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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Com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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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SSL證書發行商
成立於1998,總部設於美國,並於全球設有分支單位

擁有超過 250+ 項專利

全球超過700,000+ 企業客戶

Serves more than 20% of Fortune 1000

端點安全管理安裝超過100M+ 台電腦系統

Enterprise Customers



台灣客戶



COMODO控股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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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L證書

• CodeSign程式簽章

• 個人簽章

• 網站安全掃描

• 網站安全及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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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安全管理

• 郵件安全管理

• 網站安全管理

• 雲端安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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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摩多端點APT安全管理

新一代企業資訊安全管理
不挖礦、避免勒索、遠離APT攻擊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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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索軟體的相關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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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公司，文檔被加密4G，造成較大影響

＊＊＊金融公司，通過用戶端，連到檔案伺服器，10萬個文檔被勒索

＊＊日產汽車，用戶端點一個連結，連到伺服器，5000多個檔被加密

＊＊航空公司，高層領導點擊了郵件附件，公共資料被加密。鎖定的範圍，都是高層才有權限

存取的文檔

＊＊飯店（五星級），留有大量客戶的信用卡號和簽名資料。怕綁架軟體，造成資料外泄。想

提前預防

＊＊化妝品公司，實體店的收銀機被植入惡意程式，電腦顯示：已被植入程式，要付費，不然

將利用所有顧客的刷卡卡號



大家最不樂見的勒索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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駭客乾坤大挪移戲碼不斷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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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www.ithome.com.tw/



交易資料遭盜,個資外洩判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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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20多歲的女子，去年二月透過華
信公司網站訂購機票，結果事後卻接
到自稱華信公司人員來電，表示操作
錯誤需重新認證，因此遭詐騙了52萬
元，女子認為詐騙集團竟然可以清楚
說出她的個資，懷疑是華信洩漏，因
此用違反《個資法》提告求償兩萬元
，台北地院經過審理認定華信需賠償
兩萬元。



“SMOMINRU”門羅幣挖礦病毒已感染50萬台
WINDOWS伺服器，目前仍無法被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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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款名為“Smominru”的殭屍軟體在高峰時期感染了大
約52.6萬台Windows服務器，並且挖到8900個門羅幣。

根據最新消息，全球已經有超過50萬台設備被一款虛擬
貨幣礦工殭屍軟體劫持，目前該軟體已經挖到了近9000

個門羅幣（價值約合360萬美元）。

自從去年五月首次被發現以來，這款名為“Smominru”

的殭屍軟體在高峰時期感染了大約52.6萬台Windows伺
服器，並且挖到8900個門羅幣。這款殭屍軟體利用了
Windows漏洞“永恆之藍（EternalBlue）”——值得
一提的是，此前臭名昭著的勒索軟體“WannaCry”也是
利用了美國國家安全局洩露的危險漏洞“永恆之藍”。

殭屍軟件最喜歡攻擊的對象就是Windows伺服器，因為
它是市場上最理想的主機之一，不僅總是處於“打開”
狀態，而且擁有比個人電腦更強的處理能力。儘管
Smominru惡意軟體攻擊範圍遍及全球，但主要受害的
國家地區在俄羅斯、印度和台灣。



駭客來了,誰會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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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資安防禦是否也是事倍功半
投入大量資源與部署大量防禦工具，過度相信資安廠商給的建議，但堆積木
的結果是否真的解決了您的問題？

 您心中的疑問?

 電腦都安裝了防毒軟體,怎麼病毒問題仍然存在?

 部署了入侵防禦系統,駭客入侵卻沒告警?

 APT閘道防護把沙箱過濾炒得震天嘎響，然後您的問題解決了嗎？

資安人力不足，誰來救火？

建構SOC安全監控卻連駭客悄悄上門都沒個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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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防禦資料庫方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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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85M+ 27% ~25%

採用 “Default Allow” –掃描比對非攻擊資料庫手法則 Pass

2015新發
現惡意程式

2015, Compared to

History of Malware
平均偵測率

惡意攻擊資料庫(黑名單)

黑名單攔截

無法攔截動態變種攻擊

All unkown Pass

無法掌握APT攻擊

耗用系統資源

“... [a]缺乏防病毒檢測
大多數...密碼竊取
和遙控木馬的平均檢出率
是24.47％
而大部分的檢出率
只有19％“。
Brian Krebs，KrebsOnSecurity.com



利用沙箱過濾也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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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ization:

Rely upon simulating analysis

Negative impact on usability and 

performance

Allows ‘Patient Zero’ infection

By design, even when they work, you are 

breached!

