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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tex XDR
消除检测和响应的安全隔阂
安全团队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从勒索软件到网络间谍活动，从无文件攻击到具有破坏 

性的数据泄露。然而，对于大部分安全分析师而言，令人头痛的并不是那些霸占新闻头条、数量

无穷无尽的风险，而是每天不得不去做的重复性任务，比如分类事件和尝试减少不断产生的积压

警报。

本白皮书介绍了安全分析师所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包括海量的警报以及复杂的调查流程，就算

是最成熟的安全运营中心 (SOC)，也会被这些事情所困扰。随后，本白皮书提出了一个框架：在

安全运营的每个阶段利用 Cortex XDR 进行检测和响应。随着恶意软件、针对性攻击的不断加强

以及内部人员滥用情况的不断恶化，以 Cortex XDR 为代表的工具将成为消除威胁、简化运营的

秘密武器。



2Cortex XDR by Palo Alto Networks | Cortex XDR | 白皮书

腹背受敌的分析师
当今的安全团队同时面临着两个巨大的挑战：永不停歇的攻击以及无穷无尽的警报。安全团队的成员非常明白，攻

击发起者会不断地进行攻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为减少被入侵的可能性，安全团队经常会层层部署安全防护，然

而这些工具也会产生大量的警报 - 平均每周 11,000 条警报。1

为了能够跟进所有的警报，分析师经常采用一种亡羊补牢的方法，每天都尽可能多地将警报进行分类。由于这些警

报经常缺乏调查所需的必要情境，分析师们不得不将大量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获取更多详细信息中。由于充斥着不准

确和不完整的警报，53% 的安全团队只能审核收到的不到一半的警报，2这提高了数据泄露的风险。

在不当的位置搜索威胁
攻击趋势的不断上升促使不同规模的企业都采用了检测和响应。为了满足这一新生需求，IT 安全行业引入了一系

列相互独立的工具，比如端点检测和响应 (EDR)、网络检测和响应 (NDR) 以及用户行为分析 (UBA)。但是，这些

孤立的工具提供的活动视野非常狭隘，并且需要数年的专业经验才能使用。配置这些工具的安全团队会承担在不同

位置部署和维护新网络传感器以及端点代理所产生的成本。

另一方面，未部署检测和响应的企业很可能会忽略隐蔽的攻击，如高规避性恶意软件、恶意内部人员以及针对性攻

击。这是因为高级攻击通常不使用传统的威胁指标 (IOC)，比如攻击签名或恶意域。要检测这些威胁，唯一的方法

是利用机器学习和分析，检查一段时间内横跨多个数据源的活动，并非仅检查警报。

人工调查会延长攻击者的停留时间
检测出攻击仅仅代表成功了一半。分析师还必须调查警报以详细了解“攻击者、攻击类型、攻击时间、攻击原因和

攻击手段”，并进行评估从而确定需要采取的操作。遗憾的是，当今的许多安全工具仅显示高级别的警报，以及有

限的用户、端点、网络、应用和威胁情报信息。而对于调查和响应来说，这些高级警报很少提供所有需要的情境。

结果，为了清楚地了解攻击，分析师不得不辗转于控制台间并手动将数据拼接在一起。例如，为调查网络警报，分

析师必须通过艰难的分析和关联，才能识别与每个事件关联的端点、网络活动和用户。使用当今复杂且孤立的工

具，只有专家才能在调查的迷宫中找到方向。

1. “The State of Security Operations Report, 2021,” Forrester， 
https://www.paloaltonetworks.com/resources/research/state-of-secops-forrester-consulting-study。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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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安全分析师的重重负担

https://start.paloaltonetworks.com/the-state-of-soar-report-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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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工具很少共同发挥作用，分析师很难协调所有实施点间的响应。

他们必须提交票据或要求其他团队成员更新安全策略，而不是快速阻截攻

击，前者通常需要花费数日或数周的时间。因此，企业平均需要 207 天

识别入侵并需要 73 天进行控制就不足为奇了。3同时面临的还有网络安全

专家的缺乏，团队需要消除安全隔阂并简化事件的响应，否则将很难阻止

网络攻击得逞。

需求有哪些
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来解决当今的安全运营挑战，这种方法应该能够简

