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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連環境中的同步安全

連線能力是 21 世紀的關鍵特質，涵蓋了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包含我們說話 「我可以與您聯繫
(
嗎？」)、我們如何使用網頁音樂平台和行動電話控制的無線喇叭收聽音樂，甚至是我們藉著社交媒
體平台與全世界親友維繫關係的方式。所有事物都是互連的。

連線能力也是我們 IT 基礎架構的根基。我們的業務或個人生活絕對都依賴連線能力。我們建置自
己的網路，讓生活中所有不同元素連結起來，成為系統一部分，而不是各自獨立運作。隨著技術不斷
發展，我們對連線能力的依賴和使用也在不斷增加。我們的連線能力已經從辦公室有線連線擴展到
真正的全球網路。當我們不在辦公室說「收不到電子郵件」
，其實大半只是老舊的藉口，而不是真正
離線了。
果不其然，今日的網路犯罪份子老早已經積極地採納連線能力。他們在惡意軟體攻擊中使用了一系
列的連線技術：網路釣魚電子郵件是侵門踏戶的第一步，接著是透過惡意利用已知或未知漏洞進行
惡意軟體感染，然後利用權限提升或網路橫向移動將感染傳播到不同的裝置。出現一部遭駭的裝
置，可能意味著您的網路或連線已遭挾持或用於惡意企圖。本質上，惡意分子就是惡意利用我們的
IT 連線能力來遂行其惡意目的。

捨本逐末

不幸的是，談到連線能力時，網路安全上的努力一直是捨本逐末，只注重細節而忽略了整體部署。各
家技術公司只專注於開發解決特定問題的產品，但這些產品卻沒有相互連線。例如，端點保護產品
會串連一系列資料點，辨識檔案是惡意或良性的。防火牆會串連多種技術 (深度學習、IPS、沙箱等)
以阻擋惡意流量。然而，這兩大網路安全防禦支柱是獨立運作，彼此之間沒有連線。
雖然這種作法形塑出強大的獨立解決方案，但卻忽略了更宏觀的角度：隨著技術和網路威脅之間的
關聯程度越來越高，單點安全產品 (無論有多好) 的影響力都有限。
目前沒有彼此連線所造成的結果是，儘管在安全解決方案投入大量資金，但是網路安全並沒有變得
更容易 – 我們所面臨的主要難題依然跟 10 年甚至 20 年前一樣。的確，83% 的 IT 管理員並不認為
在對抗網路攻擊方面有進展，反而認為在過去一年中，威脅實際上更難以阻止1。
除了安全風險惡化之外，沒有連線的網路安全作法也對 IT 團隊帶來沈重負擔。在系統之間手動關
聯資料以及找出適當的回應行動，耗費了寶貴的時間。工作繁忙的系統管理員可能無法在腦海中整
理好各種產品上的不同事件，以了解正在進行攻擊或入侵。事實上，研究1顯示，中型企業每個月平
均要花 7 天時間來識別及修復受感染的電腦。毫不意外地，48% 的 IT 管理員2經常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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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安全 (Synchronized Security)：網路安全即系統

將越來越多資金投入單點安全解決方案已不再是可行的長期解決方案。雖然獨立的網路安全解決
方案可以解決特定的攻擊管道，但網路犯罪分子仍能繼續攻擊單點解決方案之間缺乏連線性的這
個缺口。組織需要一種多層式的安全方法，亦即可連接產品及共享資訊的方法。現在是採納這個新
方法的最佳時機。現在是同步安全的時代了。

同步安全 (Synchronized Security) 就是網路安全即系統。安全解決方案透過 Security Heartbeat™
（安全心跳）即時相互連線，共同運作以對抗進階型威脅。這種自動化可增強防禦能力、自動回應事
件，進而降低風險並減少管理 IT 安全所需的時間和精力。只有透過這種方式連接大量網路安全點，
才能建立超越單點管理困難的系統，並實現適合業務的長期安全策略。

