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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adar SIEM

針對持續增加的複雜威脅以及不斷興起的法規遵循要求，提供保護 IT 網路及資產所需的安全性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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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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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QRadar SIEM可協助資安團隊、IT

營運人員、稽核人員和業務主管：

● 偵測其他未偵測到的威脅

● 超越法規要求

● 預測其企業風險

● 偵測內部人員舞弊

● 整併資料孤島

適用於現今安全性挑戰的整體情報與可視性
QRadar® SIEM 是業界最具智慧的整合式與自動化 SIEM 解決方案，具備網路、使用者及應用

程式活動的深度可視性，可提供企業組織處理其整體網路中潛在與現有威脅的情報。

適用於企業組織整體的 SIEM

QRadar SIEM 是利用高度靈活的 QRadar Security Intelligence Platform 所建立，因此能夠提

供新一代解決方案，可隨著企業組織成長、可擴充以支援持續增加的基礎設施，以及為整個

企業組織的許多團隊提供共同的使用者體驗。QRadar SIEM 將記錄管理、進階威脅偵測和原

則感知法規管理全部合而為一，透過可簡易且快速將安全性情報提供予全企業的緊密整合解

決方案，企業組織將可因此獲益。

威脅、法規遵循與記錄管理的即時可視性

威脅偵測與優先順序

在現今複雜的網路中，網路威脅與詐欺的案例持續激增。從企業內部竊取貴重資訊，使得這

種問題持續惡化。QRadar SIEM 整併孤島資訊，以更有效偵測和管理複雜的威脅。這些資訊

在標準化與相關聯之後，即可快速提供企業組織情報，讓企業組織能夠偵測、通知與回應其

他安全性解決方案未能偵測到的威脅。

QRadar SIEM 針對整個資訊技術 (IT) 架構提供脈絡式及可據以行動的監控，讓企業組織能夠

偵測並修復各種威脅，例如：不當使用應用程式、內部人員舞弊、可能會消失在數百萬個事

件干擾中的威脅等。

QRadar SIEM 會收集下列資料：
　 安全性事件–來自防火牆、VPN、IDS/IPS 等的事件

　 網路活動內容–來自網路及應用程式流量的第7層應用內容

　 使用者/資產內容–來自IAM產品及弱點掃描程式的關聯資料。

　 網路事件–來自交換器、路由器、伺服器、主機等事件

　 應用程式記錄–ERP、工作流程、應用程式資料庫、管理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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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管理的關鍵：減少可據以行動的攻擊及調整其優先順序

對某些每天建立數百萬或數十億個事件的企業組織而言，如何挑選排列可能遭受攻擊的頭號

目標，是一件艱鉅的任務。QRadar SIEM 會收集、儲存和分析資訊資料，並提供用於威脅偵

測和法規遵循報告與稽核的即時事件關聯。如此可以減少數十億的事件和流量，並根據企業

組織的業務影響，將優先順序降低至少量可據以行動的攻擊。

QRadar SIEM 提供長期收集、保存、搜尋和報告事件與應用程式資料，讓進階的持續性威脅

或是低度與緩慢攻擊的稽核和搜尋變得更加容易。

管理威脅：人物、目標、位置、時間、作法？

安全團隊必須瞭解：攻擊者是誰？正在攻擊的目標是什麼？對企業造成什麼影響？該調查哪

個位置？QRadar SIEM 會追蹤顯著的事件與威脅，並建立一個支援和相關資訊的歷程記錄。

像是時間點、違規的使用者或目標、攻擊者的個人檔案、弱點狀態、資產價值、先前攻擊的

主動威脅與記錄等資訊，也有助於隨時隨地提供安全團隊所需行動的情報。

應用程式可視性與異常狀況偵測
QRadar SIEM 支援各種異常狀況偵測功能，可找出應用程式、主機、伺服器和網路區域的行

為變更。例如，離峰或過度使用應用程式，或是與歷程記錄概況不一致的雲端服務或網路活

動模式。

偵測第7層應用程式流量的能力，讓 QRadar SIEM 能夠針對企業組織的網路原則、威脅和一

般網路活動監控提供精確的分析與見解。為了進一步提升網路的可視性，QRadar SIEM 現在

能夠透過網路監控 Skype 和社交媒體（包括 Twitter、LinkedIn 等）應用程式的使用量。這包

括誰使用了什麼應用程式、傳輸內容的分析和警示，以及和其他網路與記錄活動相關聯的洞

察，可以找出不適當的資料傳輸。

QRadar SIEM 支援各種立即可用的異常狀況與行為偵測規則。使用者可以透過容易使用的篩

選功能自訂專屬的檢視，並將異常狀況偵測應用到任何的時間序列資料。

虛擬環境
因為虛擬伺服器和實體伺服器一樣容易受到安全性弱點的影響，所以企業組織現在必須定義

並執行適當的方法，才能保護其存放在虛擬資料中心內的應用程式和資料。現在 IT 專業人員

可以提升出現在其虛擬網路中大量企業應用程式活動的可視性，並且更精確找出這些應用程

式進行安全性監控、應用程式層行為分析和異常狀況偵測。操作人員也可以擷取應用程式內

容，進行更深入的安全性與原則鑑識。

用戶端弱點剖析
QRadar SIEM 可找出網路中最容易受到攻擊的資產，並於這些系統遇到可能會暴露這些弱點

的活動時立即偵測和警示。例如，企業組織可以掃描其網路中未更新的應用程式、裝置和系

統，判斷其中有哪些連線至網際網路，並根據每個應用程式的風險設定檔，排列修復的優先

順序。

Moser 繼續說道：「到目前為止，我們

利用 QRadar 所獲得的最大優勢之一，

就是我們能夠迅速找出受到會嘗試滲

透到我們網路的「聽說你有 (Hear You 

Have)」病毒所影響的主機。QRadar 會

在使用者嘗試存取具有病毒的網站，或

是受到感染的主機嘗試穿過防火牆呼叫

首頁時立即通知我們。」

－TY MOSER

SRP 的網路及智能電網分析師

QRadar SI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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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鑑識
即時、以位置為基礎和歷程搜尋流量與事件資料進行分析和鑑識，可大幅提升評估活動與事

