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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中的防欺诈指南
机器数据如何帮助查找异常情况和防止欺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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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常生活的许多部分正在数字化，欺诈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想想我们生活中的所有账户，这些账户都容易受到欺诈。这可以包括信

用卡号码、银行帐号、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用户 ID、

处方、忠诚奖励或玩家标签。这只是列举了几种类型的账户而已。

欺诈被定义为意图导致经济或个人利益的错误或犯罪性欺骗。 它的形式

可以变化，从偷盗身份到窃取账户证书和个人信息，均属于它的范畴。

防止欺诈是在线服务、用户账户、医疗保健提供商、零售商、教育和金

融机构等等面临的越来越多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

• 作为一家欧洲大型电信公司，Telefonica如何阻止六千份高级智能手

机订单落入不法之徒手中？

•	PostFinance	 如何确保其用户不被欺骗进入镜像的在线银行网站？

•	一家大型咖啡店如何确保其顾客忠诚积分不被盗用？

•	杜克大学如何防止欺诈者套取教师工资？

•		Surescripts	如何制止阿片类药物或处方欺诈？

这些只是现实世界组织面临的欺诈挑战的一些例子。这些组织均已采取

措施通过采用欺诈检测计划来应对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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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plunk.com/en_us/form/how-to-detect-and-respond-to-frau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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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检测正在实施一个流程和行动，通过对用户和

其他定义实体的活动进行实时、近乎实时或批量分

析来保护客户和企业信息、资产、账户和交易。它

使用基于后台服务器的流程来检查用户和其他已定

义的实体的访问和行为模式，并通常将这些信息与

预期的资料进行比较。除非用户的活动涉嫌欺诈活

动，否则欺诈检测不会侵入用户。

虽然存在新的和不断变化的数字化，但欺诈者通常

使用相同的步骤进行欺诈：他们识别账户和他们需

要的信息，找到漏洞并进行攻击。

无论是账户接管 (ATO)、申请欺诈还是无卡交易 

(CNP)，毫无疑问，欺诈行为正在上升。美国司法

部估计，仅仅医疗保健欺诈就会使该国每年损失

数百亿美元。该部表示，一些估计认为，“这个

数字接近1000	亿美元”。

根据一项研究，欺诈不仅会为组织带来损失，而且

在去年发现的所有违规行为中，欺诈占到 85％。

如果考虑到每次违规都会使组织不仅蒙受资金损

失，还会损害声誉、组织效率以及达到合规要求的

能力，则损失会更高。

如果实施欺诈的步骤相同，并且可以实施欺诈检测

流程，那么是什么让防欺诈团队在预防威胁方面面

临挑战？假设组织不想蒙受金钱损失，对吗？

通常，组织会以业务速度开发和增加新服务，这与

他们考虑防止欺诈、投资和实施欺诈检测行为和流

程以找出异常情况的速度并不相同。

组织需要能够集中搜索、检测、监控和调查欺诈企

图，以确保所提供的服务、客户的安全并建立数字

信任。

在任何类型的数字服务中，欺诈活动的指纹都被写
入机器数据。组织可以利用机器数据来防范欺诈。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六种真实世界的场景，其中机

器数据可用于消除欺诈行为：

• 账户接管：凭据填充

• 账户接管：网络钓鱼

• 服务滥用

• 支付卡信息

• 财务账户信息

• 美国现实世界中的医疗保健欺诈

http://www.verizonenterprise.com/verizon-insights-lab/db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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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数字的增长

在美国，欺诈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预计只会增长	
（欺诈增长，2015 年至 2020 年，单位：十亿美元）

$3.2

$1.4
$0.6

$3.3

$1.6
$0.7

$4.0

$1.9
$0.8

$4.4

$2.2

$0.8

$5.5

$2.5

$0.9

$5.9

2015 2016 e2017 e2018 e2019 e2020

$2.8

$1.0

来源：Lexis Nexis 真实欺诈成本研究

LexisNexis	欺诈乘数	SM	

处于上升趋势

加权商家数据

问：在考虑贵公司遭受的欺诈损失总额
时，请说明过去 12 个月内各种欺诈成本
的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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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过去	5	年中，您是否遇到过	1	次以上的借记卡或信用卡欺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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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lutions.lexisnexis.com/fraud.tcof.lp-65303.t-92611?utm_campaign=fs17.fraud.tcof&utm_medium=banner&utm_source=risk-website-hero&utm_content=tcof-study&source=b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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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Lexis Nexis 真实欺诈成本研究

欺诈数字的增长（续）

传统方法不适用于迅速发展的欺诈和网络犯罪

您想要在欺诈被复制的拐点之前识别新的欺诈行为。

欺诈损失

时间	à

欺诈行为： 试用和
改进

监测 分析
[收集数据]

抑制
[偶尔的规则更新]

