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ecurity SOC Consulting Service
为某银行量身定做企业级 SOC 战略规划
客户情况：
无论是出于内部对数字生态战略的安全保障要求、日益严峻的安全大环境、愈加严格的外部监管要求，还是来自同业
安全建设的压力，某大型商业银行都需要继续升级现有的安全运营能力。
SOC （安全运营中心） 一直在不断进化以满足当前和未来的安全运营需求，具备认知功能的网络安全以及混合银行
各类风险的融合 SOC 是未来趋势。该银行决意把握这个趋势，构建一个具有前瞻性、可持续演进、自适应网络威胁
态势感知的数字安全运营中心。
2018年，为应对安全与合规的双重挑战，该银行选择与IBM的合作，通过部署 IBM QRadar SIEM 解决方案，打下良
好的 SOC 基础。

为安全运营保驾护航，IBM Security 咨
询服务实力“亮剑”
作为业界唯一一家既提供 SOC 安全咨询又提供 SOC 关键技术平台的
厂商，IBM 在 SOC 规划建设和安全运营方面是当之无愧的领跑者：
•

丰富的全球行业经验：数以千计推动客户安全转型的成功案例，
尤其在银行业的风险融合中心领域； 成功建设 90多个客户
SOC，在自己的 SOC 中每天管理的安全日志超过 350亿条。

•

完整的安全系统：超过 100家安全厂商采用和支持 IBM 开放式
安全免疫平台；20项战略收购，在 12个细分市场上提供领先方
案。

•

领先的 AI 智能分析和大数据分析能力：业务领先的安全分析平
台，跨各领域的全新人工智能；已在网络安全语言方面成功训练
了 Watson。

•

全球金牌智囊团：优秀的 SOC 规划建设能力与实施经验；标准化
的实施方法以及全球客户的定制能力。

客户利益：
IBM Security 为该银行评估、规划和设计数字安全运营中心以及支撑该中心的整体安全体系，帮助该银行快速实现
SOC 的基本功能，并为该银行打造成为银行业内重要的安全托管服务（MSS）提供者的规划。IBM 为该银行打造了
量身定做的 SOC 战略规划：
SOC 所使用的 SIEM 和 SOAR 安全事件管理平台 / SOC 团队 (有经验的分析员和安全专家) / 安全相关报告和看板 / 用
于处理安全事件的各 SOC 流程 / 威胁智能分析（AI）和大数据分析能力 / 监控，响应/提升安全事件相关能力 / 集中
化的安全事件聚合（知识库，用例库）/ 特定技术或者工具支持 / MSS 服务目录及相关架构 / MSS 运营团队人员组成
和数量配置 / 各项服务 SLA / 绩效管理 KPI /成本管理，计费模式
规划后的企业级 SOC 将成为该银行的风险融合中心，运用演绎推理和自我学习能力，全面应对科技安全风险、重要
业务风险，对整个银行环境进行安全防御；同时，它将在未来 5年内为该银行及其集团子公司与金融云租户提供安全
服务，也为数字生态相关合作伙伴提供专业的安全托管服务，安全护卫该银行业务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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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行、分行延伸至信用卡中心
IBM Qradar 助某银行打造自主可控的安全架构
客户情况：
某股份制商业银行始终坚持以创新为本，探索现代商业银行建设之路，为客户提供专业特色的现代金融服务。
深深印刻在 DNA 中的自主开发能力，使其在银行业安全之役中同样并不局限于标准化安全工具，而是寻求
灵活的、可定制化的安全解决方案。

客户利益：
•

IBM 安全优势：高度易用与可定制化

2015年，该银行通过部署 IBM QRadar SIEM，自主构建了基于日志和 QRadar flow 实时关联分析
的安全运营中心(SOC)：

•

— 对总行与分行各平台的网络流量、设备日志进行集中化收集与便捷化管理

•

为领导者，深耕银行业多年，打造了多起成功案例。
安全可视化是 Qradar 的“看家本领”之一，面对高级持续性
威胁与内部人员威胁等，Qradar 可以实时地捕获日志事件和