件解析的能力。透過容易使用的操作介面、具備下層探索功能的時間序列檢視、內容的封包

層可視性，以及數百個預先定義的搜尋和檢視，使用者可快速收集資料，彙整並找出異常

狀況以及活動最頻繁的參與者。使用者也可以針對大型的地理分散環境整體執行整合搜尋

(Federated Search)。

法規遵循管理
QRadar SIEM 為順利符合法規要求與遵循法規的報表帶來關鍵的透明度、究責性與測量能

力。QRadar SIEM 會針對所有監控摘要的獨特關聯性與整合能力產生：

　更完整的 IT 風險報告指標給稽核人員

　數千個報告與規則以滿足業界的法規遵循需求

企業組織可以利用 QRadar SIEM 的擴充能力，透過自動更新加入新的定義、法規和最佳實務

有效回應法規導向的 IT 安全性需求。除此之外，網路上的所有資產概況都可以利用企業功能

加以分組（例如，受到 HIPAA 法規稽核的伺服器）。

針對下列法規與控制架構，QRadar 提供預先建立的儀表板、報告和規則範本：CobiT、

SOX、GLBA、NERC/FERC、FISMA、PCI-DSS、HIPAA、& UK GSi/GCSx、GPG 等。

高度直覺的單一主控台安全性
QRadar SIEM 透過可依據功能提供角色型存取的集中式使用者介面，以及可存取即時分析、

事件管理和報表的通用檢視，為企業組織的安全營運中心提供堅實的基礎。QRadar SIEM 根

據功能提供各種預設的操作介面，且使用者可以建立和自訂專屬的工作區。這種下層探索的

功能，讓使用者能更容易找出和選擇明顯與攻擊相關的事件或網路流量。使用者有3,500個與

特定角色、裝置、法規遵循和垂直產業相關的報表範本可以立即使用。

QRadar SIEM

過去我們部署 SIEM 的主要目標是為了

符合法規要求，但我們希望更進一步並

超越我們對於各種法規的要求，因此使

用 QRadar 擷取的額外資訊，使我們的

網路（以及 QRadar 提供服務及應用程

式）能夠真正保持安全。我們希望客戶

對於我們對其個人資訊的保護做到滴水

不漏有信心，而 QRadar 真的讓我們辦

到了。除此之外，我們選擇 Q1 Labs 的

原因，在於他們提供我們最多安全性情

報與最佳客戶支援。

－JEFF DALTON

Regulus 技術營運長▲
     ▲

安全性智慧：利用極高的精確度來減少大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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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adar SIEM

和需要自訂及手動設定操作的 SIEM 解決方

案不同，QRadar SIEM 可提供具高價值的

立即可用內容，這種內容可將事件來源和資

產探索，以及應用程式剖析等處理流程自動

化。除此之外，QRadar SIEM 會每週自動更

新內容，其中包括來自協力廠商智慧資源的

內容。因為自訂的需求極低，所以企業組織

幾乎能夠立即瞭解各項結果。

QRadar SIEM 可以透過最強大的自動部署、

自動排列優先順序、自動報告和高效率的 

SIEM 來提升企業組織監控、分析和行動的

能力。

  

可擴充性及高可用性
QRadar SIEM 是全新設計的完全整合式解決方案。QRadar SIEM 提供具備共用平台與使用

者介面的解決方案，適用於所有的安全性情報任務。QRadar SIEM 是一種適用於中小型企業

的多合一解決方案，也是一種可進行中型到大型部署、擴充性極高的企業級解決方案。

對於尋找企業備援的企業組織，QRadar 高可用性 (HA) 可提供高度整合的自動容錯以及系統

間的全磁碟同步處理。QRadar HA 提供的高可用性資料儲存體與分析，可以透過架構精簡的

隨插即用裝置輕鬆部署，而且不需要新增額外的協力廠商錯誤管理產品。

異質裝置支援：
QRadar SIEM 透過幾乎所有領導供應商部署於企業網路超過200項產品的支援，提供收

集、分析和關聯類型廣泛的系統，包括網路解決方案、安全性解決方案、伺服器、主機、

作業系統和應用程式。除此之外，QRadar SIEM 可以輕鬆擴充，以支援專屬應用程式和新

系統。QRadar SIEM 支援 F5、思科 (Cisco)、Juniper、北電 (Nortel)、Checkpoint、甲骨

文(Oracle)、昇陽 (Sun)、美商凱創 (Enterasys)、賽門鐵克 (Symantec)、ISS/IBM、麥克菲

(McAfee)、Sourcefire、RSA 等許多廠商的裝置。

數千名客戶仰賴 Q1 Labs 進行安全性與法規遵循管理。
QRadar Security Intelligence Platform 獲得全球醫療照護供應商、能源企業、零售組織、公

用事業公司、金融機構、政府機關，以及大學等單位採用。現在就與我們聯絡，以觀看展示

影片，或是瞭解 QRadar SIEM 解決  貴公司威脅管理與法規遵循挑戰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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