Synchronized Security 建立在三大支柱上：探索、分析和回應。這些支柱會共同合作以超越攻擊者，
使安全元件發揮加乘的效果。

探索

同步安全 (Synchronized Security)：網路安全即系統

識別
未知威脅

分析

獲得即時的
深入資訊

回應

自動回應事件

產品自動共享資訊，以發現
隱藏的風險與未知威脅。

即時事件分析與跨產品報告
可提供即時的深入資訊。

適應性政策會在數秒鐘內
自動回應感染與事件。

ÌÌ 檢視所有網路流量，可識別有
風險的應用程式和惡意流量
ÌÌ 關聯跨多個活動的行為來
識別有風險的使用者

ÌÌ 檢視事件的完整事件鏈，
包括相關的所有檔案，以
及與之通訊的 URL/IP
ÌÌ 將網路流量與電腦上的
個別應用程式相關聯

ÌÌ 立即隔離遭入侵的裝
置，即時阻擋攻擊
ÌÌ 限制不合規範的裝置存
取受信任的網路
ÌÌ 在偵測到傳出垃圾郵件
時啟動端點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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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hronized Security 實際運作

在同步安全系統中共享即時資訊的安全服務越多，您可從相互連線能力中獲得越多好處。以下是同步
安全提升保護的三種方式，同時也簡化了 IT 安全管理。

減少事件回應時間：3.3 小時至 8 秒鐘

識別和修復受感染的電腦是一項艱鉅任務，每部電腦平均需要 3.3 小時3。同步安全的自動威脅回應會
將時間減少到只要 8 秒鐘4。它會自動回應威脅，並針對整個基礎架構所發生的情況提供詳細分析，以
防止日後再次發生。
 意軟體偵測
1 惡

Sophos Endpoint 會偵測
惡意攻擊

2 跨產品通訊

Sophos Endpoint 會與安全系統共
享感染狀態，進而觸發自動回應

 置隔離
3 裝

XG Firewall 可即時隔離電腦，防止攻擊擴散及與
C2 伺服器通訊。

Security Heartbeat™

5 復原存取權

XG Firewall 會復原網路存取權。根本原
因分析可提供發生情況的詳細檢視

 除
4 清

Sophos Endpoint 會自動清除感染。移除惡意軟體之
後，Sophos Endpoint 會將此更新與網路安全系統共享。

取回您對網路的控制權

最近一項調查3顯示，IT 管理員無法識別約半數通過網路的流量 (45%)。因此，他們無法阻擋有風險或
惡意流量，反而是讓流量在未經檢查和不受阻礙的情況下通行。就如某機場宣布只對一半乘客進行安
全掃描，允許另一半無需經過檢查，那一定會引起公眾抗議。然而，我們每天都在網路上允許這種有風
險的行為。

同步安全是對此問題既輕鬆又簡潔的解決方案。端點始終知道應用程式的真實身分，即使它嘗試從防
火牆偽裝自己以避免遭到阻擋也一樣。 透過讓端點和防火牆即時共享應用程式的驗證資訊，防火牆可
識別所有網路流量，而且 IT 團隊可取回網路的控制權。有了這些資訊，他們可以阻擋惡意應用程式來
加強安全性，同時降低非工作流量的優先性來加快業務應用程式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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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行動裝置的風險

如同桌上型電腦與筆記型電腦一樣，行動裝置也是通往組織資料與系統的門戶。行動裝置跟著
我們到處移動，連線到各種受保護或未受保護的網路，因此他們的安全狀態成為一大隱憂。允許
遭入侵的裝置存取網路，會增加您遭到攻擊的風險。然而，無線網路本身無法判斷連線裝置的健
康狀況。同步安全同樣解決了這個行動與無線解決方案之間的難題。
1

合規性違規
使用者在受 Sophos Mobile
保護的行動電話上發生了一
次合規性違規

2

跨產品通訊
Sophos Mobile 發現該違規，並將它與
其他系統內的元件共享，進而觸發預先
定義的動作

3

拒絕網路
如果在 Sophos Mobile 中選取
「拒絕網路」規則，則 Sophos
Wireless 會限制網際網路存取

Security Heartbeat™

4b 行動用戶端警示

當行動電話使用者嘗試存取網頁時，會出
現一個宣告畫面，通知他們網際網路存取
權已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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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即時深入資訊

Sophos Wireless 儀表板立即顯
示有一個裝置遭到入侵 (紅色活
動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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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安全：
從業務成本到業務推動者

網路安全在傳統上既耗成本，實作不方便。對財務部門而言，它通常是 IT 預算中的重要組成。對
較大組織來說，這分薄了IT團隊提供推動業務專案的資源，是一無奈之舉。
同步安全將這一切翻轉過來。它提供的增強保護功能可減少停機情況，同時釋放 IT 員工寶貴的
時間以便發展業務。同步安全如何協助 IT 推動業務的範例包括：