识别 表征[发现的规则]

复制 规避 放弃

操作员的行动：

可预测
期间

来自远程渠道商家的
标记交易

加权商家数据

问：在过去 12 个月贵公司
标记为潜在欺诈的交易中，
由您的自动化系统标记的占
多少百分比？

在这（...）中，送请手动审
查的比例是多少？

大型移动电子商务

46%
以其他方式标记

50%
以其他方式标记

54%
由自动化系统

标记

50%
由自动化系统

标记

42%
送请手动审查

47%
送请手动审查

58%
未送请手动

审查

53%
未送请手动

审查

大型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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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中的欺诈
情景	1：账户接管	-	凭据填充
您有一个在线平台，您的客户可以在这里注册以

进行酒店预订。在注册过程中，客户需要选择密

码，确认他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添加他们的付款

细节，他们最喜欢的连锁酒店的忠诚度数字，并

设置安全问题，以便在想要预订或通过电话重置

密码时使用。

电子邮件托管公司出现安全漏洞，导致电子邮件

地址和相应的密码哈希值容易被解码。攻击者现

在正在创建脚本，并通过数千种针对在线商店和

预订网站的不同系统攻击来查找用户使用相同密

码的账户。

这会有什么影响，我为什么要警惕？

您没有违规行为，但您的服务和您的客户可能会

面临风险。攻击者可以通过伪装成合法用户并获

取更敏感数据，按照倒霉用户的付款选项预订酒

店，从忠诚计划中免费兑换酒店住宿，从而在未

经您认可的情况下接管账户。所有这些都会造成

巨大的成本损失和高风险。

机器数据解决方案

通过使用机器学习，您可以识别脚本化的非人工

登录尝试或机器数据中的规范偏差并识别涉及的

指标。然后，您可以阻止您的业务应用程序或防

火墙内的欺诈尝试（例如 IP 或特定用户代理字符

串等）。欺诈指标的例子可以是用户以前从未登

录过的国家/地区、登录时的时间不寻常、欺骗行

为者登录的新系统或浏览器。

情景	2：账户接管	-	网络钓鱼
您是一家银行，您可以为客户提供网上银行服

务。诈骗者可以在您的国家以外托管的域下重建

您的在线门户。然后，他们会尝试通过垃圾电子

邮件，对您的客户实施网络钓鱼，让他们点击

链接并登录到与您的在线门户网站相似的钓鱼网

站。有了这些凭据，攻击者就可以登录真实的门

户网站并访问用户的账户。

这会有什么影响，我为什么要警惕？

攻击者可能会使用凭据执行欺诈活动。对于某些

活动，您可能会部署其他安全控制，例如 TAN /

一次性密码技术。但攻击者仍然可以利用掌握的

支付交易、财务状况和财务平衡等方面来获取有

关个人的更多情报，并使他面临遭受进一步攻击

的风险。

机器数据解决方案

虽然您的回应有限，因为很多情况均不在您的现

场发生，并且不会对您造成影响，但机器数据仍

然可以帮助您！很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后，您的防

欺诈团队会得知这一情况（通过网络钓鱼库、国

家 CERT，被钓鱼的客户）。您的防欺诈团队可以

进入钓鱼网站，输入一些看起来像合法用户的模

拟凭据，然后等待并监控，直到攻击者试图获得

对您的门户的合法访问。

然后，您可以让他们进入模拟账户并观察他们试

图达到的目标。通过这样做 - 您可以从机器数据

中提取受到威胁的指标 - 例如他们使用的 IP 地

址、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地区、他们正在使用哪些

系统和浏览器。您可以使用该信息来阻止进一步

的活动，包括 IOC 的活动。您也可以开始调查，

以确定哪些用户受到黑客组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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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	3：服务滥用
您正在向客户提供免费的电子邮件服务。用户可

以注册并使用您的服务。此服务还提供免费的手

机短信。攻击者正在注册您的服务并向成千上万

的人发送垃圾邮件。他们还在使用短信服务向手

机发送垃圾邮件，邀请个人访问恶意网址或拨打

按次付费电话号码。

这会有什么影响，我为什么要警惕？

由于电子邮件服务用于发送数以千计的电子邮

件，因此您的电子邮件域将被迅速添加到几乎每

个安全供应商的垃圾邮件列表中，从而影响您的

用户和您的服务。此外，发送电子邮件造成的负

载可能会给服务器带来沉重的负担，这可能会导

致您向托管电子邮件服务器的云提供商支付的账

单超过预期。 此外，用于垃圾邮件的短信最终也

会让您付出代价，并且还会使接收方要求赔偿的

可能性增加。 

机器数据解决方案

机器数据可让您的防欺诈团队深入了解服务的使用

方式、顶级用户的身份以及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情景	4：支付卡信息
有两种类型的支付卡欺诈：有卡消费和无卡消费

