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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EYE 
THREAT INTELLIGENCE
對於世界各地的對手、受害者及網路都一覽無遺

概觀

各組織持續在打一場不對等的戰爭，且缺乏足夠的裝備來打贏這場仗。攻擊者的手段縝密、資金充
裕、組織良好並使用高度目標性技術。許多組織經常難以判定哪些網路威脅會讓他們面臨最高風
險，以及如何排定這些威脅的優先處理順序。

多數組織仍將其資安效能投注在舊式的特徵碼策略情報摘要上，但此方式無法預測攻擊，也無法
提供完整脈絡來指導回應方式。相反地，這些情報摘要增加了誤判的警示數量，使其幾乎不可能偵
測到攻擊，也造成錯誤的安全性判讀。正確的威脅情報，可以幫助組織改善偵測及回應能力，同時
降低整體擁有成本。

FIREEYE ISIGHT INTELLIGENCE：具有能減輕威脅的豐富內容 

FireEye iSIGHT® Threat Intelligence 是提供策略情報、作業情報及戰略情報的國家級情報產
品。本產品提供攻擊者、其攻擊動機、意圖與手段的相關知識以協助組織：

• 主動評估與管理面臨的風險，

• 偵測並預防攻擊，

• 為其面臨的警告建立攻擊內容資訊

FireEye Threat Intelligence 從三個主要方面獲得情報：

• 透過深入攻擊者發動攻擊前的開發環境

• 透過世界最先進網路威脅的前線回應專員 

• 透過能識別首見攻擊的 MVX 驅動技術

藉由提供能立即採取行動的全方位情報，組織可以更有效管理他們的風險，並對現今的攻擊做出
回應。

重點

• 透過追蹤 16,000 多個威脅發動者、數十年的事件回

應案例及數千個全球部署存取全方位的威脅情報

• 利用攻擊前與攻擊後的威脅情報掌握攻擊生命週期

• 每月訂閱 100 份以上包含與攻擊者動機相關之戰略

情報的報告

• 利用提供答案的內容情報改善調查與回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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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彈性的  THREAT INTELLIGENCE 產
品組合能滿足您的需求

依據您安全性計畫的需求，FireEye 提供具彈
性的選項組合，以有效地使用情報：

獨立的威脅情報：

FireEye iSIGHT Intelligence 能整合到現
有的基礎架構和工具中 此情報是提供策略情
報、作業情報及戰略情報的國家級情報產品。
本產品超越資料摘要所能提供的基本資訊，以
具前瞻性且與情境高度相關的資訊，協助您建
立主動防禦、排定警示與資源的優先順序，以
及改善事件的回應。

提供不同的可消化情報流和獲得分析員與客戶
專屬支援的直接管道。獨立之 iSIGHT 威脅情
報的消化方式為：

• iSIGHT API 的機器對機器格式 

• MySIGHT 入口網站的人類可閱讀格式 

• iSIGHT 威脅媒體重點是針對全球重要資安
新聞報導進行的每日分析。

組織每月可訂閱 100 份以上的情報報告，其中
包含與攻擊者動機、策略和作業情報密切相關
的詳盡戰略情報。這些報告能使資安團隊內部
的多個層級對重要議題保持警覺，並搶先取得
優勢解決執行管理上出現的內部問題。

整合 FireEye 技術的情報

透過訂閱威脅情報強化 FireEye 技術的
偵測、調查與回應能力。此情報是在購買 
FireEye 偵測與調查產品時，以附加訂閱的方
式提供，並且有三種類型。

Dynamic Threat Intelligence (DTI)

利用可透過 FireEye Multi-Vector Virtual 
Execution (MVX) 引擎編寫攻擊者意圖
與 TTP 的機器學習和分析技術，進行高度偵
測。DTI 提供每小時進行更新，以確保貴組織
隨時擁有 FireEye 於客戶全域網路發現的最
新攻擊資料。

Advanced Threat Intelligence (ATI)

當 FireEye 偵測到攻擊時，ATI 會提供您所
需的內容資訊，以排定資源的優先順序並做出
適當的回應。可用的情報包括相關的威脅發動
者資訊、可能的動機、具企業與全球思維的惡
意軟體資訊，以及其他可用來搜尋環境中攻擊
者的指標。

ATI+ 

可受惠於 FireEye 提供的全天重要警示和偵
測效能監控 

ATI+ 還提供進階威脅群組的基本檔案、趨
勢、新聞及分析，以及目標產業檔案，其中包含
威脅群組鎖定的資料類型。

我們的威脅情報有何不同? 

• 深入且廣泛掌握延伸的攻擊生命週期和
攻擊者的動機、工具及程序。透過數百位
分析人員深入研究對手所開發的生態系
統，對主要網路攻擊調查長達十年的第一
線洞察力，以及透過對攻擊者意圖的系統
化瞭解所獲得的全球網路，其中具有 1 千 
1 百萬個威脅偵測節點，這些都能讓您及
早掌握與瞭解最新和最高明的威脅。

• 具彈性且可擴充的引擎，能追蹤不斷進化
的攻擊者。擁有 1 億 2 千 5 百萬個節點
的數學圖形資料庫，能動態模擬網路威脅
群組，使用的工具與策略間的關係、其進
行的作業及其贊助者。

• 擁有來自不同領域的主題專家，負責嚴密
追蹤，並分析全球金融和政治方面超過 

16,000 個網路威脅。

透過 FireEye Threat Intelligence 的產
品組合，我們能為組織提供洞察力與瞭解攻
擊對手及其動機、意圖及手段的廣度。藉由
此類威脅情報，資安團隊縮小了攻擊面，並
從原本資源密集、被動式警告的安全性狀
態，轉向主動安全性狀態，能在更大程度上
快速且有效處理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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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I ATI ATI+ ISIGHT INTELLIGENCE

情報來源的攻擊階段  攻擊時 攻擊時 攻擊時 攻擊前、攻擊時、攻擊後

情報種類 策略型 作業型 基礎戰略型 內容情報和分析工具 

從 FireEye 裝置偵測 

FireEye 裝置的偵測檔案 

FireEye 警示與地理位置的關連性 

將 FireEye 警示對應至已知威脅發動者 

警示監控 

系統健全狀態監控 

威脅群組檔案  

企業檔案 

惡意軟體族群檔案 

媒體重點  

透過 API 的威脅指標 

能整合至非 FireEye 工具的 API 與 SDK 

用來掃描、查詢及進入 iSIGHT 情報的 iSIGHT 瀏
覽器外掛程式 

將 iSIGHT 威脅指標對應至已知威脅發動者 

威脅發動者的延伸防護 

執行情報 

企業系統弱點追蹤 

關鍵基礎架構弱點追蹤 

入侵追蹤 

針對現有IT 基礎架構的警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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