節省營運成本

 透過單一主控台控制所有 IT 安全，節省日常的 IT 安全資源。
 使用專為協同作業設計的解決方案來減少資源
浪費，讓不同安全產品能一起運作。

ÌÌ 快速啟動及運作新產品，無需學習新介面。

整合廠商

ÌÌ 從單一廠商即可取得所有 IT 安全解決方案，可簡化採購作業。

ÌÌ 以單一連絡窗口解決所有支援需求 (技術、銷售、財務)，簡化日常的廠商管理。

緩解網路風險

ÌÌ 阻擋駭客在網路上移動尋找有價值的使用者 (如權限提升) 或資產 (如伺服器)。
ÌÌ 利用完整的根本原因分析來了解威脅如何進入及散播，
以便您可以採取行動以預防日後的安全風險。

ÌÌ 透過對所有網路流量的可見度，識別有風險的應用程式和使用者。

提高生產力

ÌÌ 使用會自動回應威脅的適應性政策，減少使用者因感染與事件
所導致的停機。平均回應時間從 3.3 小時減少到 8 秒鐘5。

ÌÌ 透過可從任何地點存取的網頁型平台管理所有 IT 安全，提升回應速度。

ÌÌ 透過選擇可協同工作的解決方案，避免因產品相容性問題所造成的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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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狀態可見度

ÌÌ 透過網頁型平台，在單一位置隨時隨地查看及控制所有 IT 安全服務。
ÌÌ 檢視所有網路流量，可識別有風險的應用程式和惡意流量。
ÌÌ 透過關聯跨多個活動的行為來識別有風險的使用者。

提升 IT 表現

ÌÌ 將感染與事件造成的停機時間從數小時減少到數秒鐘。
ÌÌ 藉著與單一廠商和支援團隊合作，釋放 IT 資源，
讓他們能為業務提供更好的支援。

ÌÌ 選擇可協同工作的解決方案，避免因產品相容性問題所造成的停機。

切實可行的系統

一個聰明想法，和可讓您時時刻刻增強防禦的網路安全系統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從過往經驗
即可得知，到處充滿了許多聽起來很棒但實際上無法運作的想法。使用 Sophos Synchronized
Security 的 IT 專業人員證實，它能為整個組織帶來極大的好處：

90%

同意他們現在對網路流量
擁有更大的控制權

85%

同意 Synchronized
Security 改善了他們的
安全狀態

84%

的客戶表示，Synchronized
Security 能協助處理日益增加
的 IT 壓力

為所有人而設的企業級安全

網路安全系統曾經是最大型組織的專屬配備，他們擁有整合多個產品資料所需的大量資源，並將
IT 時間花在鑑識結果上；不過這種情形已不再復見。Sophos Synchronized Security 與眾不同。它
是適用於所有人的企業級自動化保護。它提供安全專業人員需要的詳細資訊，同時又夠簡單，人力
有限的小型組織也能使用。事實上，八成使用者證實它很容易上手6。

強度取決於最弱的環節

與其他所有系統一樣，網路安全系統的強度取決於最弱的環節。 雖然連線個別安全元件可提供許
多優勢，但仍無法彌補那些元件原有的根本弱點。Sophos Synchronized Security 可讓多個獲獎
的安全服務協同合作，進一步擴大它們對組織的效益，提供本身出色、搭配運作又更優異的高品質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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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連線的世界，而且將近半個地球現在都使用網際網路，在往後幾年，我們的連
線程度將只增不減。把頭埋進沙裡，並繼續專注於單點安全產品並非解決之道，因為那不僅讓我們
容易遭受威脅，也會增加企業的 IT 安全成本。

與其抗拒連線，現在更是接納網路安全即系統，主動採用整合式作法的時候。藉著協同合作，安全解
決方案可以自動偵測、分析及回應事件與感染。這不僅能縮短回應時間，也能讓 IT 安全的角色從業
務成本轉變成業務推動者。

1 現今的端點安全狀態，Sophos，2018 年 1 月
2 Sophos 小型企業調查，2018 年
3 網路防火牆的內幕，Sophos，2018 年
4 ESG Labs，2016 年
5 ESG Labs
6 Sophos 客戶調查，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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