化安全运营的每个阶段，包括检测、威胁搜寻、处理、调查以及响应。这种新方法还需要三个集成的功能，共同生

效以降低风险并简化运营：

• 强大的威胁防护：高效的防护让您无需手动验证，便可实时或近乎实时地自动阻截 99% 以上的攻击。您需要将

所有数字资产包含在内的一致、相互协调的防护。

• AI 和机器学习：随着收集到的数据量不断增加，您的分析师不应为了识别威胁而被迫手动分析或关联这些数

据。您需要机器学习和分析来了解企业的特点，并形成预期行为的基线从而检测复杂攻击。

• 自动化：为了快速确认攻击，分析师需要包含大量可调查详细信息的可操作警报。同时，他们应该无需多年的经

验，也可轻松了解攻击的根本原因。

在包括网络、端点和云在内的所有关键资产中协调这三种集成功能，您将有能力防御日益复杂的威胁。

Cortex XDR 扩展检测和响应
Cortex® XDR™ 是业界首款集成网络、端点、云和第三方数据，从而阻止复杂攻击的扩展检测和响应平台。Cortex 

XDR 的设计初衷是帮助像您这样的企业为数字资产和用户提供保护，同时简化运营。通过行为分析，该产品能够

图 2： 不断升高的 MTTI 和 MTTC

3. “2020 Cost of a Data Breach Study,” Ponemon Institute，2020 年 7 月，https://www.ibm.com/downloads/cas/861MNW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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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关键的集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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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bm.com/downloads/cas/861MNWN2
https://www.ibm.com/downloads/cas/861MNWN2
https://www.ibm.com/downloads/cas/861MNW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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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将您的网络作为目标的未知和高规避性的威胁。机器学习和 AI 模型可发现任何来源的威胁，包括托管和未托

管的设备。

Cortex XDR 通过提供每个警报的完整信息，帮助您加快调查速度。该产品将不同类型的数据整合到一起，揭示警

报的根本原因和时间线，让分析师不论经验如何都能执行分类。与执行点紧密集成可以让您对企业中任何位置的威

胁做出响应，或者轻松将主机恢复至干净状态。

通过 Cortex XDR，您可以使用现有的网络、端点和云安全作为传感器和实施点，从而无需部署新软件或硬件。要

使用 Cortex XDR，只需一个数据源，但要享受数据拼接和分析带来的好处，就需要多个数据源。通过将所有的数

据存储在一款可扩缩且安全的基于云数据存储库，您可以避免在本地配置繁琐的日志基础架构。

Cortex XDR 在安全运营的各个阶段为您提供保护
攻击者的方法不断地推陈出新。为了领先于他们，安全团队必须实施可重复的流程，以最佳防护主动阻截攻击，同

时发现并阻止活动的威胁。Cortex XDR 为您提供了相关工具，从而完成这四个迭代步骤：

1. 自动防御威胁

2. 准确检测

3. 快速调查

4. 智能响应

这个框架提供在目前和将来保护企业所需的一切。

实现闭环的防护、检测以及响应

防护已知和未知的威胁，同时获得完整的可视性

严密的安全防护源于强大的预防。为此，Cortex XDR 提供一流的防御措施，以阻止漏洞利用、恶意软件、勒索

软件和无文件攻击。轻量级 Cortex XDR 代理专为最大限度地减少端点影响而设计，可在阻止攻击的同时，为 

Cortex XDR 收集事件数据。

Cortex XDR

网络 端点 云 第三方数据

VM-
Series

NGFW GP

图 4： 利用 Cortex XDR 分析多个来源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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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tex XDR 代理提供完整的防御堆栈，从最广泛的漏洞利用防护模块入手，阻

