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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阶段和起点

如何使用亚马逊Detective 进行调查
Amazon Detective 使您能够轻松分析、调查和快速识别安全结果或可疑活动的根本原因。如果你是Detective 
的新手，请参阅什么是Detective？ 以及《Detective 管理指南》中的Detective 术语和概念。

主题
• 调查阶段和起点 (p. 1)
• 亚马逊Detective 调查流程 (p. 2)

调查阶段和起点
亚马逊Detective 提供支持整个调查过程的工具。Detective 调查可以从发现或实体开始。

调查阶段
任何调查过程都包括以下阶段：

分类

当您收到有关可疑恶意或高风险活动的通知时，调查过程便开始了。例如，您被指派调查亚马逊等服务
发现的调查结果或警报 GuardDuty。

在分类阶段，您可以确定您认为该活动是真阳性（真正的恶意活动）还是误报（不是恶意或高风险活
动）。Detective 档案通过提供对相关实体的活动的见解，为分类过程提供支持。

对于真正的积极实例，您继续进入下一阶段。
范围界定

在范围界定阶段，分析人员确定恶意或高风险活动的程度和根本原因。

范围界定可回答以下类型的问题：
• 哪些系统和用户遭到入侵？
• 攻击起源于哪里？
• 攻击持续了多久了？
• 还有其他相关活动需要揭露吗？ 例如，如果攻击者正在从您的系统中提取数据，他们是如何获得的？

Detective 可视化可以帮助您识别参与或受影响的其他实体。
响应

最后一步是回应攻击，以停止攻击，将伤害降至最低，并防止类似的攻击再次发生。

Detective 调查的起点
《Detective》中的每项调查都有一个重要的起点。例如，您可能被分配到亚马逊 GuardDuty 调查结果进行调
查。或者您可能担心特定 IP 地址的异常活动。

调查的典型起点包括Detective 源数据检测到的结果 GuardDuty 和从侦探源数据中提取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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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ve 调查流程

检测到的结果 GuardDuty
GuardDuty 使用您的日志数据来发现可疑的恶意或高风险活动。Detective 提供资源来帮助您调查这些发现。

对于每个发现，Detective 都会提供相关的发现细节。Detective 还显示了与调查结果相关的实体，例如 IP 地
址和AWS账户。

然后，您可以探索相关实体的活动，以确定从发现中检测到的活动是否真正令人担忧。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查看查找结果概览 (p. 23)：

从Detective 源数据中提取的实体
Detective 从摄取的Detective 源数据中提取 IP 地址和AWS用户等实体。你可以使用其中一个作为调查的起
点。

Detective 提供有关实体的一般详细信息，例如 IP 地址或用户名。它还提供了有关活动历史记录的详细信
息。例如，Detective 可以报告实体已连接、连接或使用了哪些其他 IP 地址。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分析实详细信息 (p. 24)：

亚马逊Detective 调查流程
您可以使用 Amazon Detective 调查实体，例如 EC2 实例或AWS用户。您也可以调查安全发现。

概括来说，下图显示了Detective 调查的过程。

步骤 1：选择要调查的实体

在查看调查结果时 GuardDuty，分析师可以选择调查Detective 中的关联实体。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从另一台主机旋转”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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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使用 “Detectiv e 摘要” 页面来确定要调查的实体。请参阅使用 “摘要” 页面 (p. 18)。

从Detective 发现概述中，你可以选择一个相关实体进行调查。请参阅查看查找结果概览 (p. 23)。

您可以使用Detective 搜索功能查找和选择要调查的实体。请参阅搜索发现或实体 (p. 15)。

选择实体将带您进入 Detective 中的实体配置文件。
步骤 2：分析配置文件可视化

每个实体配置文件都包含一组从行为图生成的可视化效果。行为图是根据输入到 Detective 的日志文件
和其他数据创建的。

可视化显示与实体相关的活动。您可以使用这些可视化来回答问题，以确定实体活动是否异常。请参
阅分析实详细信息 (p. 24)。

为了帮助指导调查，您可以使用为每个可视化提供的Detective 指导。该指南概述了显示的信息，提出问
题供您提问，并根据答案提出后续步骤。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个人资料面板指南” (p. 60)。

每个配置文件都包含相关发现的列表。您可以查看查找结果的详细信息，也可以查看查找结果概述。请
参阅查看实体的调查结果 (p. 27)。

在实体配置文件中，您可以转向其他实体并查找配置文件，进一步调查相关资产的活动。
步骤 3：采取行动

根据您的调查结果，采取相应的措施。

对于结果为误报，您可以对结果进行存档。在 Detective 中，你可以存档 GuardDuty 调查结果。请参
阅归档 GuardDuty 调查结果 (p. 63)。

否则，您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解决漏洞并减轻损害。例如，您可能需要更新资源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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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Detective 如何使用源数据填充行为图