欺诈。您的客户中，可能会有人持卡消费，而该卡

可能会被盗用，或者自助信息亭或读卡器已受到攻

击。或者，在下订单时，持卡人可以在没有或无法

向商家出示支付卡以便进行视觉检查的情况下完成

支付卡交易。欺诈者可能通过使用网上钓鱼或窃取

客户的信用卡来窃取持卡人的凭据或信息。这些业

务现在有一笔欺诈性交易，需要报销。

这会有什么影响，我为什么要警惕？

持卡人通常不承担责任，因此这将使商家、信用

卡公司或保险公司承受损失。这些损失加起来

可能很大，特别是当您考虑到，如果客户认为自

己的信息没有得到保护，而失去对您的信任时。

当消费者开始感到不安全时，他们不太可能使用

信用卡或前往某些地点消费。简单地更换卡片并

不能总会重建客户忠诚度，金融机构也会受到影

响。分析人员评估每笔交易的成本非常高，耗时

很长，很容易被忽略或者可能导致错误。

机器数据解决方案

您可以使用机器数据来定义电汇和支付卡交易的

欺诈规则，并识别可疑活动。可以实施多种基

于速度的规则，例如地理和商户更改，这可能表

示克隆的卡片。通过多种不同方式筛选可疑卡交

易，例如按时间和商家进行筛选，也可以获得更

好的可视性。您还可以使用机器数据通过识别交

易高度异常的支付卡来更好地识别异常卡。还可

以识别与风险特别高的卡交互的商家和卡终端。

情景	5：财务账户信息
您是一所拥有许多教授和工作人员的大学。教师

报告称，遇到了电子邮件网络钓鱼，尝试获取

银行账户信息。并且一些网络钓鱼尝试取得了成

功，导致将教师工资发放到了欺诈性的账户。

这会有什么影响，我为什么要警惕？

您认为已经向教师和员工支付了工资，但现在因

为欺诈活动而蒙受损失，而您仍然需要向这些员

工支付工资，所以，您等于是支付了双倍薪水。

然后，您的团队还需要进行漫长的调查，了解发

生了什么事情以防止再次发生欺诈行为。

机器数据解决方案

使用机器数据，团队可以在工资发放前检测并防

止网络钓鱼企图和账户接管，并获得调查所需的

所有必要信息。它还可以通过开发可重复的测试

提供洞察力，以识别异常趋势、数据异常和控制

故障，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在欺诈成为

现实之前充当早期预警系统。



8现实世界中的防欺诈指南

现实世界中的防欺诈指南

情景	6：美国医疗保健机构
您是美国的医疗保健机构，在您的许多提供者中

遇到不良行为，包括阿片类药物的处方和分配。

虽然您一直在确保执行适当的规定和要求，但您

仍然遇到提供者开具非法处方的问题。

这会有什么影响，我为什么要警惕？

全国有 400 多人被指控参与医疗药物欺诈诈骗。

这可能会影响法规和要求，使提供者难以进行日

常业务，并且难以让客户获得所需的处方。您也

可能会遭受经济处罚和刑事指控。

机器数据解决方案

您可以使用机器数据来帮助识别与同行相比处方

药物分配和数量异常的提供者，以及更好地了解

每个提供者及其专业。您可以根据地理位置、专

业、药物类型、总索赔额和异常药物百分比开始

筛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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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Splunk
欺诈检测和预防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影响到

所有行业的各种规模的组织。

欺诈检测和预防为作为解决方案核心的机器数据
带来大数据挑战。 随着业务在线转移，内部或外

部欺诈的证据或模式常常存在于您的业务应用程

序、IT 基础架构和安全系统中生成的大量非结构

化机器数据（通常是日志）中。

这种与欺诈相关的机器数据来自多个来源，例如

网络代理、防火墙、认证系统、交易处理系统、

支付和计费系统、数据库、销售点系统和操作系

统。通过对相关机器数据进行索引并搜索和关联

以识别欺诈模式，组织可以实时检测并警示欺诈

行为，并在其对账本底线产生不利影响之前采取

行动阻止它。

Splunk 是一种分析驱动的平台，能够以业务速度

发布新数据，确保防欺诈团队可以搜索、检测和

调查数据，从而快速发现异常现象，减少资金、

声誉和组织效率损失。Splunk 解决方案使客户能

够在多个数据源中获得更好的可视性，甚至可以

从其他供应商的工具和欺诈点解决方案中获得。

而其他解决方案则无法引入来自不同位置的所有

不同类型的数据，并且无法提供相关信息来检测

形成异常的所有模式。Splunk 平台使组织能够利

用此机器数据来应对广泛的反欺诈、盗窃和滥用

挑战，其中包括：

• 欺诈检测：在欺诈发生的时候，关联搜索和异常

检测能确定欺诈并告警，这样在达到不利影响的

最低限度前，组织可以采取行动以防止欺诈

• 欺诈调查：快速搜索和透视大量的当前或历史计

算机数据来研究可能的欺诈和了解可能的欺诈行

为的“主体、内容、位置、时间以及方式

账户接管检测：	
识别	Splunk	中不同用户账户的欺诈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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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诈分析和报告：轻易进行对于广泛的内部用户

