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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跨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的威胁捕获挑战
威胁实施者的手段变得越来越高级，而分析人员
难以应对不断增加的数据数量和复杂性。
威胁格局在不断变化。在现实世界中，新的犯罪团伙和恐怖分子
团体正在不断形成；在网络世界中，威胁实施者正在不断尝试新
方法来窃取数据、破坏业务、毁坏声誉。负责查找物理威胁和网
络威胁的人员，无论是首席信息安全官、威胁情报主管、欺诈检
测主管、警察局长还是国家安全负责人都很难确保安全。
安全和情报分析人员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在于因不同来源的海量
数据而不堪重负，。他们通常还缺乏预测和预防物理威胁和网络
威胁所需的工具。

这是一个关键差距，因为每个高级威胁的背后都对应的是“人”。
IBM® i2® 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高级分析和平台，该平台采用“人
对人”的方法进行高级威胁捕获。这些解决方案超越了基于策略
的功能，不仅可以帮助安全和情报分析人员了解威胁，还可以帮
助他们预测下一个威胁实施者将在何时何地实施攻击 - 无论是在
IT 网络中、边境还是在当地街道上。

这些解决方案可为公共和私营领域的威胁捕获人员提供所需的军
事级工具，使其领先于威胁实施者，为安全和情报分析人员提供
相应的工具和技术，以近乎实时的方式关联和分析不同数据源，
进而检测、遏制并防范高级网络威胁和物理威胁。

观看视频，了解 IBM i2 解决方案如何帮助您识别并
防范高级网络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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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颠覆和防范高级威胁
IBM i2 解决方案可为分析人员和威胁捕获人员提
供各种高级工具，用以检测、遏制和防范高级威
胁。
威胁检测并非从数据入手，而是从问题入手。分析人员需要解
决什么问题？目的是否为寻找正在秘密地将知识产权数据移出
网络的恶意内部人员？目的是否为端掉一窝毒贩？目的是否为
寻找可能表明洗钱的秘密交易？
找出问题有助于确定所需的组织内部或外部数据以及在何处可
以找到这些数据。

一旦确定了所需的数据源，IBM i2 高级分析和情报分析工具会
帮助分析人员以近乎实时的方式将数据转化为决策，通过可视
化显示发现隐藏连接，并将来自各种来源的海量、分散数据转
变为可执行的情报。

IBM i2 应用涵盖了一系列行业和威胁捕获需求，包括：
•

•

国家安全和国防机构 - 希望迅速获得洞察力并快速、大规模

地作出安全决策，以支持任务关键安全运营

执法机构 - 需要通用的情报资料，为调查分析人员设计分析

方法，优化线索生成和犯罪管理

•

企业中的高级安全运营中心 (SOC) - 需要在杀伤链中更快、

•

商业企业中的欺诈和金融犯罪防范领导者 - 希望解决复杂的

更早地发现威胁，缩短检测时间并降低网络攻击的成本和
影响

调查事项并发现隐藏连接，以检测整个运营过程中的欺诈
和内部威胁

DeliverFund 使用 IBM i2 遏制人口贩运

DeliverFund 是一家非营利性私人情报组织，致力于遏制人
口贩运网络。在之前的一个案例中，从发现贩运网络到抓
获该网络所用时间只有 27 天。
DeliverFund 的创始人介绍说：“就打击人口贩运而言，这
种速度是前所未闻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 IBM i2 情报
分析软件。”

观看视频，了解 DeliverFund 如何使用 IBM i2 解决
方案遏制人口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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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人对人的方法在思维上领先于攻击者
IBM i2 解决方案将高级分析功能与以人为主导
的高级情报分析功能结合在一起。
端点保护、网络安全、身份和访问管理等基于策略的安全解决
方案都是威胁防范的必要形式。不过，这些解决方案结合可通
过 IBM i2 多维分析获得的人类行为洞察力，将会更加有效。若
要领先于威胁，安全和情报分析人员需要像他们试图防范的“坏
蛋”（即攻击者）一样去思考，无论是在网络安全领域还是在任
务情报领域。
IBM i2 解决方案提供了一种“人对人”的方法来了解攻击者。强
大的分析功能可以帮助分析人员获得洞察力，了解并预测威胁实
施者下一步可能攻击的位置。通过连接和分析不同的数据源（包
括来自人力资源系统、犯罪数据库或社交媒体的开放源代码和第
三方数据存储）并对其进行可视化，IBM i2 的分析功能可提供
近乎实时的洞察力，帮助情报人员和 SOC 检测、遏制和防范威
胁实施者。

