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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端點偵測和回應
(EDR)的欺敵技術



主管摘要

端點偵測和回應 (Endpoint Detection and Response, EDR)系統隨著技術的進步變得更受

歡迎。因此，企業組織已將其安全重心和預算從周邊防禦轉移至強化內部端點防禦。本文

將探討欺敵 (Deception)技術如何與 EDR相輔相成，以加強企業組織的內部防禦措施，進

而補足既有的技術，並提升整體網路安全性。

端點偵測和回應 (EDR)
資安威脅的形勢不斷在變化，而過去能夠完全依靠周邊防禦的日子也已一去不返。網路安

全專家很早就知道熟練的攻擊者能夠例行躲過周邊防禦，不斷地在攻擊對象不知情的狀況

下悄悄地在其環境中移動，因此內部環境的防禦受到極大的重視。這個情形使得許多資安

人員採取「假定遭到破壞」的立場，使許多企業組織在周邊以內增加額外的防禦層，藉

以強化其安全堆棧 (Security Stack)。EDR工具的發展即是對這種最新一代的精密攻擊

所形成日益嚴峻的威脅形勢做出反應。隨著時間的流逝，EDR已然成為「縱深防禦

(Defense-in-Depth)」策略中至關重要的一環。

EDR不僅僅只是一個產品或一套工具而已。其涵蓋了一系列的功能，將監控、分析、報

告、回應和取證 (Forensic)結合成一套防禦措施，旨在抵禦技能高超的攻擊者。此類系統

將感應器和回應功能置於端點處，因此能夠在駭客進行攻擊時加以識別及阻止，而且許多

EDR解決方案中的取證功能還為企業組織提供所需的偵察工具，使其能分析攻擊，以收集

對手情報。如此還讓他們能識別出潛在目標及其既有防禦措施中的弱點。

然而，熟練的攻擊者已證明有辦

法躲過現代的 EDR系統，就像他

們先前展現躲過周邊防禦的能力

一樣，因此利用全面的「縱深防

禦」策略鞏固內部安全尚需要更

多的方法。企業組織在檢視內部

防禦措施時必須考慮到其它技術

和解決方案。欺敵技術在強化和

補足既有 EDR及周邊解決方案

將發揮極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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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 EDR的欺敵技術
欺敵技術是種藝術，也是門科學。它能欺騙攻擊者，使其相信所看到的幻象是真的。偽裝 

(Camouflage)、誘餌 (Decoy)和引誘物 (Bait)都是欺敵藝術的一部份。獵人在幾世紀以來

一直都是使用誘餌和欺騙手段。執法單位和軍方也經常使用此種手段騙過威脅，並獲得

情報。在七十年前，軍方利用假飛機場的建造、充氣坦克的部署和其它伎倆欺騙對手，從

而達到毀滅敵人的效果。

在網路安全的環境中，欺敵技術是一種改變攻擊面的方法，即可以掩蓋易受攻擊的目標，

又可以將攻擊者引誘到可立即偵測到其存在的陷阱中。欺敵技術對於熟練的真人攻擊者或

其自動化的工具同樣具有效力。

通常，欺敵技術分為兩個主

要的領域：端點和網路，而

各自的主要領域再細分成資

料、應用程式和數據庫等領

域。這些領域的欺敵技術涵

蓋各個層面的網路環境，提

供各種效益，能補足並增強

企業組織的整體安全態勢。

端點欺敵技術包括高仿真憑

證 (Deceptive Credential)、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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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敵憑證的作用如同麵包屑一樣，將攻

擊者引到網路上的高仿真誘餌，再對其

攻擊加以記錄。

隱藏式硬碟對應到在誘餌伺服器上的共

享檔案可偵測到試圖散播到整個網路

的攻擊。

欺敵的安全存取權杖和密鑰可偵測到對

雲端或遠端基礎架構的攻擊。

仿真網路共享檔案 (False Share)、誘餌文件和其它在本機系統上顯示的資產。根據當前

的攻擊方法，端點通常是攻擊者的入口點，是他們開始進行偵察並努力提升其權限之處。

置於端點上的欺敵憑證和資產能將攻擊者從生產資產引誘到欺敵的環境，以進行觀察並加

以控制。

網路欺敵技術包括看上去與真正的生產資產沒有差異的高仿真誘餌系統、伺服器和服務，

而且還可以包括物聯網 (IoT)、資料採集與監控系統 (SCADA)、電信、及其它混合其中的

非運算資產。由於真實資產受到難以區分的相同誘餌所掩蓋，攻擊者會發現自己身處虛擬

雷區 (Virtual Minefield)，只要他們在該處犯下任何錯誤，資安小組就會立即獲得告警。

欺敵技術搭配 EDR使用可帶來絕大的價值，並可以顯著改善企業組織的防禦措施，明顯

強化若干主要領域：即內網威脅偵測、端點探索、能見度、追蹤、資訊共享和自動化事件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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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網威脅偵測

