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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安全编排、自动化和响应
安全团队缺乏人员和可扩展的流程，无法应对巨量警报和无休止的安全

任务。分析师需要跨控制台收集数据，确定误报以及在事件的整个生命

周期内执行重复性手动任务，非常浪费时间。由于他们面临越来越严重

的技能短缺，安全领导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出重要的决定，而不能陷入

繁冗杂务的被动反应中。

Cortex XSO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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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优势
借助 Cortex XSOAR，您的企业将能够：
•  扩展和标准化事件响应流程
•  加快解决速度和提高 SOC 效率
•  提高分析师的工作效率，加强团队学习
•  从现有威胁情报投资中获得即时投资回报

表 1：标准化和自动化任何安全用例的流程

可扩展、一致的事件响应
通过数百个开箱即用 (OOTB) 剧本加快部署，这些剧本涵盖范围广泛的安全用例（例如，网络钓鱼 

防御、IOC 丰富化、漏洞管理、云安全）。强大的软件开发工具包允许您构建自己的集成。

模块化、可自定义的剧本
使用带有数千个可执行操作的可视拖放剧本编辑器来解决简单的用例和复杂、自定义的工作流。 
可以跨剧本嵌套和重复使用剧本组/任务。可用来测试剧本的实时编辑以及基于 YAML 的共享， 

使得剧本的创建变得简单快捷。

完美平衡自动化和人工响应 通过可作为任何剧本的一部分使用的手动批准任务维持对自动化流程的控制。

跨产品堆栈编排
跨 400 多个集成自动化事件强化和响应，集成对象包括数据丰富工具、威胁情报源、SIEM、 

防火墙、EDR、沙盒、取证工具、消息系统等。

行业首创
Cortex™ XSOAR 是业界首个扩展的安全编排和自动化平台，它通

过统一自动化、案例管理、实时协作和威胁情报管理来简化安全运

营。团队可以跨所有来源管理警报，使用剧本标准化流程，对威胁

情报采取行动，并自动响应任何安全用例。

第三方工具

400+
SIEM 工具 人员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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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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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驱动的自动化

Market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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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Cortex XSOAR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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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编排
Cortex XSOAR 通过简化安全流程、连接分散的安全工具以及保

持机器驱动的安全自动化和人工干预之间的适当平衡，使安全专

业人员能够高效地执行安全操作和事件响应。

案例管理
当需要人工干预时，需要通过对复杂用例的实时调查来补充事件

响应的自动化。Cortex XSOAR 通过在一个平台上统一来自任何

来源的警报、事件和指标来加快事件响应，从而实现快速搜索、

查询和调查。 图 2：Cortex XSOAR 网络钓鱼剧本

表 2：通过以安全为重点的案例管理适应任何警报

事件和指标的自定义布局 完全可自定义的事件和指标布局可帮助您在响应事件时快速获取相关信息。

指标和事件关联
中央指标存储库允许搜索指标以及跨来自多个来源的事件自动关联指标， 

以发现重复问题、趋势和模式。

灵活、可自定义的报告和仪表板
小部件驱动的仪表板和报告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度量可视性，使您可以根据自己的 

报告需求对数据进行全方位分析。

不间断的事件监控 Cortex XSOAR 移动应用提供可在外出途中查看的仪表板、任务列表和事件操作。

跨集成自动化映射 
镜像连接可以与其他应用一起创建，这样 Cortex XSOAR 中的事件更新将自动推送到 

第三方应用（ServiceNow、Jira、Slack 等），以实现自动化的票证管理。

协作与学习
Cortex XSOAR 提供了交互式的调查功能，具有强大的工具箱来

帮助分析人员协作、运行实时安全命令以及从每个事件中学习。

图 3：可自定义的事件视图

表 3：以实时协作提升 SecOps 效率

实时调查和协作
每个事件都有一个虚拟的“战情室”，内置 ChatOps 和命令行界面 (CLI)，使分析师可以 

实时协作和运行安全操作。

机器学习辅助 机器学习驱动的虚拟助手学习平台所采取的操作，并就分析师分配和执行操作的命令提供指导。

持续学习 所有调查行动的自动记录有助于分析师的学习和提高。

简化、自动化的报告 灵活、小部件驱动的仪表板和报告消除了手动报告，可以完全根据您的企业需要进行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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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情报管理
Cortex XSOAR 采用了一种新的利用本地威胁情报管理的方法，将

