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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OTY 持续进行威胁检测(CTD)
针对工业网络的完整可见性和基础控制
工业网络安全挑战与 Claroty CTD
数字化计划和远程劳动力的扩大改变了企业，使一度孤立
的运营技术(OT)环境与信息技术(IT)环境相互连接。其结果
便是融合 IT/OT 工业网络的兴起，负责保护这些工业网络
复杂且扩展的攻击面的 IT 安全团队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
挑战在于，这些工业网络的 OT 部分通常包括专有协议和不
熟悉的资产，使其与 IT 安全工具不兼容且对 IT 安全团队不
可见。
Claroty 持续进行威胁检测(CTD)的推出是为了帮助 IT 和 OT
团队克服该挑战。作为 Claroty 平台综合工业网络安全功能
的基础，CTD 由无与伦比的工业协议库、三种独特的资产
发现方法、专有的 DPI 和虚拟分段技术以及知名的 Claroty
研究团队提供支持。该解决方案让客户能揭示和保护其
OT、IoT、IIot 资产，检测和响应最早的威胁指示，以及无
缝扩展其现有企业安全和风险基础架构和程序，从而加强
其工业网络。
CTD 将 IT 安全团队用于最大程度降低 IT 环境风险的相同控
制扩展至工业环境。这些控制涵盖：

关键特性和功能
 将基础 IT 安全控制扩展至 OT 环境
 为先前不可见的工业网络提供完整可见性
 持续检测异常、已知和新出现的威胁以及
零日攻击
 自动提供针对所有警报的根源分析以及基
于风险的评分
 包括通过 Claroty 云进行的实时威胁情报更
新
 通过“群体智慧”揭示同行接收到的警报
的频率和潜在影响
 通过安全远程访问(SRA)让用户能接收和响
应与远程活动有关的警报
 与现有 IT 安全基础架构和工作流程无缝整
合

 工业可视性和资产管理
 网络分割
 威胁和异常检测
 漏洞管理
 远程事件管理
 可扩展数据管理和控制

CTD 可见性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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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可视性和资产管理
有效的工业网络安全始于了解什么需要保护。CTD 利用业界内最广泛且最深入的工业协议覆盖以及无与伦比的被
动、主动和 AppDB 扫描功能来提供综合工业可视性和资产管理控制，为所有 OT、IoT 和 IIoT 资产、流程和连接构
建极为详细的集中目录。Claroty 是唯一一家能在所有三个维度上提供这种水平可见性的供应商，这种可见性对于
有效计算和降低工业网络风险而言不可或缺：

1

资产可视化：囊括工业网络上的所有 OT、IoT 和 IIoT 资产，包括串行网络，以及关于每个资产的广泛属性，
其中包括型号、防火墙版本以及卡槽等等。

2

会话可见性：包括所有工业网络会话，及其带宽、采取的操作、进行的更改、连接路径以及与工业网络会话
有关的其他详情。

3

流程可见性：包括跟踪涉及 OT、IoT 或 IIoT 资产的所有流程的所有工业操作、代码段和标签值，以及这些资
产流程值可能表明对流程完整性有威胁的任何异常变化。

威胁和异常检测
对工业网络的威胁通常具有创新性，但又看似简单，利用我们对流程的强迫性来引入风险。CTD 利用五种检测引
擎对工业网络中的所有资产、通信和流程进行自动分析，生成突出合法流量特征的行为基准来排除误报，以及实
时提醒用户异常和已知、未知和新出现的威胁。亮点：

OT 特定威胁情报：CTD 包括通过 Claroty 云实时更新以支持快速检测威胁的工业特定威胁情报。
环境警报风险评分：该单一指标基于触发每个警报的独特背景，让用户能轻松滤除误报以及快速了解警报
和对警报进行优先级排序以进行鉴别分类和缓解。

群体智慧：Claroty 的群体智慧功能利用来自 Claroty 客户群中相似事件的匿名信息来提供警报的频率和潜
在影响背景，让用户能更有效且高效地响应。

根源分析：该功能将与同一攻击或事件相关的所有事件分组，以提供关于事件链的统一视角和根源分析。
这提高了信噪比，减少了误报，降低了警报疲劳度，从而更高效且有效地进行鉴别分类和缓解。

CTD 警报视图，含根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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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分割
CTD 提供的广泛可见性使其能将工业网络自动映射和用虚拟方式分为虚拟区，即在正常情形下彼此通信的资
产的逻辑分组。主要的优点：
跨区违规会产生实时警
报，这些警报根据风险
进行自动评分以帮助安
全团队进行优先级排序

