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TRE ATT&CK 第  4 轮必读
指南
企业评估

本电子书将对比介绍供应商的各项指标表现，并就进一步了解这些结果提供指导。
我们将为您提供 MITRE 测试方法的扼要描述，MITRE Engenuity 提供的用于帮
助您可视化和比较结果的工具，以及分析注意事项，从而帮助您评估哪个供应商可
最充分地满足您的企业的端点安全需求。



Cortex by Palo Alto Networks | MITRE ATT&CK 第 4 轮必读指南 2

简介
自 2018 年以来，MITRE Engenuity ATT&CK® 评估就
提供了一个受控环境，让安全供应商基本上能够针对由
现实世界威胁引发的攻击方法来“测试自己的产品”。

这些评估侧重于是否具备解决已知攻击者行为的技术能
力，可针对真实攻击序列分析端点检测和响应 (EDR) 

以及扩展的检测和响应 (XDR) 产品。

Palo Alto Networks 已连续四年在 MITRE Entreity 

ATT&CK 评估中蝉联表现最佳的供应商之一，在防护
评估测试中 100% 阻止了威胁，在检测评估中 100% 

检测到所有步骤。

在更高的层面上，Cortex XDR® 在抵御 Wizard Spider 

和沙虫使用的策略、技法和过程 (TTP) 方面取得了以
下成就：

• 在防护评估中达到 100% 阻止率/预防率

• 在检测评估中 100% 检测到全部 19 个步骤

• 98.2% 技法级检测率（107/109 个子步骤）

• 98.2% 分析检测率

• 98.2% 可视性（107/109 个子步骤）

评估概述

在上一轮评估中，MITRE Engenuity 以利用 Carbanak 

等常见恶意软件的攻击场景为重点。但今年，MITRE 

Engenuity 针对“沙虫”威胁组织和 Wizard Spider 

如何滥用加密数据进行攻击展开了调查。作为 MITRE 

ATT&CK 框架的最后一种策略，影响策略用来说明攻
击者如何造成损害，包括破坏或篡改数据、发起拒绝服
务 (DoS) 攻击和其他技法。

过去，沙虫组织利用加密功能破坏数据，其中最知名的
是他们的 NotPetya 恶意软件，该软件会伪装成勒索软
件。而 Wizard Spider 会将数据加密用于勒索软件，
包括广为人知的 Ryuk 恶意软件。

ATT&CK 评估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 供应商正在利用  ATT&CK 来阐明自身能力，但
没有中立的权威机构来为他们评估。

什么是 ATT&CK 评估？

• 公开、透明、客观。评估方法和结果均公开发布，
信息详细。

• 评估防护和检测效果。（从第三轮开始，防护评估
就包括在内。）

• MITRE Engenuity 观察到的检测汇编，以响应
模拟攻击者的策略和技法。

什么不是 ATT&CK 评估？

• 不是为解决干扰或误报而设计。

• 不是可以得出分数的竞争分析。

• 不是对供应商的技术进行排名或打分。

https://attack.mitre.org/groups/G0034/
https://attack.mitre.org/groups/G0102/
https://attack.mitre.org/techniques/T1486/
https://attack.mitre.org/techniques/T1486/
https://attack.mitre.org/software/S0368/
https://attack.mitre.org/software/S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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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解读 MITRE ATT&CK 框架

MITRE ATT&CK 框架

• MITRE ATT&CK 框架已经
成为安全世界如何就攻击者及
其技法进行交流的标准。

• ATT&CK 代表攻击策略、技
巧和常识。

• 提供有关所有攻击技法的详细
信息。

• 使用这些技法的威胁组织的详
细信息。

• 关于如何检测和缓解这些策略
和技法的实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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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MITRE Engenuity ATT&CK 的第四轮评估，与 
前些年相比，该轮测试了更大的供应商领域（30 家）， 
进一步证明了市场上第三方评估对于安全解决方案选择
的客观指导的重要性。

