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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R 如何改变威胁情报
数字化转型对于任何企业的好处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新技术的运用导致攻击面扩

大，攻击者变得无处不在，因此也为数字化转型埋下了安全隐患。随着云计算、自动化和

人工智能逐渐成为主流技术，我们所面临的环境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攻击者在这

种环境下只需极少的人工干预即可开展规模空前的攻击活动。如今，威胁执行方每隔 39 秒

便会对计算机实施一次攻击。1 Cybersecurity Ventures 的一份报告预测，截至 

2021 年，企业将每隔 11 秒遭受一次勒索软件的攻击。2 这种情况仅仅是因为攻击者很

好地利用了机器高速的优势。

1.“Hackers Attack Every 39 Seconds”，Security Magazine，2017 年 2 月 10 日，https://www.securitymagazine.com/articles/87787-hackers-attack-every-39-seconds。
2.“Global Cybercrime Damages Predicted To Reach $6 Trillion Annually By 2021”，Cybercrime Magazine，2018 年 12 月 7 日，https://cybersecurityventures.com/cybercrime-damages-6-trillion-by-2021。

https://www.securitymagazine.com/articles/87787-hackers-attack-every-39-seconds
https://cybersecurityventures.com/cybercrime-damages-6-trillion-by-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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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响应人员
事件响应人员比较关心如何进行损失控制。他们会寻找可能存在的
漏洞，如果发现漏洞证据，他们便会展开调查并阻止漏洞传播。由
于漏洞的敏感性，事件响应人员需要仔细记录全部证据并与所有利
益相关者进行分享。事件响应人员可以使用 EDR 来消灭终端主机漏
洞，此类工具能够有效阻止漏洞传播。他们与防火墙管理员合作，
部署在网络级别阻止漏洞传播的策略。他们高度依赖外部威胁情报
以掌握攻击者的大致情况和惯用技术，从而自信且精准地实现漏洞
响应。

因此，事件响应人员在应对以下问题时将面临挑战：

•  知识传授，团队之间缺乏协作将导致出现安全漏洞。

•  案例管理，因为通用案例管理不适用于安全用例，会导致
效率低下并生成不良文档。

•  缺少威胁情报，由于许多事件响应人员被迫使用手动、有
缺陷的流程获取外部威胁情境，从而造成响应延迟并产生
风险。

事件响应人员需要：

•  获得完整的安全案例管理功能，以便详细记录发现的漏洞
并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开展实时协作，同时为整个企业提供
漏洞预防和隔离措施。

•  收集威胁情报，以便提供有关攻击者及其攻击动机的更深
层次情境。

缺少协作
知识传授方面的巨大差异将

造成沟通障碍

案例管理不足
缺乏以安全为中心的案例管理

将导致效率低下

缺少威胁情报
缺少对现实世界外部情境的认知，
无法对警报进行优先级排序

图 2：事件响应人员面临的挑战

警报激增
警报数量过多，没有足够的

人员进行处理

时间不足
在运用多种工具，经过多道流程且
有大量人员参与的情况下存在大量

重复性工作和手动操作

情境有限
针对威胁的调查和响应工作
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成

图 1：SOC 分析人员面临的挑战

企业如何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在保证业务不发生中断的前提下，
想要对整个企业实施安全保障并维持健康的安全态势变得越发困
难。此时，安全运营中心 (SOC) 将发挥重要作用。SOC 团队负责综
合运用集成的安全技术、简化的流程和人工力量来检测、调查和响
应高级网络威胁，以便应对从四面八方袭来的多种挑战，从而紧跟
科技发展的步伐。

可惜的是，由于缺乏网络安全技能、大量警报的准确率偏低、众多
安全工具相互孤立，以及缺少对外部威胁情境的认识，导致各种规
模的安全团队不堪重负，无法充分发挥作用。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我们首先需要打破 SOC 的内部工作模式，并切实了解目前的情况。
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体会到 SOC 团队所面对的艰难局面，并开始
采用可行的解决方案。

在大型组织中，成熟的安全运营团队通常拥有众多职能。而只要设
立这三个主要职能即可实现高效安全运营：SOC 分析人员、事件响
应人员和威胁分析人员。

SOC 分析人员
SOC 分析人员每天监控的内部警报数量可达数千个，这些警报或利
用安全信息和事件管理 (SIEM) 技术提供，或来自端点检测和响应 

(EDR) 系统，有时也通过数百个其他内部安全工具提供。他们作为
企业的安全卫士，需要对大量安全事件进行检测、调查，然后找出
引发安全事件的根本原因并进行快速响应。SOC 分析人员将使用检
测工具对网络进行持续监控，实时识别并调查潜在威胁。一旦他们
识别到潜在威胁，还需要将这些威胁记录在案并与其他利益相关者
分享建议采取的措施。

