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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a Security 警报“正适合”
Sisense，快速精确找到数百个
EC2 实例中的关键漏洞

“Orca
将我们云环境的可见性从零提
“毫不夸张地说，
我们只用了几秒钟就
升至 100%。现在每当我与团队讨论解
部署了 Orca Security。我用了不到三
决首要问题时，我的立场更加有可信
分钟就构建了云环境并开始运行。
”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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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on Brown：
高级云安全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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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环境

AWS

云安全挑战
不断增长的 AWS 资产
	
商 业、内部开发和原生工具，但没有综合性解决方案
精简的安全团队需要实用的洞察

云安全结果
	
快 速查看错误配置、漏洞、暴露的端口、
过时的 AMI、密钥等

	
消 除人工操作 - 查明关键漏洞，以更快地进行修复
	
通 过开放式 API 进行扩展，以与 Slack、Jira 和
AWS 安全工具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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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ense 帮助全球 2,000

其他的安全工具无法满足

Sisense 是一个商业智能和分析平台，以简化复杂的

Sisense 利用了可用的商业、自行开发和开源工具，

师、开发人员和产品经理构建分析应用程序，提供高度

全面洞察。

多个客户简化复杂的数据
数据准备和分析。它的混合云基础架构支持数据工程

交互的用户体验。包括大型企业、
《财富》世界 500 强企

其需求

但发现难以确定正确的组合，以提供对其云安全态势的

业、小型初创公司和非营利组织等在内的逾 2,000 个

该团队希望更深入的工作负载级可见性、更好的数据面

一个关键要求是解决方案能够在他的整个云基础架构

Brown 和他的团队考虑使用云安全态势管理 (CSPM)。

客户依赖 Sisense。

中执行攻击面监控。Brown 表示：
“ 我希望识别漏洞，并
查看所有 EC2 实例中暴露的端口。保护端口对于保证
任何基础架构的安全都至关重要。”

需要可扩展的云安全解
决方案

Sisense 的很多本地自托管的客户正在评估是否要切

换到其托管在 AWS 上的托管服务产品。Brown 迫切需

要一个强大的云安全解决方案，具有高度的自动化和可
扩展性功能。
“ 扩展我们的托管服务业务并收购新的客

户，意味着管理更多的 EC2 实例。我们需要一个能够适

板和更高的自动化程度。

“大多数 CSPM 只是围绕 AWS 配置的包装，但它们仍

然是非常重量级的工具。存在大量的噪音和干扰，因为
它们无法过滤掉非关键的警报，”他发现。

“Orca Security 的独特之处在于，
它能够精确定位漏洞，并提供有形

的、可据以行动的结果，而无需从所
有结果中进行筛选。”
Aaron Brown
资深云安全工程师
Sisense

应此类增长而不会耗尽安全团队资源和时间的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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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Scanning™ 提高了可

见性，而不会影响生产环境

Orca 获得专利的 SideScanning™ 技术以 SaaS 形式
提供，可在带外读取云块存储，其代码均不在云环境中
运行。借助这一功能和云账户元数据，它会构建一个只
读视图，其中包括所有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和数据。然

后，Orca 扫描该视图，以查看漏洞、恶意软件、错误配

置、密钥、强度不足的密码、横向移动风险和高风险数据

（如 PII）。

快速实施，更深的可见性，
可操作性的结果 - 而且
无噪音

Brown 的团队部署了 Orca 后，Sisense 立即就看到了
它的优势。
“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只用了几秒钟就部署

了 Orca Security。我用了不到三分钟就构建了云环境
并开始运行。”

Orca 显示所有元数据，如账户、实例所在的位置以及需
要修复的问题的直接路径。Brown 报告称：
“ Orca 的独
特之处在于，它可以定位漏洞并提供有形的、可操作的

结果。虽然其他工具可以提供 IP 地址，这需要我们运行
脚本以查明错误配置或漏洞，但 Orca 可以提供明确而
直接的路径。”

“Orca 查看整个 Sisense 云环境中的所有 EC2。关于
AMI，它引导我们考虑可能存在于内部的漏洞。它专注

于存在重要问题的领域，如查找与公钥对一起存储的私
钥。检查了所有的云账户和生产实例后，我们发现了其

他问题，如发现本应短暂存储的数据实际上一直存在于
我们的容器中。”

更简单的补丁和更新

Orca 也通过自动修补帮助 Sisense。Brown 解释说：

“你可以在 AWS 中设置自己的操作系统，如 Ubuntu，
以供系统在上面运行，而且如果操作系统稳定，它将在
AMI 中推出该版本。旧版的操作系统可能在该 AMI 中

存在漏洞。Orca Security 会揭示那些与操作系统相关
的漏洞，以便我们的工程师了解何时发送更新、补丁，
或切换至新的 AMI。”

开放式 API 实现宝贵的可
扩展性

对于 Brown 而言，Orca 提供的另一大优势是能够通过
开放式 API 与其他技术集成。Brown 利用这些优势，
计划通过创建一个数据面板，提供相关数据的统一

视图，以简化监管合规。
“ 我本人作为工程师，很高兴
我们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构建，以增强我们所选的解
决方案，能够进一步解决我们现在和未来的所有挑

战。”Brown 说他计划将 Orca 与 Slack 和 Jira 集成，
以接收警报并创建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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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a 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正在启动的所有内容以及可
能被错误配置的 AWS 资产。Orca 提高了我们对云环
境中潜在威胁的认识，并帮助我们确保其安全。”

Orca Security 提供跨职

“工程团队内的所有人或将工件部署到云环境中的人

都将受益于 Orca Security。它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正在
启动的所有内容以及可能有错误配置的任何资产。
Orca 提高了我们对云环境中潜在威胁的认识，
并帮助我们确保它的安全。”

能优势

Orca Security 提供的优势不仅适用于 Sisense 安全
团队，还适用于其平台团队、云运营团队及其架构。

关于 Orca Security

Orca Security 利用其独特、正在申请专利的 SideScanning™ 技术为 AWS、Azure 和 GCP 提供了云范围和工作负载深度的安全性

以及合规性。与云提供商进行即时、只读和无影响的集成后，它能检测漏洞、恶意软件、错误配置、横向移动风险、身份验证风险和不安
全的高风险数据，然后根据潜在问题、可访问性和爆炸半径确定风险的优先级，而且无需部署代理。

只要几分钟就可以连接您的第一个云账户，
获得亲身体验：访问 orca.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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