这些评估主要针对参与的供应商开展，以确定需要改进
的领域，包括更新告知安全策略的预防、检测和响应规
则。虽然此次评估不提供总体比较分数或排名，但它以
不透露具体供应商的方式，提供了安全从业者用于识别
和防范复杂攻击活动的各种方法的汇总。

总共测试了 30 个供应商参与者，涵盖了 Windows® 

和 Linux 操作系统上的 19 个单独测试步骤和 109 个
子步骤，评估让每个供应商与 Wizard Spider 和沙虫
威胁组织利用的 TTP 较量。

本年有什么不同？

今年的评估与去年非常相似，但评分方式有一个重要变
化。今年，检测评估中的 109 个子步骤的每一步都仅
授予一种检测类型。前几年，这些步骤可以同时属于遥
测检测和一般策略或技法检测类型。

所有检测都会进行汇总，并在每个供应商的结果页面
中给出检测总数。这导致几家供应商声称自己的产品
最行之有效，只因他们的检测数量最多。在现实世界
中，安全分析师更喜欢高质量的检测，而不是诸多模
棱两可的检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测试设计者决定
今年每个子步骤只进行一个检测，并且不再报告检测
总数。MITRE Engenuity 进行的这一改进令人拍手称
好，因为这样一来，提供高质量检测的安全解决方案将

从中受益，并且不会产生不必要的干扰数据。

MITRE Engenuity 的方法

MITRE Engenuity 致力于说明检测过程，而非为供应
商的能力打分，因此会根据质量和精度对每个检测进行
分类。（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下方“检测类别”。）

Palo Alto Networks 97%

SentinelOne 93%

Microsoft 77%

CrowdStrike 71%

技法检测是黄金标准，提供了攻击的全部内容、原因和方式。
MITRE 第四轮技法检测

（不包括由配置更改导致的检测）

图 2：领先 EDR 解决方案中的技法检测

https://attack.mitre.org/groups/G0102/
https://attack.mitre.org/groups/G0034/
https://attackevals.mitre-engenuity.org/enterprise/wizard-spider-sandworm/detection-categories
https://attackevals.mitre-engenuity.org/enterprise/wizard-spider-sandworm/detection-categories


Cortex by Palo Alto Networks | MITRE ATT&CK 第 4 轮必读指南 5

虽然 MITRE Engenuity 尽力捕获不同的检测方式，
但供应商通过相关功能可能以 MITRE Engenuity 没
有捕获的方式检测到过程。要针对给定的技法纳入某种
检测，这种检测必须特别适用于技法。例如，只是因为
某项检测适用于一个步骤或子步骤中的一种技法，并不
意味着它适用于该步骤的所有技法。对于每个类别的检
测证明，MITRE Engenuity 要求向他们提供证明，但
他们可能不会在公开结果中包含所有检测细节，尤其是
当这些细节敏感时。

为了确定检测的适当类别，MITRE Engenuity 会审核
所提供的屏幕截图，评估期间所做的记录，向供应商提
出的后续问题的结果，以及供应商对草拟结果的反馈。
他们还独立地在一个单独的实验室环境中测试过程，并
审核开源工具检测和证物。该测试会告知，对于每种技
法，什么情况会被视为一次检测。

通过 MITRE Engenuity 助力评估 EDR 和 
XDR 解决方案

对于正在考察 EDR 和 XDR 解决方案和供应商的企
业，MITRE Engenuity 的测试结果对比了参与评估的
供应商的不同安全效率级别，所有这些都以通用措辞
协调一致，以确保整个评估过程中的平等性和连续性。

那么，MITRE Engenuity ATT&CK 评估如何帮助
我们这样的解决方案提供商制定防御策略呢？在 Palo 

Alto Networks，参与这些评估后，我们即可进行由
中立、公正的第三方利用当前复杂的攻击序列开展的测
试，从而就我们如何构建更有效的检测和预防解决方案
产生建设性的洞见。

在使用来自 Wizard Spider 和沙虫（参见图 1）等
团伙的现代攻击 TTP 并在受控环境中模拟攻击场景
（MITRE Engenuity 提供的网络范围）时，解决方案
提供商可以评估其表现并确定需要改进的领域。由此产
生的表现数据可以为解决方案或产品修改带来洞见，并
为微调任何可能表现不佳的步骤提供指导。