的欺诈风险的分析、测量和管理

• 增强现有的反欺诈工具。对于来自独立工具的事

件数据进行索引来为单个交易创建汇总的欺诈

评分 

• 创建综合的报告和仪表板来在单一虚拟管理平台

上查看企业范围的欺诈风险

• 利用 Splunk 的机器学习工具包，可以更快地识

别具有高度异常交易的不同付款方式

• 使用 Splunk 用户行为分析 (UBA) 通过发现与 

用户（包括根、服务和其他共享特权账户）、 

设备和应用程序相关的恶意或异常行为来检测账

户接管

从银行到医疗机构和政府机构，数百家组织使用 

Splunk 来打击欺诈行为。这里有些例子。

ATO	调查：监视	Splunk	中的登录失败以进行强力攻击检测（以下是详细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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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mail.de	通过操作智能提高性能和可用性

执行摘要

位于德国居特斯洛的邮件提供商 mail.de 以其

创新和安全的电子邮件服务而自豪。自 2012 年

起，mail.de 向用户提供 FreeMail，这是一款将

最高质量和安全要求与免费电子邮件地址相结合

的产品。这家新兴公司的 IT 基础架构由多种多样

的服务器组成，包括不同的日志文件格式和快速

增长的机器生成数据量。mail.de 需要一个集中

式系统来将这些原始数据转化为运营和业务洞察

力。在部署 Splunk Enterprise 后，mail.de 具有

下列优势：

• 增强客户服务

• 实时业务见解

• 大量节省时间

Splunk	产品

• Splunk Enterprise

• 适用于 Splunk 的 Google 地图加载项

Splunk	解决方案涉及领域

• IT 运营

• 应用交付

• 业务分析

挑战

• 需要整合和关联来自异构系统的日志，以实现更

轻松的监控和实时警报

• 希望提供 IT 环境的集中视图，以便更快地识别

和纠正系统错误

• 提供更加快速响应的客户支持

业务影响

• 实时警报可加快故障排除速度，提高服务可用性

并节省 IT 团队的时间

• 通过实时调查和解决查询的能力增强了客户支持

• 商业智能现在可以更加一致地形象化，并以节省

时间的自助服务方式提供给管理层和营销团队

数据源

• 电子邮件服务器日志

• Web 服务器日志

• 数据库日志

• 应用日志

为什么选择	Splunk

由于 mail.de 为其客户提供安全、高性能的电子

邮件通信，因此确保该服务的高可用性对业务至

关重要。该公司的 IT 基础架构由许多异构系统组

成，具有不同的日志文件格式和不断增加的机器

生成数据量。 这使得 mail.de 很难全面了解其 IT 

环境的状况，以便识别系统中的错误并避免或最

小化系统停机时间。当发生中断时，IT 团队必须

在所有不同的系统上寻找根本原因 - 这是一个漫

长而耗时的过程，这会对服务的可用性产生负面

影响。mail.de 希望有一个新的解决方案能够集中

监控所有日志文件并引入实时警报系统。

mail.de 发现 Splunk Enterprise 和一个小团队仅

在几个小时内便实施了它，而不需要外部顾问。

每当 mail.de IT 团队有问题时，他们都可以依靠 

Splunk Answers 中的支持社区 (answers.splunk.

com)。mail.de 很快意识到了 Splunk 平台的

潜力，并通过应用程序（包括适用于 Splunk 的 

Google 地图加载项）补充了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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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出	Splunk	软件之前，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对自

己系统的可见性有限，这影响了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客户

提供的服务。借助	Splunk	Enterprise，我们可以将系

统中的错误本地化，并实时解决客户问题。因此，我们

能够极大地提高我们服务的可用性，同时还扩大了我们

对	Splunk	软件的使用，为我们的客户和主管提供实时

洞察力。我们在	mail.de	上看到了更多	Splunk	使用案

例的巨大潜力。”

-	Fabian	Bock，mail.de	GmbH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通过运营洞察优化服务

事实证明，主动实时监控是 mail.de IT 部门一项

特别重要的功能。当系统发生错误时，必须尽快找

到根本原因。为了不断优化整个服务产品，mail.

de 已经设置了各种警报，以便在发生系统故障或

其他异常情况时立即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mail.de 支持团队还使用 Splunk Enterprise 快速

