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R
购买指南
如何为您的企业挑选最佳端点检测
和响应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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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现代 EDR 包含四个要素，我们将在
下面的章节中予以阐述：

01
简介

什么是 EDR？我为什么需要它？
近年来，端点和数据量与日俱增，其互联互通性
不断增强，而来自威胁制造者的恶意活动亦日益
增加。这些因素对各种规模企业的业务连续性都
造成了重大威胁。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网络犯罪
分子和国家级威胁制造者攻击行为的受害者。

传统的保护方法可对抗已知威胁，但容易受到
未知复杂攻击技术的攻击，而且没有提供对资产的
可见性，这是保护这些系统的主要障碍之一。
专家级端点保护技术通常仅面向规模庞大或资金
充沛的的顶级企业或机构。此外，现在很多攻击
发生的速度极快，其中还包含许多移动部分，因此
导致依赖传统端点保护方案的团队无法跟上攻击
的速度。

端点检测和响应 (EDR) 解决方案可主动自动阻止
和隔离恶意软件，同时为安全团队配备恰当的工具，
让团队能够自信地应对这些挑战。现代 EDR 可通
过有效缓解发展迅速的自动化高级威胁（如勒索软件
和无文件攻击）来确保业务连续性，不会增加分析师
工作量，也不需要聘请高水平的安全专家。
您是否面临下列挑战？
– 现有解决方案失效
– 可见性有限
– 缺少熟练员工
– 警报疲劳
– 潜在威胁

威胁追踪
警报管理
自动化
可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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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端点资产状态
全面可见

保护端点安全的主要障碍之一是缺乏可见性，因此，现代 EDR 解决方案应提供对
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和进程全面深入的可视化管理。

出现威胁时，需在对方展开攻击时针对威胁行为自动创建带有图形故事线的实时警
报，其中包括便于分析师全面看清和掌握正在发生的事件的 MITRE ATT&CK 映射。

需满足的功能：
– 端点全面可见性
– 实时警报
– 创建故事线
– 无障碍代理
– 统一的工作流程

需解答的问题：

→ 你们的解决方案是否能够让

→ 随着攻击的展开，你们的

03	
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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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全面深入地观察和了解
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和进程？

01 简介

02	
全面可见性

端点安全软件解决方案，即便不是全部，也大多数处于操作系统内部运行，这为
端点代理划定了边界，限制了代理的功能和可见性，同时还消耗了更多的计算机
资源。如果使用在管理程序层运行且不易被发现的端点代理，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
减少资源利用，还能提供出色的可见性，便于监控所有进程行为，同时对攻击者始
终保持隐身。

04 警报管理

解决方案如何实时提供
有意义的信息，便于用户更好地
了解所面临的威胁？

→ 除检测攻击行为和发出警报
之外，你们的托管安全服务
提供商 (MSSP) 是否提供
端对端的响应和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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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自动化和易用性

2022 年及其后若干年，技术上更加先进复杂的
威胁和攻击预计将会持续增加，很多企业和机构
均会疲于应对网络犯罪分子的袭扰。现代 EDR
应该能够通过智能自动化减轻不断增长的工作量，
同时还需易于使用，以减少对高水平安全专家
的需求。
购买者从 EDR 迅速获益的关键，是落实自动化和
精简措施。借助人工智能自动化，大部分工作都
留给算法来完成，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机交互的
活动。通过这样的人工智能算法，软件更加易于
使用，团队可以迅速投入正常运转，无需长时间
启用准备。

01 简介

02	全面可见性

需解答的问题：

→ 操作 EDR 是否需要高级
技能？

→ 为减少分析师工作量，EDR

发生攻击时，响应时间至关重要：调查时间应小
于一分钟，以便在高级威胁损害基础设施之前将
其铲除。

是否能够自主运行？

→ 在响应时间方面，威胁分析

购买者应寻找可自主运行并具备自动检测和响
应能力的 EDR，这样便于分析师实时清晰地了
解攻击发展的总体状况，并可提供指导性补救措
施，以便迅速恢复正常运行。

是在云中还是代理中进行？

→ 假如在云中进行威胁分析，
如果没有连接互联网
会发生什么？

需满足的功能：
– 自主检测
– 引导修复
– 代理分析
– 快速响应
– 易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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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警报管理

