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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錄

企業越來越常遭遇一些設計專為繞道端點與網路防護的針對性隱匿攻擊。這類攻擊通

常都是為了竊取智慧財產，或是將寶貴資料加密以從事勒索，或者，若是國家層級的

駭客攻擊，甚至可能切斷資訊流通。如果採用端點偵測與回應 (Endpoint Detection 

and Response，簡稱 EDR) 以及網路威脅偵測 (Network Threat Detection) 這類的進

階威脅偵測工具，就可有效偵測駭客行為。要從一些看似無害的警示或多重資料來源

當中透過交叉關聯的方式發掘威脅並判斷問題的優先次序卻是一項耗時費事的工作，

且需要網路資安方面的專長，而這樣的人才既昂貴又難尋。

趨勢科技 Managed Detection and Response (MDR) 託管式偵測及回應服務能隨時

監控網路與端點的資料，利用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 (AI) 來判斷問題的優先次序，因而

能從一些「細微的警示」當中發掘威脅。研究人員會利用詳盡的根源分析 (Root Cause 

Analysis) 進一步深入調查攻擊的範圍和擴散程度，並與客戶共同擬訂一套詳細的回應

計畫。

趨勢科技

MANAGED DETECTION AND RESPONSE  (MDR) 服務 
隨時監控網路及與端點的資料，發掘威脅並判斷警示的優先次序

端點事件記錄 

 • MDR 服務採用了一個輕量化的代理程式，結合趨勢科技得獎受到肯定的端點防護與 EDR 功
能來詳細記錄系統核心與使用者層次的行為和事件。它會在情境當中長期追蹤這些事件，提

供深度的歷史記錄讓分析人員即時存取。

從 Deep Discovery 蒐集網路 Metadata

 • 趨勢科技 Deep Discovery™ Inspector 是一套網路裝置，可監控所有連接埠及 100 種以上

的網路通訊協定應用來偵測進、出網路以及在網路上橫向移動的進階威脅和針對性攻擊。

此裝置可偵測及分析惡意程式、幕後操縱 (C&C) 通訊以及標準資安防護所無法偵測的隱匿

駭客活動。其警示會直接傳送至 MDR 服務，必要時 MDR 服務也會蒐集並查詢其記錄的 
Metadata。

事件監控與警示

 • 趨勢科技的服務中心提供全年 365 天 24 小時監控客戶的 MDR 部署環境，並且從遠端透過

受監控產品所提供的資料來調查所有重要資安事件。端點和網路防護所產生的即時事件，將

不斷透過事件記錄檔與警示的方式傳送至趨勢科技資安營運中心 (SOC)。假使偵測到重大事

件並經過確認屬實，就會立即呈報給客戶來採取行動。  

進階交叉關聯分析

 • 藉由交叉關聯多重來源的威脅資料，如端點、網路與伺服器，就能更清楚掌握進階攻擊的來源

和擴散情形。趨勢科技的 MDR 中心甚至能發掘已遭入侵的物聯網 (IoT) 裝置 (如印表機)，並

運用人工智慧來分析威脅資料並判斷威脅的優先次序。 

主要功能

MDR 服務能提供您：

 • 7 天 24 小時不間斷的警示監控與調查。

 • 藉由大數據交叉關聯分析事件、警示與

網路資料，利用人工智慧來發掘潛在的

進階攻擊。

 • 必要時更主動追蹤威脅，檢驗是否為最

新演化的零時差威脅。

 • 由進階資安專家團隊提供支援，這些專 

家皆擅長進階威脅調查、熟悉各種事件 

的嚴重性，並提供矯正行動的實行計畫 

與輔導。

 • 藉由根源分析來了解攻擊如何發生、擴 

散，以及那些裝置受到影響。

 • 領先業界的網路偵測與端點防護平台。

www.trendmic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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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 
企業內部署的 Endpoint Sensor 會記錄端點的系統活動與行為，並且將這些記錄的 Metadata 
連同端點上 的警示與偵測記錄傳送給 MDR 服務中心。Deep Discovery 則會記錄網路資料並將 
Metadata 連同網路資安警示與偵測記錄傳送給 MDR 服務中心。服務中心將利用趨勢科技 Smart 
Protection Network™ 的進階人工智慧來交叉關聯分析這些警示。分析程序會判斷這些警示的優