通过 TrickBot 泄密可看出，Wizard Spider 与俄罗
斯有关，是一个总部位于俄罗斯的网络犯罪组织，与 

TrickBot 僵尸网络运营有关，该网络最初用于攻击北
美、澳大利亚和整个欧洲的银行网站。由于僵尸网络
架构由来已久，且恶意软件也在不断发展，TrickBot 

自  2016 年发布以来已经感染了 100 多万台计算设
备。2018 年 8 月开始，被称为世界上首个网络卡特尔
的 Wizard Spider 开始使用 Ryuk 勒索软件发动“大
猎杀”，目标是大型企业，目的是获得更高的赎金，最
终在 2019 至 2020 年间勒索了 6100 万美元。

“为针对防御性解决方案中解决 ATT&CK 中描
述的行为的功能提供透明度，并推动企业安全
市场向前发展，企业评估方法专门设计为数据
驱动并专注于这一非常具体的主题。”

–Frank Duff，ATT&CK 评估的前总监

https://attack.mitre.org/software/S0266/
https://attack.mitre.org/software/S0266/
https://attack.mitre.org/software/S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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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司 法 部 认 为 沙 虫 来 自 俄 罗 斯 情 报 总 局  ( G R U ) 

74455 部队。沙虫最臭名昭著的攻击包括 2015 年和 

2016 年针对乌克兰电力公司发起的攻击，以及 2017 

年的 NotPetya 攻击。NotPetya 攻陷了全球多个系

统，包括 FedEx 和物流巨头马士基，后者因电脑维修
和运营中断而损失 13 亿美元。除了策划针对关键基础
设施的破坏性攻击外，他们还将政府部门和选举活动以
及 2018 年平昌冬奥会等公共活动作为攻击目标。

Wizard Spider
来自俄罗斯—以资金勒索为目的

又称为：

• MITRE ATT&CK 组织 ID：G0008
• Grim Spider, UNC1878, 

TEMP.MixMaster

特点：

• Conti 勒索软件
• TrickBot
• Ryuk 勒索软件
• CISA 警报：针对美国医院的勒索软件

活动

攻击者简介
沙虫组织
位于俄罗斯—破坏性威胁组织

又称为：

• ATT&CK 组织 ID：G0034
• 俄罗斯总参谋部情报局 (GRU) 特种技术主要中心 74455 军队 (GTsST)
• ELECTRUM、Telebots、IRON VIKING、BlackEnergy、Quedagh、 

VOODOO BEAR

特点：

• 2015-2016 年乌克兰电力基础设施遭到攻击
• 2017 年 NotPetya 攻击
• 2018 年韩国奥运会的攻击者
• 2022 年的 HermeticWiper 事件

NotPetya 攻陷了全球多个系统，包括 
FedEx 和物流巨头马士基，后者因电
脑维修和运营中断而损失 13 亿美元。

https://www.justice.gov/opa/pr/six-russian-gru-officers-charged-connection-worldwide-deployment-destructive-malware-and
https://attack.mitre.org/software/S0368/
https://attack.mitre.org/groups/G0102/
https://unit42.paloaltonetworks.com/conti-ransomware-gang/
https://unit42.paloaltonetworks.com/tag/trickbot/
https://unit42.paloaltonetworks.com/ryuk-ransomware/
https://www.cisa.gov/uscert/ncas/alerts/aa20-302a
https://attack.mitre.org/groups/G0034/
https://attack.mitre.org/software/S0368/
https://attack.mitre.org/software/S0365/
https://unit42.paloaltonetworks.com/preparing-for-cyber-impact-russia-ukraine-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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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MITRE ATT&CK 框架：Wizard Spider 和沙虫