EDR 与传统的防病毒 (AV) 解决方案相比，关键区别在于AV 依靠可用签名进行
检测，需要了解威胁才能阻挡威胁攻击。另一方面，EDR 采取了行为方法分析，根据
恶意软件和其他潜在威胁在端点上的行为方式来识别这些软件和威胁。此外，
与 AV 不同，EDR 在本质上是轻量级解决方案，不需要频繁更新。
因此，现代 EDR 中使用的人工智能必须能够以极高的准确度和保真度进行快速
检测，最大限度减少警报数量和分析师工作量。购买者要自行了解其使用的人
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与依靠预训练模型和分析进行检测的人工智能引擎
相比，EDR 利用初始学习模型识别各个端点的正常行为，从而能够在出现不正常
情况时提高检测和警报的准确性。

需解答的问题：

01 简介

02	全面可见性

为缩短响应时间并帮助分析师缓解警报疲劳，现代 EDR 应配备强大的人工智能
驱动警报管理系统。
该系统应能够向分析师学习，然后在日常警报处理中自动应用
分析师决策。部署全自动人工智能驱动警报管理系统是对抗警报疲劳、
减少员工
流失以及重新掌控局面的关键。
需满足的功能：
– 高保真警报
– 使用人工智能模型
– 警报疲劳预防
– 警报管理

→ 你们的解决方案是否提供
了自动处理和关闭警报的
方法？

→ 你们的解决方案如何帮助
分析师节省时间？

03	自动化

05 威胁追踪

04 警报管理

→ 你们的解决方案如何减少
误报？

→ 如果员工离职，如何保留他/她
所了解的关于我们系统基础
设施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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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威胁追踪

威胁追踪是现代 EDR 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保持干净、无威胁的环境所必不可少的工作。
威胁追踪可迅速确定新威胁是否已进入环境并
及时识别薄弱环节。数据挖掘可用于搜索和消除
不易被察觉的潜在威胁，这些威胁可能会在环境中
存在数月甚至数年，等待被攻击者利用。
由其本质所决定，内存威胁和无文件威胁很难
追踪，当攻击者使用不同的变体在大型基础设施中
移动时更加难以跟踪。现代 EDR 应该具备自动
追踪搜寻功能，利用数据挖掘，确保安全团队能够
自动寻找在行为和功能上与其他事件有相似之处
的威胁，并在数秒钟之内提供结果。

01 简介

02	全面可见性

需解答的问题：

追踪威胁时保持灵活性非常重要，购买者寻求
购买的 EDR 应该不仅能够提供一个大型预建检测
战术手册库（可直接部署其中的检测战术）
，还能
在无需脚本知识的情况下根据企业机构安全
需求所赋予的、独有的特定场景，轻松创建具备
量身定制优势的战术手册。

→ 用户可以创建自定义检测策略
和战术手册吗？

→ 威胁追踪场景能自动运行吗?
→ 你们是否提供威胁追踪图形

威胁追踪通常被比作大海捞针，EDR 搜索必须能
够深入研究特定搜索参数，确保以包容或排他的
方式将这些参数结合在一起，实时提供全面细致
的结果。为进一步帮助分析师节省时间，应在易于
理解的图形用户界面 (GUI) 上显示结果，便于
分析师轻松直观地搜索任何指定时间、
任何端点的
任何事件。

概览以便于快速鉴别分类？

→ 创建战术手册是否需要了解
脚本知识？

需满足的功能：
– 搜索潜在威胁
– 自动追踪
– 创建自定义战术手册
– 无需脚本
– 数据挖掘
– 实时性
– 图形概览

03	自动化

后续步骤

详细了解 IBM Security ReaQta 并申请演示相关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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