Perpetual Containment:

Blindly isolates unknown good/bad together

Multiple containers, narrow application

support

Lost saved data and productivity

Negative impact on usability and

performance

Emulation:

Supported Apps Limited

Requires specialized, modern hardware

Limited adoption across OS and devices

Difficult to develop and support



資安防禦產品最嚴重的防禦缺口（黑名單）

問題

 必須不斷更新黑名單，才具有防護能力

不在黑名單的攻擊程式，預設允許並放行

無法防範未知程式攻擊，容易遭受Zero-Day 、 APT、勒索攻擊(新型態的攻擊無一倖免)

 哪些安全產品使用黑名單

防毒軟體、入侵防禦系統、垃圾郵件過濾、網頁內容過濾

黑名單
(病毒碼)

(特徵碼)

已知惡意程式

已知正常程式

未知程式

允許並放行

允許並放行

你已成為
駭客下手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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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活動的變化?!

網路加密傳輸,閘道設備無法辨識

攻擊來時無法拉警報

網站加密
HTTPS

@!#$%^&*()%@%#@^#&%$^*^&^$@#$!@^%@^&*#$#

%^&*(^&%#$#%^%&*(&^$^%*^&%)&(%^$&##&@*($!#

@%$#*$^(*%$&%^($&^%*&$%*

10000010100110010111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

1010101010101010101001001010101111101011010101

0101001111010101011101110111

資料明碼傳遞,資安防護設備可阻擋惡意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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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堆疊架構面臨的挑戰

 防禦資料庫因攻擊數量龐大進而導致系統效能衝擊

 需要防護未知的程式，而不僅僅是監控

 “閘道安全”方案造成堆疊成本更高，更難管理

 需要解決”0-Day“問題

 需要Zero Patient解決方案，降低系統效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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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想想，駭客如何成功入侵

APT攻擊 勒索活動 一般病毒攻擊

時間 潛伏時間長 攻擊時間短 長短不一定

攻擊
者

有組織、計畫性的團體 地下網路商業活動 一般的個人或駭客結盟

攻擊
對象

有針對性、小範圍，如政
府、高科技公司、金融業

等
無特定對象

無針對性、大範圍，近年
以具有大量個人資料的企

業為主

攻擊
手法

長期、持續性、多樣化，
經常是零時差漏洞的攻擊，

確保達成攻擊目的

利用Email或網站瀏覽背
景植入勒索程式,立即加

密系統中的檔案

速戰速決，複合多種常見
漏洞，以大量、快速、有

效的單一手法入侵

攻擊
目的

竊取所需要的特定機密，
包含國家安全、商業機密

等
$$$$$

動機不一定，從彰顯自己
能力到竊取個資以換取實

質利益皆有

共同特性:均以未知程式入侵系統發動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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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0-Day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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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不能再”瞎子摸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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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定在”已知黑名單”當中，則禁止該程式執行
2.判定在”已知白名單”當中，則允許該程式執行
3.判定為”未知程式”，則自動在沙箱中執行
4.不會有未知程式能夠存取您的實體電腦設備或網路
5.自動進行本地和雲端分析以確定執行程式是否是白名單程式
6.判定後允許或禁止程式運行
7.不影響使用體驗

建立全新系統安全管理(門禁)機制



COMODO 系統安全管理說明

Comodo Lab

用戶端執行程式時
Comodo分析程式分類
程式分類為:
1.信任程式允許執行
2.惡意程式封鎖執行
3.未知程式Containment執行

收集用戶端未知程式
自動上傳至雲端分析

Comodo Lab進行程式判定
並更新至黑白名單資料庫

主機查閱資料庫後
自動回覆程式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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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cellence Anti-Mal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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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Best AP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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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APT) Protection



2018-2019 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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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2.2018

網路安全監控 Managed Detection and Response (MDR)