欺敵技術強化 EDR防禦措施的方法是迅速偵測正在內網中橫向移動的現行威脅。無論攻

擊者是在執行簡單的偵察、使用竊取的憑證存取其它資產，或是嘗試執行其它精密的攻

擊，全面性的欺敵解決方案會使他們的工作變得極度困難。

攻擊者使用各種工具進入目標網路，他們通常會攻陷一個端點並從該處向外擴展。為了阻

止初步的威脅升級為全面性的破壞，偵測他們的散播成為防禦的第一步。端點欺敵策略包

括將麵包屑 (Breadcrumb)以假的憑證、共享檔案、仿真服務和誘餌資料的形式呈現，可

迅速將攻擊者從生產資產處引誘到偵測環境中，在對方不知情的情況下從中記錄並調查其

行動。即使攻擊者能躲避 EDR解決方案並存取本機資源，他們也無法在欺敵資產與真實

資產之間做區分，從而增加了在攻擊週期的初期偵測到攻擊者的可能性。

欺敵技術讓整個網路環境成為一個大陷阱。企業組織根據真實資產精心製作誘餌、建立合

成的攻擊面，藉此創造出攻擊者無法區別誘餌和真實裝置的環境。如此不僅使他們遠離真

實資產，而且還主動誘使他們在欺敵環境中活動。在欺敵環境的任何接觸都會引發高精確

性 (High Fidelity)的告警，顯示攻擊者的存在。

www.attivonetworks.comWhitepaper 4ANWP041619

由於任何欺敵憑證的使用或與誘餌資產的接觸具有顯著的意義，因此使用欺敵技術進行偵

測和提供能見度，幾乎不會有誤判的情形發生，也就是說任何接觸都是屬於不當的設定、

違反政策或是惡意的行為。把這些經過證實的事件提供給事件回應小組，他們會因此變得

更加有效率和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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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能見度、端點探索和追蹤

現代的欺敵解決方案是使用人工智慧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來識別和分類網路上

的資產，並在資產移動時進行追蹤，藉此創造出可靠的欺敵手段、誘餌和引誘物。事實

在 2018年底報導的 DarkVishnya威脅主要波

及東歐的金融機構。此威脅利用置於目標網路

上的小型實體裝置，讓攻擊者能由後門進入目

標環境。

此類攻擊以各種形式存在多年，而且也一直被

攻擊者和滲透測試人員所採用。

現代化的欺敵系統會把這些攻擊裝置做分類，

並利用此類裝置將攻擊者引誘到欺敵的環境，

藉以減緩威脅。

2 https://attivonetworks.com/darkvish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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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此功能具有不可估量的價

值，因為它能偵測未經授權的

個人裝置、物聯網、網路、電

信和其它安全性較低的裝置進

入網路，包括以惡意意圖加入

的裝置在內。除了裝置的能見

度以外，現代的平台還能夠對

暴露的憑證所形成的威脅路徑

發出告警。

暴露和孤立的憑證以及不當的

系統設定往往是攻擊者在初步

入侵後取得據點所需的機會。

將攻擊者可以利用的憑證路徑

視覺化的網路地圖 (Topographical Network Map)和表狀顯示 (Tabular Display)是一個強

大的工具。此等能見度可為網路環境提供洞察力，因此不僅可以降低風險，也能免除費時

的人工處理工作。在裝置於網路環境中移動時對其進行追蹤的能力可為安全和作業方面提

供額外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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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分享