行为图中的数据
在 Amazon Detective 中，您可以使用Detective 行为图中的数据进行调查。

行为图是从一个或多个Amazon Web Services (AWS) 账户提取的Detective 源数据生成的一组链接数据。

行为图使用源数据执行以下操作：

• 全面了解您的系统、用户以及他们之间在一段时间内的交互情况
• 对特定活动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以帮助您回答在进行调查时出现的问题
• 关联可能与相同事件或安全问题相关的调查结果、实体和证据集。

请注意，行为图数据的所有提取、建模和分析都是在每个单独的行为图的上下文中进行的。

有关管理员帐户如何在行为图中管理成员帐户的信息，请参阅《Det ective 管理指南》中的管理帐户。

目录
• Amazon Detective 如何使用源数据填充行为图 (p. 4)
• 新行为图的训练期 (p. 5)
• 行为图数据结构概述 (p. 5)

Amazon Detective 如何使用源数据填充行为图
为了提供调查的原材料，Detective 汇集了来自整个AWS环境及其他环境的数据，包括：

• 日志数据，包括 Amazon Vate (Amazon on on) 和 Amazon VPC ateAWS CloudTrail
• 来自亚马逊的调查结果 GuardDuty

要详细了解行为图中使用的源数据，请参阅《Det ective 管理指南》中的行为图中使用的源数据。

Detective 如何处理源数据
随着新数据的到来，Detective 结合使用提取和分析来填充行为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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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ve 提取
提取基于配置的映射规则。映射规则基本上说：“每当你看到这段数据时，都要以这种特定的方式使用它来更
新行为图数据。”

例如，传入的Detective 源数据记录可能包含 IP 地址。如果是，Detective 会使用该记录中的信息来创建新的 
IP 地址实体或更新现有 IP 地址实体。

Detective 分析
分析是更复杂的算法，用于分析数据以深入了解与实体相关的活动。

例如，一种类型的Detective 分析通过运行算法来分析活动发生的频率。对于进行 API 调用的实体，该算法会
查找该实体通常不使用的 API 调用。该算法还会寻找 API 调用数量的大幅峰值。

分析洞察通过提供关键分析师问题的答案来支持调查，通常用于填充调查结果和实体概况面板。

新行为图的训练期
调查发现的一种途径是将发现范围内的活动与发现之前发生的活动进行比较。以前从未见过的活动更有可能
令人怀疑。

一些Amazon Detective个人资料面板重点介绍了在发现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未观察到的活动。一些配置文件面
板还显示基线值，以显示范围时间之前 45 天内的平均活动。

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被提取到你的行为图中，Detective 可以更准确地了解组织中哪些活动是正常的，哪些活
动是异常的。

但是，要创建这张照片，Detective 需要访问至少两周的数据。Detective 分析的成熟度也随着行为图中账户
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激活 Detective 后的前两周被视为训练期。在此期间，将范围时间活动与之前的活动进行比较的配置文件面
板会显示一条消息，提示 Detective 处于训练期。

在免费试用期间，Detective 建议您将尽可能多的成员帐户添加到行为图中。这为 Detective 提供了更大的数
据池，使其能够更准确地了解贵组织的正常活动。

行为图数据结构概述
行为图数据结构定义了提取和分析的数据的结构。它还定义了如何将源数据映射到行为图。

行为图数据结构中元素的类型
行为图数据结构由以下信息元素组成。

Entity

实体代表从Detective 源数据中提取的项目。

每个实体都有一个类型，用于标识它所代表的对象的类型。实体类型的示例包括 IP 地址、Amazon EC2 
实例和AWS用户。

对于每个实体，源数据还用于填充实体属性。属性值可以直接从源记录中提取，也可以汇总到多个记录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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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图数据结构中的实体类型

有些属性由单个标量或聚合值组成。例如，对于 EC2 实例，Detective 会跟踪实例的类型和处理的总字
节数。

时间序列属性跟踪一段时间内的活动。例如，对于 EC2 实例，Detective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跟踪其使用
的唯一端口。

人际关系

关系表示单个实体之间发生的活动。关系也是从Detective 源数据中提取的。

与实体类似，关系有一种类型，用于标识所涉及的实体的类型和连接的方向。关系类型的一个示例是连
接到 EC2 实例的 IP 地址。

对于每个单独的关系，例如连接到特定实例的特定 IP 地址，Detective 会跟踪一段时间内发生的情况。

行为图数据结构中的实体类型
行为图数据结构由执行以下操作的实体和关系类型组成：

• 跟踪正在使用的服务器、IP 地址和用户代理
• 跟踪正在使用的AWS用户、角色和账户
• 跟踪AWS环境中发生的网络连接和授权

行为图数据结构包含以下实体类型。

拥有AWS账户

AWSDetective 源数据中存在的帐户。

对于每个账户，Detective 都会回答几个问题：
• 该账户使用了哪些 API 调用？
• 该帐户使用了哪些用户代理？
• 该账户使用了哪些自治系统组织 (ASO)？
• 该账户在哪些地理位置处于活动状态？

AWS 角色

AWSDetective 源数据中存在的角色。

对于每个角色，Detective 会回答几个问题：
• 该角色使用了哪些 API 调用？
• 该角色使用了什么用户代理？
• 该角色使用了什么 ASO？
• 该职位在哪些地理位置活跃？
• 哪些资源担任了这个角色？
• 这个角色扮演了什么角色？
• 哪些角色会议涉及这个角色？