止漏洞利用，以免导致恶意软件感染。每个文件都将接受自适应 AI 驱动的本地分

析引擎的检查，该引擎无时无刻都在学习应对新型攻击的技术。行为威胁防护引

擎会检查多个相关进程的行为，从而发现进行中的攻击。

通过结合多种防御方法，新一代防病毒 (NGAV) 解决方案在端点保护的能力方面

尤为突出。它与恶意软件防护服务 Palo Alto Networks WildFire® 集成，从而

分析云中的可疑文件并与所有的 Palo Alto Networks 安全产品协调防护。您可

以在端点中快速部署统一的云交付代理，从而立即开始阻截高级攻击并收集用于

检测和响应的数据。

安全管理 USB 设备

尽管提供了从备份存储到外围支持的广泛功能，USB 设备也可能带来风险。当用户无意中将恶意闪存驱动器、键

盘或网络摄像头连接到计算机，或将机密数据复制到备份磁盘驱动器时，所在的企业会面临攻击。Cortex XDR 

包含功能强大的设备控制模块，让您可以保护 USB 访问，无需在您的所有主机上安装其他端点代理。您可以根据 

Active Directory® 组和组织单位分配策略，按设备类型限制使用，并按供应商、产品和序列号分配只读或读/写

策略例外。利用该设备控制模块，您可以轻松管理 USB 访问，并缓解基于 USB 的威胁，让自己高枕无忧。

使用主机防火墙和磁盘加密保护端点数据

集成主机防火墙和磁盘加密功能后，您可以降低安全风险并满足法规要求。Cortex XDR 主机防火墙使您能够控制 

Windows® 或 macOS® 端点上的入站和出站通信。此外，您还可以通过创建磁盘加密规则和策略在端点上应用 

BitLocker® 或者 FileVault® 加密或解密。Cortex XDR 提供对使用 BitLocker 或 FileVault 加密的端点的完全可

视性，并列出所有加密的驱动器。借助主机防火墙和磁盘加密，您可以集中管理 Cortex XDR 中的端点安全策略。

通过主机洞察获得前所未有的可视性和快速响应

保护端点首先要清楚地了解所有端点设置和内容，并了解您的风险。确定威胁后，您需要快速阻止它，并确保其没

有传播到多个端点。

主机洞察是 Cortex XDR 的附加模块，通过它您可以获得所有这些功能乃至更多功能。主机洞察结合了漏洞评估、

应用和系统可视性以及强大的搜索和销毁功能，可帮助您识别和遏制威胁。主机洞察为端点可视性和攻击控制提供

了一种全面的方法，有助于减少您面临的威胁，从而避免将来的违规行为。

图 5： 自动防御恶意软件、漏洞利用和无文件攻击

侦察保护 深度网络检查引擎 基于技术的漏洞利用防御 威胁情报 基于 AI 的本地分析 基于云的分析 恶意进程防御 勒索软件防护 行为威胁防护

通过分析端点事件链
阻止攻击

阻截勒索软件阻止基于脚本的威胁检测高级未知威胁防御未知威胁根据通过 WildFire 
收集的情报防御已知威胁

通过技术阻止漏洞利用，
包括内核漏洞利用

阻止已知的网络攻击防御漏洞利用工具包
使用的漏洞分析方法

+ + + + +

执行前 云 执行后

2020 年端点保护和响应测

试中，AV-Comparatives 

将 Cortex XDR 评为战略

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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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洞察包括以下功能：

• 搜索和销毁可让您即时找到并消除所有端点上的威胁。这个功能十分

强大，可以对您托管的 Windows 端点上的所有文件建立索引，以便

您扫描整个企业，实时查找并删除恶意文件。精细的设置允许您排除

特定主机上的文件和目录。

• 主机清单可以帮助您全面掌握关键 Windows 主机设置和文件，从而

帮助您识别安全缺口，提高防御能力。您可以查看有关用户、组、应

用、服务、驱动器、自动运行、共享、磁盘和系统设置的信息。通过

将所有主机详细信息集中到一处，您可以在了解额外的主机情境的条

件下快速识别安全问题并加快调查。

• 漏洞评估为您提供对漏洞暴露和所有端点当前补丁级别的实时可视性，以确定风险缓解的优先级。Cortex XDR 

揭示您的 Linux 和 Windows 端点上的漏洞，凭借的是 NIST 国家漏洞数据库和 Microsoft 安全响应中心提供

的最新严重性信息。您也可以查看安装在您的端点上的 Microsoft Windows 知识库 (KB) 更新。

搜索并销毁 主机清单 漏洞评估

Host Insights module

图 6： 主机洞察模块

图 7： 包含最新 CVE 数据的漏洞表

https://nvd.nist.gov/vuln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m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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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行为分析和 AI 自动检测攻击