資安小組可充分運用高互動性的誘餌來收集有關攻擊者的詳細取證分析。在初步偵測之

後，欺敵技術可以安全地收集攻擊者的戰術、手法和程序 (Tactics, Techniques and Proce-

dures, TTP)、入侵指標 (Indicators of Compromise, IOC)並自動做關聯比對，提供洞悉攻擊

者能力、目標及目標資訊 (試圖入侵、偷竊或破壞的資產)的反情報。將欺敵解決方案和其

它安全堆棧做整合可提供更多優勢。與 EDR解決方案和其它第三方系統共享 IOC資訊，

進而加快事件回應和修正的速度，並提供威脅搜尋的額外資料。

自動化事件回應

欺敵技術藉由與自帶第三方安全解決方案的整合，可提供自動化事件回應，從而縮短關

鍵、高嚴重性告警的反應時間。透過此類自帶第三方整合，資安小組可以充分利用其既有

的安全堆棧，將欺敵平台做設定，使其能自動啟動端點隔離、封鎖和威脅搜尋。如此便能

省下用來阻止攻擊散播以及其可能造成傷害的寶貴時間。

欺敵平台結合端點上的 EDR和傳統的周邊防禦，可補足並強化企業組織的縱深防禦策略，

使攻擊者的工作更加困難，而且還可起遏止作用，促使他們追求更容易的目標。

ATTIVO威脅防禦解決方案
Attivo Networks®威脅防禦平台 (ThreatDefend Platform™)是業界領先的欺敵技術解決方

案，提供最先進的欺敵技術。此技術不僅容易部署、使用、擴充，而且在一系列的實體、

虛擬和雲端平台上都可使用。

該威脅防禦平台提供涵蓋端點和網路一系列全方位的欺敵手法，以及自帶廣泛第三方安全

應用程式整合，能與企業組織的 EDR解決方案相輔相成。EDR於端點上提供偵測和反應

功能，而 Attivo的欺敵技術可以擴展企業組織在其整個環境中的能見度，從而全面強化其

自身能力。

Attivo Networks威脅防禦平台的核心是BOTsink®伺服器。該伺服器能產生誘餌、執行威

脅分析、建立並分派欺敵憑證和端點誘餌、協調與整合性第三方解決方案的自動化回應，

並提供管理欺敵解決方案的使用者介面。BOTsink伺服器可用於實體、虛擬裝置或雲端，

賦予企業組織在現代化分散式環境中部署所需的多功能性。



Attivo Networks包含 ThreatDirect™功能，可將欺敵功能擴展到微細分割的網路或遠端位

置中，包括遠端辦事處、數據中心或雲端環境等。此功能讓企業組織能夠輕鬆有效地在其

整個環境中規劃BOTsink伺服器產生的誘餌。

Attivo Networks提供 ThreatStrike®端點套件，可將欺敵技術擴展到端點之上，因為攻擊

者往往在該處取得第一個據點。該解決方案放置有說服力的引誘物和麵包屑，包括高仿真

憑證、高仿真網路共享檔案和誘餌文件。高仿真憑證能將攻擊者從生產資產引到誘餌資

產；高仿真網路共享檔案能使攻擊者轉向，並捕捉他們試圖散播的感染性惡意軟體，而誘

餌文件要是被竊取或檢視的話，其標記會顯示地理位置。該解決方案還能從主機中抽取記

憶體取證資訊 (Memory Forensics)。

ThreatStrike功能是屬於輕量級的，而且不使用主機上的代理程式，因此可以在無縫的情

況下與 EDR系統搭配使用，而不至於對受保護的主機造成效能的影響。在分佈與維護方

面，ThreatStrike™解決方案充分運用既有的管理工具，因此對於資安小組的工作量而言

不會增加負擔。

ThreatPath®解決方案可具體顯示憑證信任關係，以及攻擊者可用來在網路環境中橫向移

動的潛在路徑。此能見度讓安全作業小組能更容易知悉其空間中潛在的漏洞並縮小攻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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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熟練的攻擊者可相當輕易地學習如何躲過周邊防禦，因此偵測和防禦的重心轉移到內網，

進而出現更多諸如 EDR等先進的防禦技術。欺敵技術強化此類端點防禦的方式，是將攻

擊者從生產資產引入功能強大的誘餌。該誘餌能建立人造的攻擊面來掩蓋實際的攻擊面，

並降低憑證暴露的風險。這些誘餌和引誘物可提供高精確性的告警、收集攻擊情報，並提

供可將回應自動化的整合。

欺敵技術可說是您網路環境的「戲法 (Sleight of Hand)」，它能將攻擊者從生產資產中引

開，並增強您網路安全堆棧的其它構成要素。欺敵套件結合端點上的 EDR和常見的周邊

防禦，可強化您的縱深防禦策略，使攻擊者的工作更加困難，進而大大地改變了他們攻擊

的效益，給防禦者帶來優勢。

關於 ATTIVO NETWORKS
Attivo Networks®是欺敵技術的領導廠商，致力於提供主動的防禦，包括內網攻擊的早期

偵測、取證和自動化的事件回應。Attivo ThreatDefend®欺敵平台 (Deception Platform)提

供全方位且經過客戶實證的平台，可在使用者網路、數據中心、雲端和各種特殊的攻擊面

當中進行主動式安全防禦和準確的威脅偵測。該系列解決方案包括廣泛的網路、端點、應

用程式和高仿真資料的欺敵羅網，可以有效地誤導並揭露來自所有威脅載體的攻擊。先進

的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可為各種規模的企業組織加速和簡化其準備、部署和作業。全方位的

攻擊分析和取證提供可據以採取行動的告警，而自帶第三方整合可將封鎖、隔離和攻擊威

脅的搜索自動化，進而加快對事件的回應速度。該公司憑藉其技術創新和領導地位贏得了

八十多個獎項。

如欲取得更多資訊，請造訪 Attivo官網：www.attivonetworks.com。

該威脅防禦平台提供與各種 EDR及其它安全解決方案的自帶第三方整合，從而實現了強

大的組合。為能充分運用該整合，ThreatOps™解決方案為回應小組提供所需的工具，使

其能啟動對各種攻擊的自動化回應、隔離系統、啟動端點防禦和取證，並產生服務單以協

助修正。這些可重複的劇本 (Playbook)可縮短修正時間，並提升事件回應小組的效力及效

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