威胁情报的聚合、评分和共享与剧本驱动的自动化统一起来。

图 4：基于情报的自动化剧本

表 4：胸有成竹并且快速地根据威胁情报采取行动

自动化多情报来源汇总
使用自动化剧本免去手动任务，从而汇总、解析、去重并管理数十种受支持的来源中的 

数百万个每日指标。

细化指标评分和管理 可以通过基于剧本的指标生命周期管理和透明评分功能（可以轻松扩展和自定义）管理威胁情报。

同类最佳的运营效率
加强合作并揭示关键威胁，可以对第三方威胁情报与内部事件进行分层，从而对警报 

划分优先级并做出更明智的响应决策。

强大的本地威胁情报 借助 Palo Alto Networks AutoFocus™ 情境威胁情报服务提供的内置高可信度威胁情报加强调查。

具有可扩展集成功能的无需 
人工干预的自动化剧本

通过基于可靠的 SOAR 功能专门设计的剧本跨 400 多种第三方产品自动阻截威胁。

丰富的用例
Cortex XSOAR 提供了一个开放、可扩展的平台，适用于广泛的用

例，甚至是安全运营中心 (SOC) 或安全事件响应团队权限之外的流

程。灵活的平台可以适应任何用例，常见的用例包括网络钓鱼、安

全运营、事件警报处理、云安全编排、漏洞管理和威胁搜寻。

安全运营

事件管理

网络钓鱼响应

云安全

漏洞管理

威胁搜寻

SIEM 和分析

XDR（或 EDR）

云安全警报

漏洞

扫描程序

电子邮件

票证

威胁情报来源

威胁情报 

恶意软件分析 

电子邮件 Web 网关

 票证

警报源 丰富和响应

图 5：在 Cortex XSOAR 中摄取警报和 I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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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tex XSOAR Marketplace
Cortex XSOAR Marketplace 是业界最全面的安全编排市场。作为 

Cortex XSOAR 的原生扩展，Marketplace 让您能够发现、共享和

使用业界最大的 SOAR 社区贡献的内容包。

内容包是预先构建的集成、剧本、仪表板、字段和订阅服务的捆绑

包，旨在解决特定的安全用例。只需单击一下就可以部署包，从而

简化并加快自动化的采用。

图 6：探索高评级、经验证的内容

丰富的集成
Cortex XSOAR 拥有业界最广泛和最深入的 OOTB 集成，其中包含

安全团队使用的安全和非安全工具。新的集成和内容包不断添加到 

Cortex XSOAR Marketplace，以方便为我们的客户进行快速、无

缝的部署。

广泛集成生态系统的优势
•  推广您的平台和解决方案产品
•  与 Palo Alto Networks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  利用联合营销活动和潜在客户开发
•  在安全行业获得品牌认可
马上加入 Marketplace。

图 7：我们 400 多个 OOTB 集成中的一些

https://xsoar.pan.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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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先的客户成功
我们的客户成功团队致力于帮助您不断优化您的安全态势，并充分

利用您的 Cortex XSOAR 实现。

标准成功计划，随 Cortex XSOAR 订阅附带，使您容易上手。您可

以访问自我指导的材料和在线支持工具，让您快速启动和运行。

高级成功是推荐的计划，包括标准计划中的一切，外加指导性引入

培训、自定义研讨会、全天候技术电话支持，以及与客户成功团队

的联系，为您提供个性化体验，帮助您实现最佳投资回报 (ROI)。

图 8： 标准和高级客户成功计划的关键方面

引入辅助

技术支持

教育培训

优化体验

价值汇总
启动客户旅程

 引入辅助
 初始服务配置

 用例辅助
访问支持社区 
访问支持门户 
电话支持 

响应时间 (S1)
Slack DFIR 专用通道

访问在线文档 
访问在线培训 
自定义研讨会

手动运行状况检查
自定义成功计划 
定期运营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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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优先级的集成开发