Cortex XDR 通过分析和机器学习发现隐蔽的攻击，让团队减少驻留时间并快速控制威胁。Cortex XDR 从分析获

取自任意数据源的大量数据开始，为您提供完整的可视性并消除盲区。它将收集自网络、端点和云资产的数据拼接

在一起，让检测攻击更加准确同时简化调查。

Cortex XDR 跟踪着 1,000 余个行为维度，包括那些几乎无法从传统威胁日志中确定的属性。之后，通过利用以下

方式分析用户和设备行为：

• 无监督的机器学习：Cortex XDR 为用户和设备行为设定基线，执行对等组分析并将设备集群到相关行为组中。

根据这些分析，Cortex XDR 检测出与过去行为和对等行为比较出的异常，从而检测出恶意活动，比如恶意软件

行为、命令和控制、横向移动和泄露。

• 有监督的机器学习：Cortex XDR 监控着网络流量的多个特征，从而按照类型分类每个设备，例如 Windows® 

计算机、Apple iPhone® 或漏洞扫描程序。Cortex XDR 还可以了解哪些用户是 IT 管理员或普通用户。通过有

监督的机器学习，Cortex XDR 可以根据用户或设备的类型识别与预期行为的偏差，从而减少误报。

通过身份分析锁定基于用户的威胁

利用 Cortex XDR 身份分析附加组件，您的团队可以检测传统工具无法检测到的危险和恶意用户行为。身份分析通

过检查一段时间内的大量数据（包括身份验证、端点、网络、云和威胁日志）来分析用户行为。身份分析可以将当

前用户行为与既定基准进行比较，从而以极高的精度精确捕捉凭据窃取、暴力破解和“不可能完成的旅行”之类的

攻击。利用基于云的分析和指标不断改进检测算法，以确保身份分析能够胜过快速变化的攻击者。身份分析警报会

自动与其他警报划分到一起，以显示攻击的逐步分析。

使用自定义规则发现规避性威胁

通过自定义规则，您的安全团队可以识别您关注的威胁以及针对您最敏感资产的攻击。虽然 Cortex XDR 可以基于 

IoC 触发警报，例如基于恶意软件哈希，但它也可以使用自定义规则揭露特定的攻击者策略、技术和过程 (TTP)，

这也就是所谓的威胁行为指标 (BIoC)。对于高级检测，关联规则可以帮助您使用 Cortex XDR 强大的 XQL 查询语

言精确定位来自一个数据集或多个数据集的复杂行为组合。关联规则能够识别系统和应用的滥用，并检测没有利用

规避技术的零日攻击，确保即使攻击者操纵了恶意软件名称、哈希值和 IP 地址，仍然能检测出威胁。

图 8： Cortex XDR 的行为分析架构

攻击检测算法

恶意软件 横向扩散 泄露

当前行为 时间分析 对等分析 实体分析

• 用户活动
• 设备活动

• 过去的用户活动
• 过去的设备活动

• 用户和设备活动的
   对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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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

数据

Palo Alto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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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进程、文件、网络和注册表信息等多种参数，您的分析师可以定义规则。500 余条预定义规则能够开箱即用

地检测大范围的威胁，其中包含持久性、篡改、权限提升和横向移动。这些检测功能全天候工作，让您安枕无忧。

搜寻威胁和搜索 IoC

不论分析师执行独立的搜索，还是从调查中进行延伸，威胁搜寻在安全运营中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搜索查

