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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s

充滿自信地安裝與部署
Stealthwatch
Install and Deploy Stealthwatch
with Confidence

• 透過不會出錯的快速部署作業，大幅加快
Bring Cisco Stealthwatch online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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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er
through an 上線的時間，進一步增
accelerated and
加您的投資報酬率。
error-free deployment to increase
your
return on investment.
 在專為您的技術團隊量身打造的半天知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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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security strategy and business
將安裝 Stealthwatch，並將其整合至您的網
objectives. The service will install and
路基礎架構中。此項服務提供初始設定、調
integrate Stealthwatch into your network
整及報告設定。
infrastructure. The service provides for
the initial configuration, tuning, and
初始設定服務會建立您的主機存取設定，以
report configuration.
便於您可依工作職務、地理區域、相似專案
The
initial configuration service gets
將使用者分組，或是您的組織選擇建立邏輯
your host group settings established so
分組。此為建立並強制執行資安原則的自然
you can begin grouping users by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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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geography, similar projects, or

• 遞課程中，向技巧純熟的思科®
Learn from highly skilled Cisco® Stealthwatch
Stealthwatch
experts
in
a
half-day
knowledge-transfer
專家學習，使技術團隊為管理當日所安裝的
session customized
expressly for your
Stealthwatch
做好萬全準備。
technical team, so they are ready to
 根據您的規格和需求來精準執行並設定警報，
manage Stealthwatch the day it’s installed.
告別煩人的假警報。此包括建立詳述警報活動
• Implement and configure alarms precisely to
的自訂報告，使您瞭解警報活動的稽核軌跡。
your specifications and needs to eliminate
bothersome false-positive alarms. This
includes the creation of customized
reports that detail alarm activity so you
have an audit trail of alarm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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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your organization chooses to
create logical groupings. This creates a
natural path for creating and enforcing
security policies.

Initial tuning dials in alarms, reducing
初始調整會撥入警報，減少誤報數，因此
false positives, so when alarms do fire
當警報真的觸發時，您就能確定這些絕非
you have a high degree of confidence
假警報，進而即時處理。
they require attention.
Stealthwatch 的特點之一，是能夠產生
Report generation is one of the hallmarks
報告。諸如最高流量者報告這樣的設定報
of Stealthwatch. Configuring reports,
告，可以包括最高流量的流量數值、造訪
such as top-talker reports, can include
top communication by amount of data,
目的地之頻率，或者主機的對話數。對於
frequency of visits to a destination, or the
在您網路上發生的事情的情境定位來說，
number of conversations by a host. This
這些資料可謂彌足珍貴。
data can be extremely valuable for the
contextual orientation of what’s occurring
on your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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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讓 Stealthwatch 上線執行
Stealthwatch 工程師最有資格為您執行 Stealthwatch 部署。我們的專業
服務團隊將會確定您的主要安全性目標為何 — 無論是政策管理與強制執
行、分段、橫向資料移動，或任何其他關注領域 — 並判斷如何以最佳方
式設計 Stealthwatch，以與您現有的網路設計無縫整合。
您將享有以下優勢：
 節省內部資源、減少部署時間，以及微調您的系統。
 成功部署 Stealthwatch，包括符合您特定需求的設定。範例包括將警報
和閾值設為建議的數值，例如警報閾值的 Concern Index、初步主機群
組結構，或者要執行的警報類別數量與類型。

能占盡優勢，為未來的成功奠定堅實基礎。思科專業服務專家會花上數
小時的時間從旁協助工作，將您所需要的調整與設定一次進行到位，讓
Stealthwatch 迅速開始運作。您享有的優勢包括更強大的內部網路可視
性和威脅偵測功能，並加快回收投資報酬率。

後續步驟
如需深入瞭解思科安全服務及 Stealthwatch 部署服務如何為貴公司帶
來優勢，請聯絡當地客戶代表或授權思科代理商。如需深入瞭解思科可
如何協助您保護組織免受現今不斷變動的威脅侵擾，請造訪
www.cisco.com/go/services/security。

 為團隊提供量身打造的專屬訓練，讓您藉由 Stealthwatch 邁向成功。
訓練可以包括主機群組建立和設定、警報設定、報告建立、情境地圖建
立，以及許多其他可以微調 Stealthwatch 的領域。通常來說，專案的成
敗與否，端看起頭。只要妥善運用我們的部署服務，您在專案一開始就

「……很多公司只管把產品銷售出去，思科卻願意持續追
蹤。我們購買後，他們表示：『感謝您購買了本公司產
品。現在，請讓我們助您邁向成功。』實屬難能可貴。」
— 美國公民政府組織 Philli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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