— 建立符合银行信息安全管理要求的总行和分行事件关联分析规则，对网络安全日志、网络抓包等信息进行基础

网络流数据，并减少海量活动带来的“噪音”，以更短的时间

性的关联分析和统计模式的基线分析，并实现信息安全事件和潜在威胁的警告，提高阻断效率
— 建立符合内外部监管、银行信息安全管理要求和信息安全技术分析需要的实时可视化和报表

IBM Qradar 连续十一年在 Gartner 魔力象限 SIEM 领域被评

实现威胁的清晰可视化，以更高的准确性了解真正的威胁。
•

良好的易用性，借助自然语言，易理解易上手，降低专业性，
提高使用度

•

2019年，该银行又继续采用 IBM QRadar SIEM 和 QRadar Network Insight 部署到其信用卡中心
— 与总行运营同一个总控台，进行联动分析，同一套产品可降低运营和维护成本
— 使用 IBM Qradar Network Insight 进行流量全数据包分析，实现网络流量深度洞察
— 实现风险可视化，定期汇报与总结平台检测到的安全事件次数及处理历史，体现安全团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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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定制化，模板多样，支持基于默认规则的按需修改，灵活
度高

IBM 携手某大型车企集团打造态势感知平台
客户情况：
某大型车企集团业务规模庞大，安全工具却散乱复杂，车联网在孕育无限商机的同时也带来更高的安全要求。该
集团决意严守两条“网络安全车道”，合规性与安全分析“两手抓”，巩固安全防线，扫除业务发展的后顾之忧：

•

满足日志管理的合规性要求包括网络安全法、等级保护、上级主管部门相关性要求与内控要求

•

满足安全分析的要求
-

管控整体安全风险
保护车联网等重要IT资产

-

防止违规操作与敏感数据泄露
防止高级威胁，防范欺诈等恶意攻击

-

为安全主管领导提供安全态势的综合视图和信息

-

为安全分析人员提供统一的安全信息采集、分析、建模和处理的能力

IBM 安全优势：智能基因
•

IBM Qradar 连续十一年在 Gartner 魔力象限 SIEM 领域被评
为领导者

•

IBM QRadar SIEM是业内功能最为完整的SOC平台，覆盖日志
管理、网络异常行为检测、威胁情报、内置的关联规则库、实
时关联分析引擎、用户行为分析、漏洞管理和风险管理等

客户利益：

•

凭借产品系统的智能基因，IBM QRadar打造态势感知平台，助力该集团理清散乱复杂的安全工具，把实时捕获
日志流、安全警报优先排序、分析情报三者完美结合，改善安全人手有限、机能不足的现状，实现风险可视化，
主动“出击”发现并解决安全问题，提升威胁保护与合规性，筑好安全堡垒，将业务价值冲锋至新高度！
•

支持日志留存6个月，满足法律法规、主管部门与内控合规性要求

•

提高了安全风险管控的能力，安全分析效率提升10倍

•

节省时间与人力成本，仅需1人监控QRadar平台以支撑安全威胁侦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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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adar提供了一系列高级分析和响应能力，包括用户行为分
析（UBA）、实时深度包检测（QRadar Network Insights）、
全包取证（QRadar Forensics）、威胁情报（IBM X-Force）、
应急响应平台（Resilient）以及QRadar Advisor with Watson
（认知安全），这些能力都可以转化成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的
能力

IBM 携手某大型食品与饮料零售商
构建由浅入深、拾级而上的安全旅程
客户情况：
某大型食品与饮料零售商目前存在如下安全管理瓶颈：
•
•
•

正在使用的产品来自非安全专业厂商，不稳定的存储甚至一度导致日志遗失
正在使用的安全产品要求按数据交易量收费，成本将高至 10万美元
人手极度短缺，并且缺少熟练的安全分析师，快速精准的安全分析难免捉襟见肘

IBM 安全优势：
由浅入深、拾级而上的安全旅程
IBM 打造了循序渐进的两个阶段，多个 IBM 安全软件之间协同作
用，深刻展示集成的重要性：
• 阶段 1：IBM QRadar Data Store 构建最具性价比的日志数据