询，您的团队能够通过搜索特定主机、文件、进程、注册表更新、网络连接等内容发现可疑活动。查询可以非常精

确，如“主机中特定进程对特定文件进行了哪些更改？”，也可以比较模糊，例如“展示域中正在运行的所有进

程。”您的安全团队无需学习新的查询语言，便可搜索攻击行为和传统的 IoC。分析师能够过滤结果，减少需要检

查的事件数并揭露隐藏的威胁。高级威胁搜寻专家可以使用通配符和正则表达式执行复杂的查询，汇总并可视化搜

索结果，并使用 XQL 搜索在其所有数据中进行搜索。通过将威胁情报与完整的网络、端点和云数据进行协作，您

的团队能够在几秒钟之内便发现过去的攻击或揭露正在发生的事件。

Cortex XDR 检查的数据
Cortex XDR 会分析由 Palo Alto Networks 物理和虚拟新一代防火墙以及 Prisma® Access 收集的流量日志、增强型应用日志以及威胁日

志中的协议级元数据。它还可以检查 Cortex XDR 代理、第三方警报和日志数据中的端点数据。通过基于数百个行为维度（包括连接频率、

流量来源和目标位置、使用的协议等）构建配置文件，Cortex XDR 可以了解用户和设备的预期行为。Cortex XDR 还可监控内部流量以及

从客户端和服务器到 Internet 的出站流量。

会话级数据

防火墙流量日志可提供剖析用户和设备行为时所需的元数据，包括：

• 源 IP、目标 IP、源端口和目标端口

• 发送和接收的字节数

• 连接持续时间

• 包含 DNS、HTTP、DHCP、RPC、ARP、ICMP 等事务级数据

的增强型应用日志

• App-ID™ 技术中的应用详细信息

用户数据

Cortex XDR 分析网络流量和端点数据以提取用户情境，例如：

• 登录用户 

• 计算机的典型用户 

• 创建发起通信的进程的用户 

• Directory Sync 中的用户组和组织单位

• 来自 Okta、Azure Active Directory、PingOne、 

PingFederate、Kerberos 和 Windows 事件日志的身份验证

事件 

云数据

Cortex XDR 可以从以下来源收集全面的云日志：

• Prisma Access 和 VM-Series 

• Google Cloud Platform 和 Google Kubernetes Engine (GKE)

• Amazon CloudWatch 和 AWS CloudTrail

• Amazon Elastic Kubernetes Service (EKS)

• Azure Kubernetes Service (AKS)

端点数据 

Cortex XDR 分析所有的端点活动，包括： 

• 文件创建、删除和更新

• 文件哈希值

• 文件路径

• 进程名称

• 注册表更改

• CLI 自变量、RPC 调用和代码注入

• 硬件事件（如 USB）

• 事件日志操纵

• Cortex XDR 代理安全警报

• WildFire 恶意软件判定

主机数据

Cortex XDR 通过跟踪以下数据识别计算机：

• 主机名 

• MAC 地址

• 操作系统

数据保留

• 至少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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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据集成和自动化将调查速度提升 8 倍

为了加快对威胁的分类和分析，团队应该可以轻而易举地对情境进行充分调查。Cortex XDR 提供了数个关键功

能，从而加快警报分类和事件响应。独特的事件管理视图对相关警报进行分组，以描述攻击的所有元素，包括受影

响的主机和用户；威胁情报细节；以及事件中涉及的域、IP 地址和进程等关键项目。警报分组和复制功能将需要

审查的单个警报的数量减少了 98%，缓解了警报疲劳。事件评分允许您对高风险事件进行排名和划分优先级，将

精力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面。您的团队可以排序、筛选或导出事件和警报。只需单击一下，就可以调查来自任意来

源的警报，并立即了解相关的根本原因、声誉和事件序列，降低验证威胁所需的经验。

最终，利用以下分析视图，您的团队可以回答由任何事件产生的问题：

• 根本原因分析视图：已申请专利的特有分析引擎持续地检查数十亿个事件，从而识别出每个威胁背后的事件链。

它将攻击序列可视化为根本原因，并提供序列中每个元素的必要详细信息，使复杂的攻击变得易于理解。您的分

析师无需手动关联事件或在控制台之间进行切换，便可立即看出哪些端点进程与网络或云安全警报有关。

• 时间线分析视图：所有攻击活动的证据时间线为事件调查提供可操作细节，让分析师可以在几秒钟内确定范围、

影响和后续步骤。信息警报让复杂事件易于理解，而 MITRE ATT&CK® 可视化显示了在事件中观察到的所有攻

击者策略和技术。

Cortex XDR 将团队从积压的警报以及困难、耗时的分析中解放出来。此外，还通过直观、可视、情境驱动的工具

简化警报分类和事件调查。曾经需要数小时、数天甚至数周的分析现在可以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内完成，并且无需