诊断客户提出的任何问题。团队可以在问题发生时

快速找到并解决问题。如果客户的电子邮件未发送

给预期的收件人，支持团队只需几秒钟即可确定是

存在内部错误还是问题出在接收方身上。

相关结果可节省时间和金钱

所有日志文件的中央索引，以及实时关联当前和历

史数据的能力已经为整个公司节省了大量时间。借

助 Splunk Enterprise，只需点击几下即可分析许

多不同的系统。此外，所有部门都以简单易用的格

式接收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信息。

在必要时，团队还会收到特定的附加信息。例

如，如果客户向支持团队询问某个特定电子邮件

的位置，只需几分钟，团队就可以澄清邮件是否

已发送。

跨部门的业务洞察带来明确的价值

mail.de 中的每个部门和小组都已经实现了 

Splunk Enterprise 的好处，包括管理层。mail.

de 的管理层通过 Splunk 报告和仪表板查看关键

业务指标的表现。通过这种方式，管理层可以看

到最重要的业务数据，例如 FreeMail 服务的新注

册数量。营销团队使用 Splunk Enterprise 的洞察

力评估某些广告系列的有效性并深入了解客户的

行为。现在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识别和解决

性能和支持问题。主动警报有助于公司在客户意

识到这些问题之前解决问题。Splunk Enterprise 

正在帮助 mail.de 履行承诺，提供最可靠、最安

全和功能丰富的电子邮件通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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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PostFinance	提供改进的欺诈检测
并增强客户体验

执行摘要

PostFinance 是瑞士第三大零售银行，拥有不

到 300 万的客户。它向消费者和商家提供全系

列的金融产品，并在瑞士成为头号支付提供商。

该银行需要提高其支付处理和在线银行服务的

可见性，以便更积极地应对威胁并保护客户免

受潜在的欺诈活动。在部署 Splunk Enterprise 

后，PostFinance 具有下列优势：

• 改进借记卡欺诈检测

• 实时操作智能遍及其网上银行平台

• 更好地全面了解其支付体系结构

Splunk	产品

• Splunk Enterprise

• Splunk 使用案例

• 信息安全和欺诈

• 应用交付

挑战

• 在线购物解决方案缺乏运营可视性

• 需要为 PostFinance 借记卡构建内部欺诈安全

解决方案

• 改变安全格局需要提高对潜在网络钓鱼攻击做出

反应的能力

业务影响

• 简化在线和店内交易中的欺诈检测

• 引入操作可视性使安全团队能够快速识别并应对

网络钓鱼攻击和其他在线威胁

• 提高产品管理团队响应商家需求的能力

数据源

• 电子商务应用

• Web 服务器日志

• 中间件日志

• 数据库日志（Oracle 和 MSSQL）

• 网上银行日志

• 网络设备和装置

• 反向代理

• Unix、Solaris 和 Windows Server

为什么选择	Splunk

保护客户的金融资产和个人数据不受犯罪分子的

影响是 PostFinance 的首要任务。由于政府监

管，大量的机器数据生成和存储，银行认识到这

种资源可以用来驱动更大的价值，并特别关注防

欺诈和安全。

PostFinance 欺诈管理团队使用 Splunk 

Enterprise 来深入了解瑞士 11000 户商家使用的

在线购物解决方案。它监控购买过程中每个阶段

的技术，为团队分析提供有用的数据。大约 50 次

自动欺诈搜索将数据馈送到仪表板，使欺诈管理

团队能够跟踪活动，并根据团队的需求进行临时

搜索和报告。

Splunk 平台还监控该公司被 160 万客户使用的网

上银行门户网站。当在线安全团队发现潜在的攻

击时，他们会模仿客户的行为来获取更多信息。

每个攻击阶段都通过 Splunk Enterprise 进行监

控，提供详细信息，例如欺诈活动模式以及是否

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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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力让借记卡诈骗现形

PostFinance 必须开发自己的安全和欺诈检测系

统，以保护客户在银行的付款处理解决方案中使

用借记卡。PostFinance 依靠 Splunk Enterprise 

来监控该系统，简化并改进其安全性和欺诈检

测功能。以前，欺诈管理团队将不得不手动创

建复杂的多层数据库和应用程序堆栈，以便查

找商家交易中的异常或模式。使用 Splunk 平台

后，PostFinance 现在可以自动执行此流程的大

部分工作，节省了时间和资源，从而可以部署到

其他 IT 操作关键领域。凭借借记卡交易生成的数

据提供的额外运营洞察力，欺诈管理团队现在可

以通过操作审查数据的反欺诈工作流程来主动解

决潜在问题。然后可以在几分钟内将检测机制添

加到系统中，包括访问历史验证。这允许识别新

的欺诈模式，例如可疑的大量新客户访问商家，

使 PostFinance 能够将问题升级为执法。 

“我们对	Splunk	平台的使用急剧增长，现在它
已成为我们	IT	运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电子
商务到安全和欺诈等领域提供见解。最终，通过	
Splunk	Enterprise，我们改进了我们为客户提供
的保护。”	