系統安全防護 Endpoint Detection and Response

自動 AI 分析 Cloud File Analysis



用戶端使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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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掌握未知程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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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惡意程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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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黑/白名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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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odo 防禦機制說明

1. 個人防火牆模組: 防止外部連線進入本機電腦，本機管
理政策所允許的程式才可對外連線。

2. 防毒模組:當有已知惡意程式被系統讀取到（像是檔案
總管瀏覽），惡意程式即會被隔離。

3. 自動沙箱:未知程式自動以沙箱運行，可以正常工作，
但無法寫入到硬碟。與此同時，Comodo會自動上傳此
未知程式至valkyrie作雲端分析來判定。

4. HIPS:將已知程式作權限控管，沒有事先報備的程式不
允許寫入至系統重要區域。

5.周邊裝置控管:禁止特定種類裝置連接設備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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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ODO安全管理優勢

 全球即時更新惡意程式資料庫-超過5550萬筆

 獨家的Default Deny™架構

獨家信任程式資料庫，非信任程式限制執行

 專利的端點Containment™技術

 自動隔離非信任程式在沙箱中，防止非信任程式破壞系統

 獨家的7道安全防線，確保系統安全防護固若金湯

 系統防火牆 – 管理系統網路連線

 惡意程式攔截 – 攔截已知惡意程式

 主機入侵防禦 – 監控所有程序執行

 自動隔離技術 – 主動隔離未知程式活動

 程式行為分析 – 自動分析被隔離未知程式行為

 程式信用評估 – 自動紀錄系統中所有程序評價

 動態程式分析* – 自動上傳未知程式至雲端分析平台

*為企業版進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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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ODO雲端程式動態分析

 每年超過3億筆程式動態分析,掌握全球最多程式安全信評資料庫
(730億)

 26個以上的靜態探測器

 超過1000個的靜態分析檢測內容

 程式行為動態分析

 Anti-VM

 VM escape

mass commands

註冊表更改

程式與API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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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惡意程式資料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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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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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分析 動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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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報告(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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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積體電路公司

Proxy主機 80埠直接連接網路

應用說明:

一般使用者透過Proxy主機上網,並限制下載

高階主管因經常外出需求,故無須透過Proxy

連結網際網路,無法限制下載,

在已有防毒軟體防護下,搭配Comodo沙箱
防止未知惡意程式入侵

安全管理大師 防毒軟體



台灣X航

使用前 使用後

綁架軟體綁架軟體

防毒軟體 安全管理大師

高階主管電腦遭勒索攻擊
勒索攻擊仍持續

但未再發生電腦遭勒索

應用說明:

防毒廠商宣稱防勒索
成效,故信任廠商,部屬
防毒後勒索問題仍然
出現

移除所有端點防毒軟
體,全面採用Comodo

安全管理大師,防止未
知惡意程式入侵,勒索
問題未再出現



X光電-產線安全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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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線程式控制

未知程式通報

生產線是老闆的印鈔機,除停機歲修外,不允許產線斷線

主控中心列管產線程式



X銀行-ATM系統安全管理

核心系統執行程式時
依白名單程式分類管理
1.系統白名單程式允許執行
2.未知程式限制封鎖並通報主控中心

2.針對程式開發部門程式
進行動態程式檢測

7.取樣未知程式
進行動態程式檢測

4.詢問程式白名單

5.發現未知程式通報

6.主控中心列管未知程式

1.程式開發部門
進行程式源碼檢測

3.新增程式白名單

SIEM

日誌保存

發送未知程式通知

日誌保存



核心服務系統安全管理

管理主機系統執行程式
依管理者設訂程式清單與Comodo分類管
理
1.主機服務程式允許執行
2.未設定程式限制封鎖並通報主控中心

3.套用程式管理清單

4.發現未知程式通報

5.主控中心列管程式

1.主機程式軟體清單
2.設定主機服務程式

7.日誌保存

6.發送未知程式通知



POS系統安全管理

POS系統執行程式時
依POS白名單程式分類管理
1.POS白名單程式允許執行
2.未知程式限制封鎖並通報主控中心

2.PoS系統請求允許程式白名單

3.發現未知程式通報

4.主控中心列管未知程式

1.將PoS程式列為白名單

5.發送未知程式通知



感謝大家!
請多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