简单了解 MITRE 的 Wizard Spider/沙虫：

• 检测评估有 19 个攻击步骤，109 个子步骤

• 防护评估有 9 个攻击步骤，98 个子步骤

• 若需在 ATT&CK Navigator 中查看 Wizard 
Spider/沙虫评估的范围内技法，MITRE 在此
处提供了可用的层文件。

Wizard Spider

沙虫

普通

https://attackevals.mitre-engenuity.org/enterprise/wizard-spider-sandworm#sn-detection-categories
https://mitre-attack.github.io/attack-navigator/#layerURL=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attackevals/website/master/downloadable_JSON/Wizard_Spider_and_Sandworm_Navigator_layer.json
https://mitre-attack.github.io/attack-navigator/#layerURL=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attackevals/website/master/downloadable_JSON/Wizard_Spider_and_Sandworm_Navigator_layer.json


Cortex by Palo Alto Networks | MITRE ATT&CK 第 4 轮必读指南 8

MITRE Engenuity 第 4 轮方法
环境

评估在 Microsoft Azure® Cloud 中执行。有两个组织具有独立的网络和域，并且在

评估的某些内容中禁用了 Windows Defender。这些网络将包含运行 Windows 

Server 2019、Windows 10 Pro 和 CentOS 7.9 的已加入域的计算机。版本如下：

• Windows Server 2019

 » 发布者：MicrosoftWindowsServer

 » 版本：1809

 » SKU：2019-Datacenter

• Windows 10 Pro

 » 发布者：MicrosoftWindowsDesktop

 » 版本：20h2

 » SKU：20h2-pro

• CentOS 7.9

 » 发布者：Open Logic

 » SKU：7_9

 » 内核：3.10.0-1160.15.2.el7.x86_6

Wizard Spider/沙虫评估环境

目标主机：

 » Windows Server 2019

 » Windows 10

 » CentOS 7.7

图 4：ATT&CK 范围–Azure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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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的重点是阐明检测方式，而非为供应商的能力打分。

MITRE Engenuity 根据每个子步骤（即技法的实施）组织检测。对于要添加至特定

子步骤中的检测，必须适用于正在测试中的特定技法（即检测必须适用于与该子步骤

相关的一种技法，而非该步骤的其他或所有技法）。对于每一次检测，他们要求提供

证据/证明，但 MITRE Engenuity 可能不会在公开结果中包含所有检测细节，尤其

是当这些细节敏感时。虽然 MITRE Engenuity 尽力捕获所有相关检测方式，但供应

商通过相关功能可能以 MITRE Engenuity 没有捕获的方式检测到过程。

从 Wizard Spider 和沙虫评估开始，每个子步骤都有一个检测类别，代表该子步骤

的所有检测中提供给分析师的最高级别情境。作为参考，每个检测类别提供的情境从

左到右递增，其中技法是检测类别图中最高级别的情境。图片库将显示为该子步骤生

成检测类别的检测证据，以及与该子步骤相关的其他检测的相关图片。数据源将绑定

至图库中的每个屏幕截图。

图 5：Wizard Spider/沙虫检测类别

遗漏的检测

已检测到的活动，
无情境

分析覆盖范围

检测到恶意活动 
原因未知

检测到的恶意 
活动，以及可识别 
原因的情境

检测到的恶意 
活动，以及可识别 
方式的情境

无
遥测 常规

攻击策略
攻击技术

经最低限度处理的数据 经丰富的检测

图 6：MITRE Engenuity 检测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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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到的需要检测类别修饰词（例如配置更改或延迟）的检测将在子步骤的结果中进