-	Patrick	Hoffman，PostFinance		IT	基础架构主管

更好的数据可见性可以更好地保护客户

除了提升借记卡使用方面的欺诈检测能力

外，PostFinance 还从其网上银行网站和应用程

序 E-Finance 的 Splunk 平台中受益。在部署之

前，由于缺乏对在攻击的不同阶段产生的数据的

整体可见性，妨碍了跟踪在线安全攻击的尝试。

借助 Splunk Enterprise，可以跟踪和映射从潜

在网络钓鱼攻击中生成的所有数据，从而可以

更快地识别和缓解这些数据。通过提高运营可见

性，PostFinance 现在能够为其客户提供更好的网

上银行服务，确保他们更安全，以抵御越来越多的

在线威胁。

“保护我们客户的借记卡和个人信息对业务至关

重要，” PostFinance IT 运营和 IT 基础架构负

责人 Patrick Hofmann 说。“Splunk Enterprise 

通过为欺诈管理团队分析提供有用的数据来支持

付款体验。”

提高对商家成功和绩效的洞察力

凭借对商家数据的更多了解，PostFinance 产品

管理团队能够创新服务并提供新工具和新产品

来满足客户需求。一个例子是，该团队现在可

以通过 Splunk 仪表板在一段时间内使用其支付

服务查看商家的交易和收入。这使得团队可以

根据以前无法访问的数据做出决策，为客户提

供增值服务。这种充满活力的客户服务方式为 

PostFinance 在瑞士的支付领域持续处于领先地

位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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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DUKE 
UNIVERSITY

杜克大学获得功能强大的安全见解和
防欺诈保护

执行摘要

杜克大学 (Duke)创建于 1838 年，坐落于美国北
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校园占地 8500 英亩，是一所
研究型私立大学。杜克大学拥有 10 个院系，为约 
1.5 万名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教学和研究服
务。如果统计教职员工总人数，杜克大学可为 6.8 
万名网络活跃用户提供网络服务。杜克大学 IT 安
全办公室正面临数据和应用的挑战，其中不包括 
SIEM 解决方案。在部署 Splunk Enterprise 后，
杜克大学具有下列优势：

• 将事故调查和修复时间从几小时缩短为几分钟

• 改善安全态势

• 防止网络钓鱼攻击和工资单欺诈

Splunk	产品

• Splunk Enterprise

• 适用于 Splunk Enterprise 的 Google 地图加载项

解决方案涉及领域

• 安全性

挑战

• 缺乏集中日志管理系统

• 难以检测和调查 IT 环境中存在的风险

• 人工事件调查过程耗时费力

• 希望改善电子邮件服务器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业务影响

• 将安全事故所需的调查和修复时间从几小时缩短
为几分钟

• 提供可量化的风险管理信息，可供学术业务领导使用

• 加强以前独立运营的 IT 部门之间的合作

• 通过更多的访问权限和协作，将安全责任扩大到
整个组织

• 满足可定制安全信息和事件管理 (SIEM) 解决方
案的需求，以适应分布式 IT 环境的独特需求

• 加快检测和修复受损用户账户，并帮助检测和防
止网络钓鱼攻击和工资单欺诈

数据源

• Web 日志

• Sophos PureMessage 反垃圾邮件日志

• Postfix 邮件服务器日志

• 登录事件类型：VPN、单点登录、SMTP

• Shibboleth 单点登录日志

• 操作系统，其中包括 Windows 和 *nix

• 网络、IPS/IDS/防火墙日志

• LDAP

为什么选择	Splunk

2013 年，杜克大学信息安全办公室 (ISO) 在寻找安
全信息和事件管理 (SIEM) 解决方案时发现 Splunk 
软件及其潜在优势。经过精心运营，杜克信息技
术办公室 (OIT) 不仅为自己开发多种工具，而且还
购买一些可满足其他多种需求的解决方案 — 由安
全运营部门外部人员使用的所有安全信息和事件管
理 (SIEM) 解决方案。杜克首席信息安全官(CISO) 
Richard Biever 解释道：“我们考察的安全信息和
事件管理 (SIEM) 产品在演示中看起来功能十分强
大。”“但在我们自己或我们想让其他团队尝试使
用工具时，这些工具的学习曲线却令人非常沮丧。
而 Splunk Enterprise 的产品却易于部署和使用、
功能灵活，足以满足整个学校的多种需求。”

现在，杜克大学拥有 1.25TB Splunk 许可证，可
供 ITO/ISO 办公室、医疗中心和九个大学院系使
用。近 3000 台设备使用轻型 Splunk 转发器并从 
200 多种不同源类型捕获数据，其中包括系统日
志、网络/IPS/IDS/防火墙设备、VPN、LDAP 和
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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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克大学首席信息安全官 Richard Biever 