为什么企业采用威胁捕获功能

IBM i2 的分析功能最初始于国防、执法和情报领域。如今，
随着复杂的高级威胁不断增多，许多企业，尤其是银行和金
融服务业的企业，已开始利用这些丰富的军事级功能来检测
欺诈、捕获洗钱和预测网络威胁。

观看视频，了解 IBM i2 解决方案如何帮助您防范银
行欺诈。
观看网络研讨会，深入了解企业为何采用威胁捕获
功能。

借助 IBM i2 建设更安全星球

威胁捕获挑战

从数据到决策

检测、颠覆、防范

在思维上领先于攻击者

发现威胁

为您的分析人员提供适当“装备”，以对抗高级威胁

为分析人员提供适当“装备”

可执行情报

由 IBM 提供支持

IBM i2 能够让分析人员对抗物理和网络空间中
高级对手的能力倍增。
威胁数据可能（也应该）来自各种来源。不过，对于威胁捕获
人员来说，手动筛选数据库、电子邮件、视频、文档、社交媒
体和开源数据来发现威胁，可能会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IBM i2 解决方案堪称安全和情报分析人员的“能力倍增器”，能
够吸纳来自内外部的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该平台运用
单个数据模型来打散数字和物理数据馈送，以优化数据，进而
让分析人员能够执行视觉、时间和地理空间分析。此外，它还
能够为分析人员提供连接到新数据源或开源数据所需的工具，
即使这些数据源尚未导入到 IBM i2 数据存储之中。

分析人员可以使用内置算法或构造可视查询在从不同数据源导
入的潜在匹配项之间建立连接，然后查找并合并匹配实体。分
析师还可以创建图表，并与同事、其他部门或第三方组织共享
图表。

由于 IBM i2 解决方案基于开放的可扩展架构而构建，因此可以
轻松与 IT 投资集成，而且其设计目的在于处理来自组织内多个

使用多维可视化分析来摄入、融合和分析来自不同数据源的数据。

工作组的并发操作查询，同时一个具有连续数据摄入功能的中
央系统。部署规模既可以是单用户部署，也可以是连接到多个
数据源、供多名分析人员使用且涵盖整个企业范围的系统。

观看演示，了解 IBM i2 解决方案如何帮助
分析人员查找和匹配看似无关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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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乎实时的方式从不同的数据源摄入、融合
和分析数据，包括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
开源情报 (OSINT) 和暗网数据。
在确定了需分析的数据之后，分析人员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
可为即时决策提供高效支持的方式利用数据。为此，他们需要
快速了解所存储信息和传入信息的实质和意义。

IBM i2 解决方案可以与其他数据源相集成，可通过连续数据摄
入功能管理数百个并发复杂查询，使组织可以同时加载分散在
各个孤岛中的数据。
按需数据访问连接器可帮助用户以近乎实时的方式分析数据，
同时：
•
•
•
•

快速发现异常模式、测试假设并在数秒内查询数 TB 的数据

在添加或更改数据时接收自动警报
揭示时间洞察力、网络层次洞察力和关键地理空间洞察力
以直方图或时间格式灵活查看数据，识别异常活动，例如域
名服务器隧道

IBM i2 解决方案可让组织融合来自多个内外部来源（包括社交媒体）的数据。

一家建筑协会使用 IBM i2 打击金融犯罪

英国第四大建筑协会斯基普顿建筑协会 (Skipton Building Society) 需要通过一
种方法摈弃金融犯罪调查所用的手动分析流程。通过部署 IBM i2 分析工具，
该协会能够直观地显示数据，进而将调查速度提高了 80%，同时缩短了基于
电子表格的分析所需的时间。