没有现有物理或逻辑分
段的客户可使用虚拟区
作为具有成本效益的替
代方案

寻求构建物理或逻辑分
段的客户可使用虚拟区
作为蓝图加速此类计划

客户可将 CTD 与其现有
防火墙和网络访问控制
(NAC)产 品整合以主 动
执行基于政策的分段和
减轻活跃的攻击

分层视图的 CTD 虚拟区

漏洞管理
CTD 将工业环境中的每个资产与 Claroty 跟踪的不安全协议、配置、不合标准的安全实践的广泛数据库，以
及来自国家漏洞数据库的最常见漏洞和曝露(CVE)数据进行自动比较。据此，用户可更有效地对工业网络中的
漏洞进行识别，优先级排序和缓解。亮点：
 完全匹配的漏洞：由 CTD 提供的完整可见性，包括关于每个 OT、IoT 和 IIoT 资产的详细信息，有助于轻松
准确地识别完全匹配的漏洞。
 攻击媒介映射：该功能识别并分析工业环境中的所有漏洞及风险，以自动推测攻击者破坏环境最有可能的
场景。它还提供针对每种场景的缓解建议。
 基于风险的优先级排序：所有漏洞都根据其对每种 OT 环境构成的独特风险进行自动评估和评分，从而实
现更高效且有效的优先级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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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事件管理
作为工业网络安全整体方法的一部分，CTD 与 Claroty 安全远程访问(SRA)联手，使 Claroty 平台成为业界首个提
供完全集成的远程事件管理功能的工业网络安全解决方案。这些功能覆盖整个事件生命周期，使用户能从任何
位置在最宽泛的攻击表面内检测、调查和响应工业网络安全事件。因此，组织可以轻松地在远程、分布式和/或
高度可变的工作环境中发展并调整其总体安全态势和工作流。亮点：
 接收与 OT 远程用户活动相关的警报：当远程用户在通过 SRA 连接到 OT 环境的同时参与未经授权或异常的活
动(诸如配置下载或在预定的维护窗口之外维护资产)时，CTD 触发警报。这些警报含有背景信息，包括 SRA 用
户、会话意图、指标、涉及的资产以及根源分析，从而支持优先级排序和鉴别分类工作。
 调查 OT 远程用户活动：所有与 OT 远程用户活动相关的 CTD 警报都包括与相关 SRA 会话的直接链接，以及实
时监控该会话的能力。如果会话不再活跃，警报将直接链接完整长度的视频记录，为调查目的可进行查看。
 响应 OT 远程用户活动：所有与 OT 远程用户活动相关的 CTD 警报还能使管理员在必要时立即断开相关的 SRA
会话，可作为响应行动防止、遏制和/或补救由 OT 远程用户进行的未经授权的更改或其他活动造成的任何损
害。

CTD 仪表视图

可扩展管理、分析和开发选项
企业管理控制台(EMC)通过集中数据、分析和行政管理控制支持多站点 CTD 开发。可在本地或在 Claroty 云部
署 EMC。亮点包括：
 分析和报告：在 CTD 的多站点安装中，每个服务器将数据直接发送至 EMC 进行聚合和显示，为操作员提
供资产及其数据的统一跨站点视图。
 集中式警报管理：EMC 让用户能接收和响应来自 CTD 站点的警报，包括由远程会话活动通过 SRA 触发的
警报。
 集成：EMC 与现有 IT 安全工具无缝整合，通过让客户能利用现有系统来简化系统管理和降低工业网络安
全学习曲线。
 CTD.Live：基于 SaaS 的 EMC 部署选项，其利用 Claroty 云并以独特方式支持工业网络安全计划的数字化转
型和现代化。CTD.Live 随着您扩展而扩展，并提供自动更新，其中包括 Claroty 平台的最新功能、修复和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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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Claroty
Claroty 的使命是保护工业(Ot)、保健(IoMT)和企业(IoT)环境(即：扩展物联网(XIoT))中的所有网络物理系统。我们的
平台由横跨七大洲的数以千计的站点的成百上千组织部署。Claroty 总部位于纽约市，员工遍布美洲、欧洲、亚太
和特拉维夫。自 2015 年由著名的 Team8 代工厂推出以来，Claroty 已从全球最大的投资公司和工业自动化供应商
那里筹集了 6.35 亿美元的资金，使其成为资金最雄厚的工业网络安全公司。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laroty.com。

联系我们
contact@clarot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