说：“我们想要一个不仅仅是安全产品的解

决方案。”“我们希望这款产品能满足系统

团队、网络团队、应用所有者和身份管理小

组的独特需求。这就是我们为何选择 Splunk 

Enterprise。Splunk 软件对用途没有任何限制。

整个校园的教师生都在使用这款解决方案。” 

通过实时报警和报告功能提高安全态势

借助 Splunk Enterprise，杜克大学的信息安全保

护方法从被动式转变为主动式，这有助于自动识别

威胁信息并自动修复、集中日志管理和分析、简化

性能监测、更加容易地获取报告并使其定量化。此

外，Splunk 平台还在实时威胁分析和报警方面发

挥关键作用。例如，在索引日志满足 SSH 强力攻

击参数要求时，该平台将会标记对相关 IP 地址，

然后将其发送到学校的入侵防御系统(IPS)，以自动

屏蔽这些地址。

通过监测电子邮件流量增强安全性、	
识别	DDoS	攻击

为提高大学电子邮件服务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杜

克想要找出垃圾邮件的来源。虽然大部分此类电子

邮件似乎来自美国以外，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证据

证实此看法。杜克企业互联网服务组高级分析师 

Jeremy Hopkins 使用 Splunk Enterprise 开发一

款基于 geoIP 的电子邮件筛选解决方案。

Hopkins 及其团队使用高级 XML 和适用于 

Splunk Enterprise 的 Google 地图加载项，以构

建可将最近垃圾电子邮件作为 geoIP 热点显示在

全球地图视图上的 Splunk 仪表板。此 Splunk 仪

表板可让管理层和杜克技术架构组相信有必要筛

选电子邮件流量。

现在，大学也开始使用 Splunk 的 geoIP 映射功

能区分拒绝服务 (DoS) 攻击和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 攻击。早期识别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 

攻击对抵御正在进行的攻击和预防未来攻击至关

重要。

反欺诈之战

在 2013 年 12 月，钓鱼电子邮件攻击使多名杜克

员工工资单丢失。在得知钓鱼电子邮件攻击的消

息后，杜克安全团队立即使用 Splunk Enterprise 

设置跟踪仪表板，以在 Splunk 查询表中记录可疑

的钓鱼电子邮件。此外，还创建另外一个 Splunk 

仪表板，以收集钓鱼信息和收件人信息并提供最

近存款账户的所有变更信息。借助这些仪表板，

调查人员可以关联信息和联系的员工，以确定直

接存款账户的变更是否合法或是否是网络钓鱼欺

诈的结果。

杜克大学企业互联网服务部高级分析师	Jeremy	Hopkins	
说：“在	Splunk	Enterprise	之前，我们不存在这种对日
志和其他来源的可见性。”“过去，安全办公室不得不请求
日志访问权限。而现在，对安全团队而言，却改变了游戏进
程。Splunk	软件为我们节省数千小时的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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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Surescripts	通过改进欺诈检测和安
全保护医生和患者

执行摘要

Surescripts 成立于 2001 年，是美国最大的健
康信息网络，旨在连接多元化和广泛的护理合
作伙伴社区，包括药房、提供商、福利经理和医
疗信息交流。由于大量数据流经其技术中立平
台，Surescripts 需要密切关注欺诈活动，并希
望实时了解其整个安全状况，以便更快速地进
行报告和事件响应。在部署 Splunk Enterprise 
后，Surescripts 具有下列优势：

• 提高了欺诈检测的准确性

• 立即洞察安全事件

Splunk	产品

• Splunk Enterprise

• Splunk 数据库连接

• Splunk for Palo Alto Networks

• Splunk on Splunk (S.o.S)

• Splunk Enterprise Security（计划）

解决方案涉及领域

• 安全性

• 业务分析

挑战

• 保护大量的敏感信息

• 耗时的人工流程用于识别和分析欺诈交易

• 现有 SIEM 解决方案 24 小时的延迟

• 缺乏对流程的实时可见性

业务影响

• 数十亿交易日常欺诈检查的自动化程度提高

• 更快更好地改善欺诈检测的准确性

• 更深入的实时和历史数据欺诈分析

• 立即洞察安全事件

• 事件响应时间显著缩短

• 能够创建定制的、深入的、错综复杂的报告

数据源

• 3000 个数据源

• VPN、防火墙和服务器日志

• 恶意软件 ID

• 失败的密码尝试

为什么选择	Splunk

Surescript 每年处理的交易超过 60 亿次，其中包括 
7 亿多个药物历史、10 亿个电子处方和近千万条临
床消息。在 Splunk 之前，对 Surescripts 的信息安
全和风险管理团队而言，识别和分析欺诈交易是一
个单调乏味而且耗时的过程。该团队将收到来自每
个不同平台的独特警报，分别破译每个警报，然后
将关联的原始日志数据导出到 Excel 中进行分析。
此外，Surescripts 在对其现有的 SIEM 进行调查时
还会遇到 24 小时潜伏期，这个延迟时间太长。