行分离，从而清晰识别不同类型的检测，并允许用户根据是包括还是排除这些类型的

检测来轻松过滤结果。为了确定检测的适当类别，MITRE Engenuity 会审核所提供

的证明，评估期间所做的记录，向供应商提出的后续问题的结果，以及供应商对草拟

结果的反馈。MITRE Engenuity 还独立地在一个单独的实验室环境中测试过程，并

审核开源工具检测和证物。该测试会告知，对于每种技法，什么情况会被视为一次

检测。

在执行检测分类后，MITRE Engenuity 将跨所有供应商校正类别，以寻找差异并

确保一致地应用类别。应用哪个类别的决定最终是基于人为分析，因此尽管 MITRE 

Engenuity 已采用上文所述的结构化分析来消除这些偏见，但还是会受到所有人为分

析中固有的自由裁量权和偏见的影响。

检测类别

• 不适用：供应商无法看到接受测试的系统。供应商必须在评估之前说明他们没有在
哪些系统上部署传感器，以在相关步骤的范围中启用“不适用”。

• 无：在与满足指定检测标准的受测行为相关的功能范围内，没有数据可用。对于 
“无”类别，没有修饰词、注释或截屏。

• 遥测：通过功能收集的经最低限度处理的数据，显示特定于满足指定检测标准的受
测行为发生的事件。证据必须明确表明行为已发生并与执行机制有关（确实发生
对比可能已发生）。此数据必须在工具中原生可见，并且可以包括从端点检索的
数据。

• 常规：经处理的数据，指定发生了与受测行为相关的恶意/异常事件。就为什么执行
操作（策略）或如何执行操作（技法）不提供细节或提供有限的细节。

• 策略：经处理的数据，指定 ATT&CK 策略或与通过相关功能收集的数据相当的丰
富程度。向分析师提供有关活动潜在意图的信息，或帮助回答“为什么要这样做”
的问题。要认定为检测，事件上必须有一个以上的标签来标识 ATT&CK 策略，并
且必须清楚地将策略级描述与受测技法联系起来。

• 技法：经处理的数据，指定 ATT&CK 技法、子技法或与通过相关功能收集的数据
相当的丰富程度。向分析师提供有关如何执行操作的信息，或帮助回答“做了什
么”的问题（即可访问性特性或凭证转储）。要认定为检测，事件上必须有一个以
上的标签来标识 ATT&CK 技法 ID (TID)，并且必须清楚地将技法级描述与受测技
法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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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类别

防护类别用于确定在攻击者模拟中是否遇到防护，以及是否需要用户提示来确认阻止

活动。类别可能会根据评估中经验的累积而发生变化。

• 不适用：供应商无法在受测系统上部署防护功能。供应商必须在评估之前说明他们
没有在哪些系统上部署传感器，以在相关步骤的范围中启用“不适用”。

• 无：受测技法未被阻止和/或该技法不成功，并且没有向用户提供通过相关功能阻止
活动的证据。

• 已阻止：受测技法被阻止，用户被明确告知相关功能阻止了活动。

修饰词检测类型

MITRE Engenuity 区分了不同类型的检测，以便围绕供应商具备的功能提供更多的

情境，允许最终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对检测类型进行权衡、评分或排序。这种方法允

许结果的最终用户确定他们在检测中最看重的内容（例如，一些企业可能想要遥测，

而其他企业可能想要技法检测）。

• 配置更改：从评估开始之后，功能的配置发生了更改。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表明可以
收集和/或处理额外的数据。“配置更改”修饰词可与描述更改性质的附加修饰词一
起应用，包括：

 » 数据源 – 为了让传感器收集新信息所做的更改。

 » 检测逻辑 – 对数据处理逻辑所做的更改。

 » UX – 与已收集但对用户不可见的数据显示相关的更改。

• 延迟：因为某些因素拖慢或延迟对用户的展示，导致附加处理不可用（例如，产生
对活动的检测的后续或附加处理），因而分析师无法立即使用检测。延迟类别不适
用于正常的自动化数据摄取和将数据显示给用户花费时间极少的例行处理，也不适
用于与功能本身无关的范围或连接问题。“延迟”修饰词将始终与进一步描述延迟
性质的修饰词一起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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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tex XDR 对抗 Wizard Spider 和沙虫：我们的结果
MITRE Engenuity 对每次检测和捕获进行分类，将重
点放在分析检测是如何发生的，而不是给供应商的能力
评分；然后根据每种攻击技法来组织检测。如果安全解
决方案以不同的方式检测攻击技法，就可能多次检测到
这种技法。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他们决定只记录每个
攻击子步骤中质量最高的检测。