以上说明表示 SOC 分析人员通常需要应对以下困难：

•  警报疲劳：每个企业平均每天会收到 11,000 多条安全警
报3，但显然没有足够的人员可以处理这些安全警报。

•  缺少时间：一些重复性的工作、手动操作和管理任务耗时
太久。对于分析人员而言，缺少一些必要工具的集成，这
会减缓各个流程阶段的处理速度。 

•  情境有限：通常来说，针对威胁的调查和响应工作需要几
天时间才能完成。安全工具无法为警报或警报与环境之间
的相关性提供足够的情境，这就需要分析人员将这些信息
手动组合到一起。

要克服这些问题，分析人员需要：

•  自动化处理每日任务，以便他们集中精力解决关键问题。 

•  与其余团队成员开展实时协作，以便可以保持信息同步并互相了
解情况。 

•  借助威胁情报提供所需情境，帮助他们了解威胁的相关性和潜在影响。

3. 以 Forrester Consulting 咨询公司代表 Palo Alto Networks 接受委托，于 2020 年 2 月开展的一项研究为依据。截至本文档发布之际，此报告尚未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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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将威胁情报付诸行动高度依赖于手动操作和其他团
队，因此导致采取行动时困难重重。

威胁情报分析人员需要：

•  完全掌控威胁情报来源指标，以便根据他们所处的环境和
业务需求建立自己的工作逻辑和声誉。

•  与其他团队开展合作，以便运用丰富的情境和最新研究成
果武装自己。

•  拥有强大的记录本领以记录他们的发现。

缺少控制
手动调整和评估 IOCS 

的分数

孤立的工作流程
在运用多种工具，有大量人员参与
并经过多道流程后，事件和威胁

情报遭到破坏

难以操作
将威胁情报付诸实践高度依赖
手动操作且具有重复性

图 3：威胁分析人员面临的困境 

图 4：SOC 中典型的一日工作流程概览

威胁情报分析人员/计划
威胁分析人员可以识别出未在网络中发现的组织潜在风险。他们会
结合多个来源中的外部威胁情报来源与人工情报以提供潜在威胁的
情境。系统网络安全协会 (SANS Institute) 近期开展的一项调查显
示，49.5% 的组织均成立过某类威胁情报团队或设立过相应的计
划，这些团队或计划拥有自己的专属预算和人员配备。4 这也越发能
够证明威胁情报分析人员的重要性，他们可以帮助组织识别攻击
者，并揭露攻击的动机、所用技术和攻击过程。威胁情报团队将他
们对特定攻击的发现以及更全面的威胁形势报告传递给 SOC 和事件
响应团队，以便制定出更好的预防措施。 

威胁情报分析人员面临如下困境：

•  对威胁情报来源缺少控制，迫使分析人员手动调整和评估
威胁指标 (IOC) 的分数以匹配所面临的环境。

•  孤立的工作流程会导致沟通不畅，使事件响应与多种威胁
情报工具、多个团队以及多道流程之间的配合缺乏默契。

4.“2020 SANS Cyber Threat Intelligence (CTI) Survey”，SANS Institute，2020 年 2 月 11 日，https://www.sans.org/reading-room/whitepapers/threats/paper/39395。

https://www.sans.org/reading-room/whitepapers/threats/paper/3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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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优先级的威胁，从而以正确的方法在整个企业范围内做出正确的
响应。

Cortex XSOAR 在行业首个扩展安全编排、自动化和响应平台中统
一案例管理、自动化、实时协作和本地威胁情报管理。

采用 SOAR 实现自救
对于这些团队来说，存在一个基本的主题：他们都需要自动化、案
例管理、实时协作，以及与威胁情报建立密切联系的功能。许多 

SOC 通过安全编排、自动化和响应 (SOAR) 平台管理所有来源的警
报，使用剧本对流程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自动响应所有安全用例，
但是在威胁情报管理方面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安全团队仍然需要依靠孤立的威胁情报平台 (TIP) 提供对外部威胁
的可视性，然而 TIP 未能兑现其诺言，因为安全团队难以对杂乱无
序的威胁来源中的相关指标采取自动化措施。行业分析人员已经意
识到这一问题，他们指出需要将 SOAR 与 TIP 加以融合，并为此提
供相关指导。TIP 将多种情报来源汇总到一起的做法只是增加了复
杂程度，并没有提供现实世界中的情境或采取快速可信的措施所需
的自动化。穷则变，变则通。