Surescript 在其复杂的基础架构（包括多个数
据中心、大量虚拟和内部硬件）上部署 Splunk 
Enterprise，用于企业安全和欺诈管理。“我
们在部署 Splunk 解决方案的那一刻才意识到
我们的投资。Surescripts 的首席信息安全官 
(CISO) Paul Calatayud 说：“使用 Splunk 软件
后，Surescripts 能够确定重要的内容，以便完全
控制我们的所有数据。”

“医疗欺诈每年导致医疗服务提供商、制药公
司、药房和患者损失数十亿美元。Surescripts 使
用 Splunk 软件来确定并帮助阻止那些试图利用我
们客户的人。”Surescripts 首席信息安全官 Paul 
Calatayud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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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并改进实时欺诈检测

自从部署 Splunk Enterprise 后，Surescripts 简

化了流程并自动分析欺诈活动。所有原始日志事

件数据现在都通过 Splunk 界面传送，大大减少了

检测、分析和缓解欺诈所需的时间。

通过使用 Splunk 软件，Surescript 现在可以在数

据中查看各种模式，用来识别可能自我开具处方

药物的医师。 同样，Surescripts 可以识别网络上

合法医生撰写的有效处方 - 并保护他们免受身份

盗用。Splunk Enterprise 中更复杂的欺诈查询使 

Surescript 能够引入和监控多种“风险”变量，

例如有关医生在特定位置、特定时间段内开具受

限和常见滥用药物处方的数据。Splunk 为这些变

量提供历史趋势，以便 Surescripts 可以识别模式

异常并确定医生的凭证是否已被泄露。

更换传统	SIEM	解决方案以获得即时答案

在用 Splunk 软件取代传统的 SIEM 解决方案

后，Surescripts 从其非结构化数据中获得了即时

的见解。Calatayud 解释说：“Splunk 允许超越

您的数据进入数据安全区域，因此您可以获得全

面的视图。在分析什么内容最有意义时，我们团

队的专业知识成为关键变量。而传统 SIEM 则无

法完成。”

Surescripts 安全服务经理 Steve Olson 说： 

“我们不仅获得了更好的响应时间，而且每当我

们发现感兴趣的东西时，我们都能够进行更深入

的挖掘和探讨。”“我们能够使用 Splunk 的报

告引擎创建模式速度，创建复杂定制和深入的报

告。使用 Splunk 软件比旧 SIEM 更容易。而且，

之前每个状态都需要 15 分钟才能生成的报告现在

会自动并即时地生成。”

此外，Splunk 数据库连接使 Surescript 可以访问

存储在关系数据库中的数据。以前，团队远程登

录到生产环境，由于依赖上游流程，所需数据并

不总是可用。“随着数据显示，数据库连接立即

被导入。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 

Olson 解释说。

跨整个基础架构提高互操作性

Surescripts 网络与各种临床、电子处方和药房管

理软件系统集成。互操作性对于这些系统至关重

要，特别是鉴于对卫生保健行业日益严格的联邦

法规。借助 Splunk 软件，Surescript 现在可以在

这些内部平台之间交换和解释共享数据。这确保

了在 Surescripts 的整个基础架构上顺利进行处方

信息的电子交换，同时保护患者的隐私。

目前，Surescript 中的 200 多人使用 Splunk 报

告界面，包括 IT、服务器、网络、数据库和开发

人员。质量、产品和正式商业智能团队也计划使

用 Splunk 解决方案。Calatayud 总结说：“我们

将开始看到 Splunk 软件从内部利用转移到间接支

持我们的所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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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现在做什么
• 创建需求并标记对灵活的欺诈检测和调查平台的

需求，该平台可以快速消费各种机器数据以识别

异常并创建基线

• 根据业务应用程序的需求记录数据来回答以下问

题：谁、何地、何时、何种原因和如何向欺诈团

队提供数据，以及提供的内容是什么

• 了解欺诈分析师应接受有关 Splunk 平台、软件

或解决方案的培训，以保护其业务和客户

我们希望您现在思考的是什么
• IT 或安全团队需要知道哪些交易和行为会受到欺

诈以及由谁监控/补救

• 机器数据是可用于欺诈检测的最详细的信息来源

• 解锁机器数据将加强业务运营

• 有一种解决方案可以查看所有欺诈性交易和行

为，团队可以快速采用技术和解决方案来检测、

调查和应对欺诈行为

• 实施欺诈行为缓解模型不需要一到两周的时间

• IT 的商业价值而不是成本中心

• 点解决方案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或显示环境中可能

发生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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