客户利益：
IBM QRadar Data Store 使得该零售商可一次性购买 7万美元即可带来无限量存储，低于继续使用
当时安全厂商所预计的 10万美元。每个 Data Store 节点的数据容量不再受限，无限量设备的日
志收集和存储轻而易举，真正适用于呈指数型增长的客户数据。
QRadar 作为一个智能化 SIEM 平台，能使该零售商在收集安全数据后将安全数据关联起来，让安
全分析师“事前体检，事中联动，事后反馈优化”，透过按风险优先级排序的单一界面视图，了解活
动性威胁。
从最初的 QRadar Data Store 起步，发展到 QRadar SIEM，逐渐跟随 IBM 安全旅程一步步升
级到 QRadar Advisor with Watson 的典型案例。

湖，无限量存储内部审计所需的日志，满足合规性需求。

•

阶段 2：使用 IBM QRadar SIEM 进一步实现用例开发和调整

分析；IBM 帮助客户认识到在符合内部合规性的同时也必须提

高对外部高级威胁的警觉性，加强对敏感数据的保护，而由 AI

赋能的 IBM QRadar Advisor with Watson 将加快安全问题发现

与调查进程，解决专业安全分析师短缺的问题。
•

IBM QRadar Advisor with Watson 由 AI 赋能，真正释放认知安

全的力量，能学习与理解大量非结构化数据，并将其与结构化数

据相关联以发掘新洞察，可以连接其他技术未发现的隐藏数据

点以准确地识别威胁，并通过丰富的威胁调查和实时情报来正确
识别恶意活动——“智能、快速、准确”三连招帮助该公司解决分

析人手短缺的问题，迅速自信地响应威胁、抵御网络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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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塔尖上的安全”
IBM QRadar “入驻”某芯片公司
客户情况：
纵观该芯片公司的安全环境，CISO需要提升整体安全运维的水平，实现对安全事件检测和响应的智能化、标准化和自
动化，当务之急在于扭转以下形势——

IBM 安全优势：
为客户制定稳打稳扎的安全运维建设路线

•

缺乏整体安全态势感知的能力，在进行形势研判和决策支持时，无法获得全面的、多维度的安全情报

•

缺乏专业的信息安全人员，面对每天大量的安全事件，无法进行甄别和响应

通过快速启动体检，两个星期后 IBM QRadar 即发现了一系列安

•

现有安全基础设施仅能够满足单领域防御的需求，面对高级威胁场景，无法进行集成化，关联化、智能化分析

全威胁。根据体检结果，该芯片公司迅速启动立项工作，与 IBM
共同制定了稳扎稳打的安全运维建设路线：
•

阶段1：SIEM平台第一期，主抓风险可视化

•

阶段2：SIEM平台第二期，主抓 EPS 扩容，增加流量 FPM

全免疫力体检旨在通过简单、快速、易于实施的方式，帮助企业发现潜在安全威胁，了解自身安全建设等级，从而

•

阶段3：主抓 SOAR 平台建设、个案管理建设等

有的放矢地提升整体安全运维水平。

•

客户利益：
该芯片公司选择携手 IBM，从 IBM安全免疫力体检开始，先评估自身安全免疫力，再一步步细化安全路线。IBM安

License, 特别关注未知风险的检测，内部横向移动等风险
通过快速启动体检，两个星期后 IBM QRadar 即发现了一系列
安全威胁。根据体检结果，该芯片公司迅速启动立项工作，与

该芯片公司快速启动体检，两个星期后 IBM QRadar 即发现了一系列安全威胁：
• 暴力破解，PA防火墙存在大量账号暴力破解尝试

IBM共同制定了稳扎稳打的安全运维建设路线：
•

作为业内功能最为完整的 SOC 平台，IBM QRadar SIEM 可帮

•
•

僵尸网络连接，内部主机连接国外僵尸网络控制中心
漏洞利用，外部恶意IP对内部主机的漏洞利用行为

•

访问大量国外FTP地址，内部主机疑似被挂马

备日志、网络流量、资产信息与漏洞信息等，检测网络异常行

•
•

明文FTP应用，安全合规性疑似遭到破坏
内部数据泄露风险

水平的依赖度，并兼顾企业合规与安全需求，最终提升整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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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该芯片公司集中管理和分析日志和网络流数据，整合安全设
为与威胁情报，通过专业智能的分析模型降低对安全人员专业
全运营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