专门的专业知识。

响应威胁并做出调整

在识别出威胁后，您需要尽快进行处理。Cortex XDR 让您的安全团队能够通过一个控制台立即消除网络、端点和

云威胁。您的团队可以通过与执行点的紧密集成，快速阻止恶意软件的扩散，限制来往于设备间的网络活动，以及

更新恶意域等威胁防御列表。

图 9：Cortex XDR 显示警报根本原因和关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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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灵活的响应选项快速消除威胁，这些选项能够：

• 隔离端点，通过禁用受入侵端点中的所有网络访问，只允许 Cortex XDR 管理控制台的流量通过，避免这些端点

与其他端点通信或将其感染。

• 终止进程，阻止所有正在运行的恶意软件继续在端点中执行恶意活动。

• 阻截给定文件的额外执行，在策略中将其添加到黑名单。

• 隔离恶意文件，如果 Cortex XDR 代理没有隔离文件，则隔离这些文件并从工作目录中移除。

• 检索特定文件，针对正在调查的端点中的文件，以便进一步分析。

• 通过实时终端直接访问端点，获取业内最灵活的响应操作以运行 Python®、PowerShell® 或系统命令或脚本；

审查和管理主动进程；查看、删除、移动或下载文件。您的团队还可以在实时环境中终止或删除任意主机上的进

程，同时在工作时进行全面审核。这样，最终用户能够在无中断或停机时间的情况下持续工作，同时消除威胁。

• 利用开放式 API 集成第三方管理工具、实施策略并从任何位置收集代理信息。

• 与 Cortex XSOAR 进行集成，以实现安全编排、自动化和响应。您的团队可以与 Cortex XSOAR 共享事件数

据，以实现跨越 450 多个第三方工具的自动化、剧本驱动的响应。Cortex XSOAR 剧本可以在 Cortex XDR 中

自动提取 Cortex XDR 事件、检索相关警报并更新事件字段作为剧本任务。

• 执行任何基于 Python 的脚本，通过 Cortex XDR 管理控制台或 Cortex XSOAR 等编排工具即可实现。开箱即

用型脚本可以让您的团队更轻松地利用此强大功能。

• 快速查找并删除文件，在企业中使用搜索和销毁功能即可为端点文件建立索引。

• 根据补救建议将主机还原为干净状态。补救建议可以通过推荐后续步骤并允许您解决事件中识别到的所有活动来

简化响应。通过删除恶意文件和注册表项，以及恢复损坏的文件和注册表项，可以从攻击中快速恢复，无需重新

创建映像或构建自定义脚本。

图 10：Cortex XDR 实时终端任务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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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管理、报告、分类和响应

Cortex XDR 将端点策略管理、检测、调查和响应集中到一个基于 Web 的管理控

制台，从而提供无缝式平台体验。您可以使用定制仪表板快速评估安全状态，并

使用可根据需要计划或生成的图形报告来总结事件和跟踪安全趋势。您也可以从

中心位置轻松部署和升级 Cortex XDR 代理。

Cortex XDR 不断地发展自身，从而预测威胁并领先于攻击者。它可以与业界最

全面的恶意软件分析服务 WildFire 集成，以识别恶意软件。作为云原生应用， 

Cortex XDR 可以利用来自社区的发现来识别攻击者的最新策略，并提高检测 

精度。

利用 Forensics 加速事件响应

Cortex XDR Forensics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分类和调查解决方案，您可以利用它在单一控制台实现证据审查、威胁

