

– 大量的時間與金錢花費 

問題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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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趨勢(E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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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偵測與回應機制 

預測已知
的攻擊 

阻擋已
知攻擊 

發現正遭
受的攻擊 

事件回應 
防止下次
再發生 

是否不知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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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趨勢(EDR)!!!  

1. 2020年，60%的企業會建置能快速偵
測與反應的解決方案，2014年時少於
10% 

2. 2017年，30%的企業會建置能快速偵
測與反應的端點(Endpoint)解決方案，
而且是由他們的網路安全供應商提供
服務，2013年時少於5% 

3. 2018年，80%的端點(Endpoint)產品
會包含快速偵測與反應的能力，2013
年時少於5% 



13 

Gartner 為何這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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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事件平均處理時間 

 
The amount of time survey respondents say it took to investigate, restore service, 

and verify resolution of incidents. 

•平均確認時間(MTTI)：發現資安事件時間 

•平均分析時間(MTTK)：分析出被攻擊原因的時間 

•平均修復時間(MTTF)：瞭解狀況並回覆系統的時間 

•平均驗證時間(MTTV)：確認修補與回復狀況已經處到可接受的狀態 

©  2013 Ponemon Cyber Security Incident Response Survey 



• 為什麼是端點 

–網路加密的流量日益增加 

–存放資料的真正位置，最有價值的地方 

–惡意程式活動的位置 

–事件處理與取證，幾乎在端點設備處理 

 

E：Endpoint 



• Detection哪裡不同 

– 只有特徵碼比對已經不足 

– 行為分析相對有機會可找出”未知”惡意程式 

• But….. 

– 行為(沙箱,Sandox)分析有時仍需人工輔助判斷!!(我們提
供服務!!) 

D：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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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Response 

– 找APT解決方案 

– 找專家鑑識與處理，所費不貲(人天or小時) 

– 不知道如何處理 

• 覆水難收 

– 如果記錄已被清除? 

– 3個月後做事件處理 VS. 3小時後處理完畢 

R：Response 



• 提供整個企業可管控的資安解決方
案 

• 透過最詳細的端點行為可視能力，
搭配足以處理整個企業網路的分析
平台，提供即時的回應能力 

如何做到 
OS層級的即時行為記錄，加上巨量
資料的處理平台 

如何解決最棘手問題 



監控與分析範圍 
• Process 

– Library injection (DLL) into critical 
processes 

– Process execution and command 
line arguments 

– Process termination 

• Registry 
– Password stealing (dumping 

password hashes and cached 
domain passwords) 

– Windows service creation 

– Registry key value data 
modification 

• File 
– Access to remote (shared) files and 

folders 
– Detailed file information (volume 

name, device type, path, hash) 

 Memory 

◦ Memory allocated in the 

remote process 

◦ Memory allocated for 

code execution 

(executable flag set) 

 Networking 

◦ Connection initiated 

◦ Connection accepted 

 

 

 



端點核心模組 

巨量資料分析惡意行為 

運作示意圖-偵測惡意程式連線行為 

遠端遙控 



• 資安設備偵測到某個特定IP連接到惡意中繼站 

• 處理步驟： 

– 找到觸發事件的IP 

– 找到機器後，下一步 ? 

看過這個警報嗎? 



實際案例展示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 



我的電子郵件 















主機資訊 

 
已知的惡意行為 

未知的惡意行為 



即時偵測 

 

偵測到惡意的程式活動 



關鍵 Events 

 

惡意的Process 
Infomix.exe 

惡意的Process 
ghFBI18.exe 

點擊
這裡 



起始事件詳細資訊 

 

郵件附件存放路徑 

惡意檔案路徑 



產生的可疑檔案 

 

假的電子發票 

惡意程式 1 

惡意程式 2 



Registry Key 



 

網路行為 

中繼站IP 

中繼站IP 

可以知道是誰連到中繼站! 一點也不困難  



APT即時監控系統 
• 可部署於整個企業，提供永不中斷的

端點監控能力 

• 自動化的端點行為分析 

• 即時分析歸納並定位出攻擊點  

• 遭攻擊時可即時回應與處置 

• 強大的資料收集能力與巨量資料分析
功能 

• 私有雲的部署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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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Console 
Knowledge 
Library 

Kernel 
Module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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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各種企業的彈性化部署 

Analysis Tier 

Collector Tier 

Endpoints 

Los 
Angeles 

Hong Kong London 

Phoenix 

DMZ 



適用架構 
入侵前 入侵中 入侵後 

Data 
Data 
Data 

隱密: 安靜有效率的收集資訊 

即時壓縮資料; 不會造成效能影響 

大規模資料儲存: Hadoop, 大量資料的儲存與搜尋 

惡意行為追捕： Zero-Day, 已知與未知 

即時修復: 即時端點隔離與終止惡意程式 

Antivirus 

Firewalls 
私有雲架構,資料存放於企業內部，並可以全區域分析  



結論 

• 資安設備功能越來越強大，需要有足夠能力的處
理人員，預設功能的效益將會越來越差 

• 針對性的攻擊非常難以發現，爆發後的處理需要
消耗非常龐大的資源與時間 

• 提升偵測的效率，加速發現遭入侵的過程，降低
事件處理的費用與人力消耗，將是資安防護的未
來趨勢 

 



Questions & Next Ste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