标准 高级
自助 优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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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tex XSOAR 社区版
如需体验 Cortex XSOAR 的功能，请试用免费社区版。该免费社区
版随附 30 天的企业许可证，是体验 Cortex XSOAR 的最佳方式。
注册免费的社区版。

Cortex XSOAR 移动应用
通过面向 iOS 和 Android® 的移动优先体验，利用 Cortex XSOAR 

随时随地跟踪和响应安全事件。创建和访问个性化仪表板，从任何

设备指派和完成任务，并通过一起合作改善调查质量。

从 App Store® 以及 Google Play® 获取应用。

专为 MSSP 设计
Cortex XSOAR 通过数据细分和可扩展的托管安全服务提供商 

(MSSP) 体系结构支持完全多租户。MSSP 可以在 Cortex XSOAR 

上构建其托管服务运营，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服务，并优化内部团队

生产力。

表 5：安全基础架构和团队的连接结构

功能 价值

真正的多租户
MSSP 可以在主级别和租户级别创建剧本并强制执行策略，从而为快速接纳新客户、提供不同级别的 

服务以及扩展到其他管理选项创造了灵活性。

模块化剧本
MSSP 还可以为特定的服务和服务级别构建自定义剧本。在每个剧本中，工具操作可以简单地供 

“复制”并在主级别和租户级别的其他剧本中重新使用，以便通过新的客户添加有效地扩展。

SLA 和团队绩效跟踪
Cortex XSOAR 具有内置的 SLA 跟踪功能，以帮助 MSSP 保证向其客户提供及时的服务成果。MSSP  

可以通过 Slack、电子邮件等方式触发将送至分析师团队的通知，以便在违反 SLA 之前及时处理事件。

https://start.paloaltonetworks.com/sign-up-for-demisto-free-edition?hsCtaTracking=bd8e650f-9f65-4f4a-badd-cd021e81785a%257Cba2446a6-2532-43fe-81c8-948a6d38231b
https://apps.apple.com/us/app/cortex-xsoar/id1462171798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paloaltonetworks.demisto&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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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安全基础架构和团队的连接结构（续）

功能 价值

广泛的 API
MSSP 可以利用 Cortex XSOAR 的所有功能作为强大的后端自动化和编排促成工具， 

同时维护现有面向客户的门户。

威胁情报管理
对于 MSSP 而言，将威胁情报添加到任何服务中以增加客户价值这一过程得到大幅简化。 

可以在主级别和租户级别编译威胁情报源，以满足不同的客户类型和用例的需求。

灵活部署
Cortex XSOAR 可以部署在本地、私有云中，或作为完全托管的解

决方案。我们在多个层级上提供平台以满足您的需求。

Cortex XSOAR 托管解决方案
借助我们的托管解决方案，安全团队可以改善响应时间和效率，而无

需为基础架构、维护和存储投入专用资源。Cortex XSOAR 将管理和

维护基础架构和平台层，使 SOC 能够专注于事件响应的关键方面。

托管解决方案的优势
•  可靠、灵活和可扩展的技术
•  严密的安全性和隐私性
•  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  加快、标准化事件响应

表 6：Cortex XSOAR 服务器—内部部署的系统要求

组件 最低 建议

CPU 8 核 CPU 16 核 CPU

内存 16 GB RAM 32 GB RAM

存储 500 GB SSD 1 TB SSD，最低 3K 专用 IOPS

物理或虚拟服务器 Linux OS：Ubuntu 16.04, 18.04；RHEL 7.x 和 8；Oracle Linux 7.x；Amazon Linux 2；CentOS 7.x 和 8

表 7：Cortex XSOAR 引擎—内部部署的系统要求

组件 最低 建议

CPU 8 核 CPU 16 核 CPU

内存 16 GB RAM 32 GB RAM

存储 500 GB SSD 1 TB SSD，最低 3K 专用 IOPS

操作系统 macOS、Windows、Linu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