每个参与检测的供应商都会得到一个“可视性”分数，
代表攻击子步骤（共 109 个）中，相应的解决方案能
够为任何攻击子步骤出示证据的数量。其中包括遥测检
测（对收集数据进行最小处理的检测）和更高质量的检
测，这些检测利用分析数据来处理收集到的数据并提供
攻击的目的和方法的相关信息。

Cortex XDR 的独特之处–数据不会说谎

作为业界第一个 XDR 平台，Cortex XDR® 集成了端
点、网络、云和第三方数据来阻止复杂的攻击。正如我

们连续四年在 MITRE Engenuity ATT&CK 评估中领
先的结果所证明的那样，Cortex XDR 在防护、检测和
可视性方面取得了上佳成绩，这些正是整体、一流的端
点安全解决方案的支柱。

Cortex XDR 通过行为分析和机器学习提供更高的检测
保真度。它收集并整合了大量数据，包括来自 Cortex 

XDR 端点、新一代防火墙、Prisma® Access、身份提
供商等等的日志。Cortex XDR 构建预期用户行为的档
案，以精确定位表明存在攻击的异常行为。行为分析应
用机器学习和统计分析来丰富数据，以揭示攻击者的策
略和技法，比传统检测规则的误报更少。

由于 Cortex XDR 结合了防护、分析检测和可视性，
因此可以精确地识别异常行为，从而加快分类过程，减
少网络中的驻留时间和随后的横向移动。

Cortex XDR 在防护、检测和可视性
方面实现了高性能，这些都是一流的整
体终端安全解决方案的支柱。



Cortex by Palo Alto Networks | MITRE ATT&CK 第 4 轮必读指南 13

需要准确的检测才能完成补救

在 MITRE Engenuity 评估早期，供应商将可视性或
覆盖率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凭借这些评估的知名度
以及为应对网络威胁环境所具备的能力应有所加强，
可视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这些评估的赌注，如今
的重点应该是提供高质量的检测。如上所述，技法
检测提供了完整信息，不仅包括攻击者发起攻击的原
因，还包括他们发起攻击的方式。这一级别的详细信
息对于防御者了解攻击全貌并完全针对威胁实施补救
措施是非常必要的。

图 7：Palo Alto Networks 独树一帜，在评估中提供了数量最多的技法检测。 
注意：不包含由配置更改导致的检测。

第 4 轮企业评估：技法检测

Cortex XDR 的所有检测都是技法检测，或
许有着最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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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是第一道防线

在 EDR 解决方案中，精准防御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
防止攻击者获得立足点，并显著减轻防御者在对攻击实
施补救措施时面临的负担。这节省了分析师的时间，
让他们可以进行威胁搜寻。详细的检测提供对攻击序
列的全面可视性，带来正确情境，以精确定位值得进一
步调查的异常活动。可视性是预防和检测的基础，但单
就可视性而言可能通常仅意味着噪声。防护评估中的每
一步都有攻击者为实现其目标而采取的多个子步骤。在 

9 个攻击测试中，共有 109 个子步骤。在这 109 个子
步骤中，98 个都包含在 MITRE 防护评估中被认为是 
“可阻止”的行动；其余子步骤则包含在评估中被认为
是不可阻止的行动，并且阻止这些行动会对评估结果产
生不利影响。在 98 个可阻挡的子步骤中，每一步都由
特定的恶意操作组成，这进一步帮助攻击者完成目标，
并对企业造成了负面影响。因此，准确阻止尽可能多的
子步骤将十分有利。

图 8：Cortex XDR 阻止了 100% 的防护步骤和所有 98 个子步骤中的 99%。

第 4 轮企业评估：防护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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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包含所有防护子步骤的组合防护和检测图表，不含配置更改导致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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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轮企业评估：分析覆盖率（不含配置更改）

图 11：几家供应商声称，根据分析覆盖率，他们在今年的评估中表现最好。 
如果排除由配置更改导致的检测，则 Cortex XDR 在分析覆盖率方面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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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可视性是预防和检测的基础。如排除由配置更改导致的检测，Cortex XDR 在攻击可视性方面保持不败地位。

第 4 轮企业评估：可视性（不含配置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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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配置更改