我们需要一个扩展的 SOAR 平台
具有本地威胁情报管理功能的 CortexTM XSOAR 恰好可以实现这
一要求。威胁情报管理功能作为可扩展 Cortex XSOAR 平台的一
部分，可以通过统一威胁情报汇总、评分以及与受剧本驱动的自动
化分享的方式定义新的方法。安全领导者可以使用此功能立即洞察

370+

自动化与编排 实时协作

剧本驱动的自动化

案例管理 威胁情报管理

威胁情报来源警报

SIEM

SIEM

第三方工具

Cortex XDR 邮件

工具 人员 API

其他来源 ISAC          开源       Premium  AutoFocus

AF

完全掌控 强化事件响应 可行情报

 
完全掌控威胁情报来源 通过剧本驱动的自动化弥补情报与

行动之间的不足
通过强化每个工具和流程做出
更明智的事件响应决策

 图 7：威胁情报管理的优势

图 6：Cortex XSOAR 剧本驱动的自动化

SIEM SOAR 现有威胁情报平台警报 APIs

图 5：典型的 SOAR + TIP 孤立式部署

借助 Cortex XSOAR 可以实现下列目标：

•  使用自动化剧本免去手动任务，从而汇总、解析、去重并管理多
个威胁情报来源中的数百万个每日指标。轻松扩展和编辑 IOC 评
分。查找具有与您的特定环境最相关的指标的提供商。

•  通过对第三方威胁情报与内部事件进行分层来揭示关键威胁，从
而对警报进行优先级排序并做出更明智的响应决策。借助 Palo 

Alto Networks AutoFocusTM 服务提供的高精度内置威胁情报
加强调查。利用精选威胁情报提供的情境增强所有检测、监控或
响应工具的功能。

•  采取自动化措施立即切断企业中的威胁。通过在内部团队和受信
任的组织之间轻松共享威胁情报来扩大调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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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事件优先级
安全分析人员需要处理从数百个多源情报来源中收集的数百万个
指标。这些指标无法提供分析人员做出明智决策、采取行动以及
自信且精准地做出响应所需的情境。可供使用的工具无法处理海
量指标，分析人员最终不得不根据其所处环境重新确定指标的优
先级。具有本地威胁情报管理功能的 Cortex XSOAR 为分析人员
提供了完全掌控力和灵活性，可以将任何业务逻辑纳入他们的评
分中。与 370 多家供应商的内置集成支持分析人员在使用指标时
实时做出反应。

数百个来源每天报告
数百万个指标

大量 IOC
指标无法提供分析人员做出明智
决定并采取行动所需的情境

缺少情境
检测工具能处理的威胁情报数据
数量有限，并且需要不断对指标

重新进行优先级排序

情报数据越来越多

 

 图 9：孤立的情报工具面临的挑战

图 10：使用 Cortex XSOAR 前后的情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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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威胁情报强化与优先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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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例包括网络钓鱼、安全操作、事件警报处理、云安全编排、漏
洞管理和威胁搜寻。

未来的 SOAR 具备本地威胁情报管理功能，团队可以利用 SOAR 消
除安全运营与威胁情报功能之间的隔阂。如果这些功能在一个平台
上同时提供，SOC 分析人员、事件响应人员和威胁情报团队即可联
合起来统一对抗高级攻击对手、优化沟通方式、提升效率并了解相
关见解。 

Cortex XSOAR 借助行业首个扩展 SOAR 平台重新定义编排、自动
化和响应，该平台提供自动化、编排、实时协作、案例管理和威胁
情报管理功能，使安全团队能够跟上目前和未来攻击者的步伐。 

在线访问我们以详细了解有关 Cortex XSOAR 的信息。
广泛的 Cortex XSOAR 用例
开放且可扩展的 Cortex XSOAR 平台可以应用于广泛的用例，甚至
可以应用于 SOC 或安全事件响应团队范围之外的流程。一些最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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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在 SOC 中使用 Cortex XSOAR 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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