先次序，然後再通知趨勢科技資安營運中心 (SOC)。

分析

事件回應人員會調查個別的威脅，在客戶允許下經由其管理主控台蒐集進一步的資訊、判斷漏

洞來源、研究是否還有其他下載檔案，或者原始威脅是否已經突變並擴散。分析人員會深入調

查並找出問題的根源以及對客戶的潛在衝擊。 

回應

客戶會收到一份案件報表，必要時還會包括如何回應及矯正攻擊的建議。甚至還會提供矯正用

的輔助工具。

報表

 • 針對調查過的客戶端威脅警示，趨勢科技會提供案件報表，詳細記載威脅的相關資訊，包

括：受影響的主機、入侵指標 (IOC) 以及建議的矯正方式。此外，趨勢科技也會定時提供

月報表來提供前一個月的案件活動摘要。所有的案件和報表都會發布在趨勢科技 Customer 
Success 入口網站，並經由標準案件支援系統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給指定聯絡人。

服務成效檢驗

 • 趨勢科技至少每個月會提供一次機會讓您正式檢驗服務成效。這項檢驗包括服務成效、重大

事件、過失、變更請求與執行狀況，以及建議。

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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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針對端點
針對網路 說明

標準 進階

上線支援 √ √ √ 提供遠端客戶支援，協助客戶升級至 MDR 服務所需的產品版本。

偵測

IOC 掃瞄 √ √
MDR 團隊會掃瞄您環境的 Metadata 資料庫來發掘新的入侵指標 
(IOC)， 包括趨勢科技所收到並由 US-Cert 和其他第三方機構所發布
的入侵指標。

7 天 24 小時重大警示監控 √ √ √
MDR 團隊會持續監控記錄檔來發掘是否有新的重大警示，並以自動或
手動方式執行調查，然後提供詳細的威脅資訊。您可根據關鍵資產和
其他條件來定義 MDR 團隊的呈報管道。

防護狀況檢查要求 √
客戶可要求執行一次徹底的端點掃瞄，採用最新的威脅情報來掃瞄潛
在威脅。這項針對用戶端的深度掃瞄可能會影響用戶端作業，掃瞄時
也可能影響效能。  

調查

根源分析 √ √
MDR 團隊會利用端點的資料來產生一份根源分析報表，顯示攻擊的
入侵管道 (電子郵件、網站、USB 等等)、逗留時間、擴散情形，以及攻
擊的影響。

衝擊分析 √ √
每當客戶環境內發現新的威脅或入侵指標 (IOC)，就會跟 Metadata 
資料庫進行比對來查看該檔案是否出現在任何受保護的系統上，以及
還有哪些其他系統可能已遭入侵。

事件優先次序判斷 √ √
MDR 團隊會利用其威脅知識以及客戶分享的環境資料來判斷哪些警
示和威脅必須優先處理。此外，針對客戶指定的高價值端點所受到的威
脅，該團隊也將優先處理。

回應

與 MDR 分析師聯繫 √ √ 客戶可向 MDR 資安分析師詢問進一步細節或釐清報告內容。

威脅回應 √ MDR 團隊將盡其所能提供詳細的矯正選項，可能的話，甚至提供客製 
化清除工具來協助客戶從事件中復原。

高階主管摘要 每季 每月 每季
MDR 團隊將提供一份高階主管摘要，說明過去某段時間內所提供的各項
服務，如：入侵指標掃瞄、警示處理等等。

©2018 年版權所有。趨勢科技保留所有權利。趨勢科技為網路資安

解決方案全球領導廠商，致力建立一個安全的資訊交換世界。我們專

為消費者、企業及政府機構設計的創新解決方案，能為資料中心、雲

端環境、網路、端點裝置提供多層式安全防護。如需更多資訊，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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