观看视频，了解 IBM i2 如何以
近乎实时的方式将数据转化为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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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员可以通过简单易用的功能来询问和回
答复杂的问题，进而发现隐藏连接并“在噪音中
找到信号”。
分析人员的任务是解释来自多种来源的海量数据，包括数据库、
电子邮件、视频、社交媒体和开放数据源。对于分析人员来说，
无论是希望检测、遏制和防范凌晨 2 点来自中国偏远地区的多
次登录尝试，还是雷达监测下的武器移动，又或是规模过小而无
法触发监管审查的可疑资金转移，都很难挖掘出这些海量中的隐
藏连接。
借助 IBM i2 解决方案，分析人员可以将收集到的信息与开源信
息进行集成并实现其可视化，进而创建并非显而易见的连接和模
式的全面视图。分析人员还可以要求系统“查找连接网络”，从中
发现相隔数度的关系。
可以通过多维可视化（包括地理空间、时间和关系分析）以近乎
实时的方式查看隐藏在 TB 级数据中的连接和趋势。

多维分析功能有助于快速找到隐藏的连接和模式。

身份解析和推荐引擎能够合并大量数据集并协调以别名为掩盖的重
复实体，进而提供辅助分析。通过该引擎，用户可以设置警报，
24x7 全天候跟踪新的重要信息。
分析人员可以使用视觉查询提出复杂问题，也可以使用图标来绘
制问题或实现其可视化，而无需编码或特殊支持。

观看视频，了解 IBM i2 解决方案
如何帮助您制止内部人员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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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海量的分散数据转化为近乎实时的情报，自
信地做出决策并采取行动。
若要真正防范威胁，收集到的威胁相关情报必须是可以据其采取
行动的情报，这意味着它们要能够遏制可疑用户的网络访问或
向有关部门发出有关犯罪活动的警报。不过，社交媒体、物联
网和云等技术已经产生了大量复杂的数据，而威胁参与者可立
即使用此类数据掩盖其身份和活动。
IBM i2 解决方案提供了丰富的提取、分析和可视化功能，可以
有效地消除数据复杂性，将其转变为可执行情报，进而揭示威
胁背后的人物、事件、地点、时间和原因。

IBM i2 解决方案可以自动关联看似无关的实体，针对数百 TB
的数据运行复杂查询，同时运用三维高级分析。通过综合视图，
分析人员可以全面了解其攻击面和漏洞，主动制定物理和网络
攻击方案。

借助 IBM i2 解决方案，分析人员可以进行视觉、地理空间和时间分析，执行精确、复杂的查询，进而提供可执行的情报。

让情报具有可执行性，也意味着随着组织的转变让情报变得可访
问。无论是企业中的安全人员变动，还是军事和情报部门的单位
转移，不断发展的劳动力队伍都可能破坏关键威胁信息的流动。

IBM i2 解决方案可帮助组织创建一个稳健的数据存储库，该存储
库会在整个过渡过程中均保持不变。预定义和自定义模板均有助
于快速填充存储库。

IBM i2 解决方案采用开放式设计，因此支持应用编程接口
(API)，使组织可以自定义满足其特定需求和要求的分析。

观看视频了解 IBM i2 解决方案如何帮助情报社
区建设更安全的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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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关键的任务方面备受信赖。您是否也会信赖？
IBM i2 是一个备受政府与私有领域所信赖的情报分析平台，涵盖国家安全与国防、执
法、欺诈和网络威胁捕获等多个领域。

IBM i2 软件基于来自 4,000 多个组织的许多分析人员近三十年的经验而设计，是一款备受政府和私有领域所信赖
的情报分析平台，涵盖国家安全与国防、执法、欺诈调查和网络威胁捕获等多个领域。IBM i2 解决方案以情报分
析方面的持续创新为后盾，基于开放且可扩展的架构而设计，可提供开箱即用的分析功能，能够为客户提供轻松
的可扩展性并满足他们的未来规划需求。
IBM i2 解决方案可为全球的分析人员提供各种高级工具，使其能够高效地检测、遏制和防范高级物理威胁和网络
威胁，进而建设一个更安全的星球。
IBM i2 解决方案由 IBM 提供强大支持，内部情报分析主题专家、IBM 服务及 IBM 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可提供一流
的设计、安装、支持和培训，帮助您应对最复杂的挑战。
IBM i2 可提供无与伦比的经验证专业知识，具有长时期的市场积淀以及各种规模的全球部署经验。

有关更多信息

如欲了解有关 IBM i2 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伙伴，或访问以下网站：
ibm.com/us-en/marketplace/enterprise-insight-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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