MITRE Engenuity 允许解决方案提供商在评估的某个
步骤没有产生预期检测时进行“重做”。这些重做称
为“配置更改”。这使得安全供应商能够针对他们用初
始配置没有检测到的技法改进他们的检测。因此，配置
更改只是一种有意而为的检测，因为更改是为了获得更
好的结果。MITRE Engenuity 为供应商提供了这个机
会，因此他们将有机会验证对解决方案的更改如何提高
安全效率。

虽然我们充分理解这些评估中配置更改的意图，但我们
认为在对比结果时排除由配置更改直接造成的检测更为
实际。然而，许多供应商都在兜售行业领先的结果，同

时还包含因配置更改而重新进行的检测。务必注意，在
进行配置更改时可以更改的内容没有限制，供应商也不
会承诺将这些更改添加至其生产代码中。

配置更改的示例包括：

• 创建新的规则、启用预先存在的规则或更改灵敏度
（例如阻止列表），以在重新测试期间成功触发。
这些将被标记修饰词“配置更改检测逻辑”。

• 在后端收集表明帐户创建的数据，但默认情况下不
显示给最终用户。供应商更改后端设置，以允许在
用户界面中显示帐户创建遥测，因此将为“创建帐
户”技法提供遥测和“配置更改 UX”检测。

在现实世界中，攻击者不会通过允许配置
更改来给您第二次防止入侵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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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轮企业评估：供应商配置更改

图 13：第 4 轮评估中每个供应商的配置更改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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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未能揭示全部真相
在研究 MITRE Engenuity 结果时，重要的是查看产品截图，以便更好地了解其
向安全分析师传达的信息。

这些 ATT&CK 评估结果表明我们致力于预防每一种潜在威胁，并针对所有攻击
活动提供准确详细的检测，以确保我们的客户免受强劲攻击者的威胁。

第 1 天 (Wizard Spider)：Cortex XDR 将所有恶意活动分组到单个事件中，将所有
恶意活动、异常行为和恶意软件检测明确关联。此外，此事件分组为分析师提供了事件
发生期间记录的所有操作的统一记录，使分析师能够专注于调查，而非整理单个未分组
事件的数据和详细信息。

第 2 天（沙虫）：Cortec XDR 提供了详细的技法级检测，可以识别攻击者试图实现
的目标以及他们以何种方式实现。

https://attackevals.mitre-engenuity.org/enterprise/participants/paloaltonetworks/?adversary=carbanak_fin7


免费咨询热线：400 9911 194 
网址：www.paloaltonetworks.cn 
邮箱：contact_salesAPAC@paloaltonetworks.com

详细了解 MITRE ATT&CK 和 
Cortex XDR
如果您有兴趣详细了解此评估中模拟的攻击场景以及 

Cortex XDR 的表现，我们提供了各种可点播观看的
资源：

• 三分钟内即可了解所有结果。观看视频。

• 观看我们的在线研讨会点播。剖析 2022 年 MITRE 
Engenuity ATT&CK 评估。

• 请访问我们的网页并查看我们的 2022 年 MITRE 
Engenuity ATT&CK 评估结果博客，了解更多
信息。

MITRE Engenuity ATT&CK 
评估简介
MITRE Engenuity ATT&CK 评估由供应商支付
费 用 ， 旨 在 帮 助 供 应 商 和 最 终 用 户 更 好 地 了 解 与 

MITRE 可公开访问的 ATT&CK® 框架相关的产品功
能。MITRE 开发并维护 ATT&CK 知识库，该知识库
以攻击者策略和技法的真实报告为基础。ATT&CK 为
免费提供，并被工业和政府中的防御工作者广泛使用，
在评估和选择备选方案以改进网络防御时，了解可视
性、防御工具和流程中的差距。MITRE Engenuity 将
方法和结果数据公开，以便其他企业受益并进行自己的

分析和解释。评估没有提供排名和背书。

如需有关 ATT&CK 框架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MITRE.

org。试试 ATT&CK Navigator 工具，帮助您进行与 

ATT&CK 技法相关的导航、注释和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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