搜寻和损害评估。Cortex XDR Forensics 附加模块凭借其深度的数据收集，可以提供大量取证项目的即时访问，

帮助您确定攻击的来源，以及事件发生期间哪些数据（如果有）受到了访问。作为一款端到端解决方案，它可以在

事件响应的各个步骤中给予您帮助：数据收集、分析、威胁搜寻和补救。由事件响应者为事件响应者贴心设计，简

化了调查方式，因此您可以跟踪攻击者的每个动作，通过 Cortex XDR 控制台快速实现威胁控制，无需在各种安全

工具间进行切换。

借助托管威胁搜寻实现高枕无忧

Cortex XDR 托管的威胁搜寻提供来自世界一流威胁搜寻专家的全天候监控，是业界首个跨集成端点、网络和云数

据运营的威胁搜寻服务。我们的 Unit 42™ 专家为您发现高级威胁，如国家资助的攻击者、网络罪犯、恶意内部人

员和恶意软件。为了检测隐藏在您的企业中的攻击者，我们的搜寻专家梳理 Palo Alto Networks 和第三方安全解

决方案中的大量数据。

详细的威胁报告揭示了攻击的工具、步骤和范围，因此，您可以快速根除对手，而影响报告可以帮助您在新威胁出

现之前领先一步采取措施。

Cortex XDR 提供最佳的综合保护和检测分数，在 

MITRE ATT&CK 第 3 轮测试中取得了 100% 威

胁预防和 97% 可视性的优异成绩。

图 11：IP 视图 - 关于 IP 地址的可操作详细信息和调查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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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部署的一线希望
因为 Cortex XDR 是基于云的应用，因此无需部署附加的本地软件和硬件。它使用您现有的 Palo Alto Networks 

产品，包括 Cortex XDR 代理，作为传感器和执行点，以简化安全操作。从您的 Palo Alto Networks 基础架构中

收集的数据存储在 Cortex XDR 平台中，该平台可提供高效的日志存储，可扩展为处理检测和响应所需的大量数

据。您可以快速部署 Cortex XDR，避免设置新设备的耗时流程。

Cortex XDR 代理可以轻松部署到您的所有端点，包括您的 Windows、macOS、Linux、Chrome® OS 和 

Android® 系统，而无需重新启动。Cortex XDR 代理非常适合物理服务器、虚拟机 (VM) 和容器，可以保护您的

所有数字资产，从移动设备到私有、公共、混合和多云环境。Cortex XDR 支持畅通无阻的 Kubernetes 部署，确

保您的安全性与云工作负载一起扩展。

您可以将来自 Palo Alto Networks 新一代防火墙、Prisma Access、Prisma Cloud、Cortex Xpanse 和其他安

全基础架构的日志数据存储在 Cortex XDR 中，并降低日志管理和 SIEM 成本。因为无需本地日志存储、附加的传

感器和实施点，因此 Cortex XDR 的总体拥有成本相比孤立的工具平均降低了 44%。通过精确检测攻击并加速调

查，Cortex XDR 同样提高了安全运营团队的生产力。

利用 Cortex XDR 提升安全性
分析师的精神受到以下方面的考验。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威胁，企业部署了越来越多的孤立工具，这些工具会产生

大量不完整、不准确的警报。传统的安全信息和事件管理 (SIEM) 产品并没有使用基于云的机器学习来消除干扰并

获取难以检测到的威胁，而是专注于聚合那些由安全基础架构识别并阻止的威胁警报。另一方面，孤立的检测和响

应工具迫使 IT 人员部署更多的硬件和软件，但是这些只能提供狭窄的威胁视野，并产生一个个盲点，同时强迫分

析师使用多种工具获取并关联线索。

Cortex XDR 通过将所有信息拼接在一起，并分析所有的网络、端点和云数据，为您的分析师提供了消除环境中所

有困难威胁所需的秘密武器。在 Cortex XDR 的帮助下，您可以：

• 利用 Cortex XDR 代理防御高级恶意软件、漏洞利用和无文件攻击。

• 通过机器学习和分析来自动检测隐蔽攻击。

• 通过揭露警报的根本原因，加快警报分类和调查，从而提高所有安全分析员的生产力。

• 通过协调实施点中的响应，快速控制威胁。

• 通过云原生部署来简化运营、扩大规模和提高敏捷性。

Cortex XDR 能够带来包含网络、端点和云资产的完整可视性，因此您可以高枕无忧地保证所有的用户和数据都处

于保护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