AWS 用户

AWSDetective 源数据中存在的用户。

对于每个用户，Detective 会回答几个问题：
• 用户使用了哪些 API 调用？
• 用户使用了哪些用户代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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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在哪些地理位置处于活动状态？
• 该用户扮演了什么角色？
• 该用户参与了哪些角色会话？

联合身份用户

联合用户的实例。以下为联合用户示例：
• 使用安全断言标记语言 (SAML) 登录的 ID（SAML）登录的
• 使用 Web 联合身份验证登录的身份

对于每个联合用户，Detective 会回答以下问题：
• 联合用户向哪个身份提供者进行了身份验证？
• 联合用户的受众有哪些？ 受众识别出请求联合用户 Web 身份令牌的应用程序。
• 联合用户在哪些地理位置处于活动状态？
• 联合用户使用了哪些用户代理？
• 联合用户使用了哪些 ASOS？
• 该联合用户扮演了什么角色？
• 该联合用户参与了哪些角色会话？

EC2 实例

Detective 源数据中存在的 EC2 实例。

对于 EC2 实例，Detective 回答了几个问题：
• 哪些 IP 地址与实例通信？
• 使用了哪些端口与实例通信？
• 向实例发送了多少数据以及从该实例发送了多少数据？
• 哪个 VPC 包含该实例？
• EC2 实例使用了哪些 API 调用？
• EC2 实例使用了哪些用户代理？
• EC2 实例使用了哪些 ASOS？
• EC2 实例在哪些地理位置处于活动状态？
• EC2 实例扮演了哪些角色？

角色名称

担任角色的资源的实例。每个角色会话由角色标识符和会话名称标识。

对于每个角色，Detective 会回答几个问题：
• 本次角色会议涉及哪些资源？ 换句话说，承担了什么角色，承担了这个角色的资源是什么？

请注意，对于跨账户角色担任，Detective 无法识别担任该角色的资源。
• 角色会话使用了哪些 API 调用？
• 角色会话使用了哪些用户代理？
• 角色会话使用了哪些 ASOS？
• 角色会话在哪些地理位置处于活动状态？
• 哪个用户或角色启动了此角色会话？
• 哪些角色会话是从这个角色会话开始的？

结果

亚马逊发现的调查结果 GuardDuty 已输入到Detective 来源数据中。

对于每个发现，Detective 都会跟踪查找活动的发现类型、来源和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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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图数据结构中的实体类型

它还存储特定于该发现的信息，例如与检测到的活动有关的角色或 IP 地址。
IP 地址

Detective 源数据中存在的 IP 地址。

对于每个 IP 地址，Detective 会回答几个问题：
• 该地址使用了哪些 API 调用？
• 地址使用了哪些端口？
• 哪些用户和用户代理使用了 IP 地址？
• IP 地址在哪些地理位置处于活动状态？
• 此 IP 地址已分配给哪些 EC2 实例并与之通信？

S3 存储桶

Detective 源数据中的 S3 存储桶。

对于每个 S3 存储桶，Detective 会回答以下问题：
• 哪些委托人与 S3 存储桶进行了交互？
• 对 S3 存储桶进行了哪些 API 调用？
• 校长从哪些地理位置对 S3 存储桶进行 API 调用？
• 使用了哪些用户代理与 S3 存储桶进行交互？
• 使用了哪些 ASO 与 S3 存储桶进行交互？

您可以删除 S3 存储桶，然后创建一个同名的新存储桶。由于 Detective 使用 S3 存储桶名称来识别 S3 
存储桶，因此它将这些存储桶视为单个 S3 存储桶实体。在实体配置文件上，创建时间是首次创建时
间。删除时间是最近的删除时间。

要查看所有创建和删除事件，请将作用域时间设置为从创建时间开始，以删除时间结束。请参阅管理作
用域时间 (p. 21)。在整体 API 调用量配置文件面板上，显示作用域时间的活动详细信息。筛选要显
示的 API 方法Create和Delete方法。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API 调用总数” (p. 47)。

User agent

Detective 源数据中存在的用户代理。

对于每个用户代理，Detective 会回答以下问题：
• 用户代理使用了哪些 API 调用？
• 哪些用户和角色使用了用户代理？
• 哪些 IP 地址使用了用户代理？

EKS 集群

Detective 源数据中存在的 EKS 集群。

Note

要查看此实体类型的完整详细信息，必须启用可选的 EKS 审核日志数据源。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可选数据源

对于每个 EKS 集群，Detective 会回答以下问题：
• 在这个集群中运行了哪些 Kubernetes API 调用？
• 该集群中有哪些 Kubernetes 用户和服务账户（主题）处于活动状态？
• 此集群中启动了哪些容器？
• 在此集群中使用哪些镜像启动容器？

Kubernetes Pod

Detective 源数据中存在的 Kubernetes 吊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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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图数据结构中的实体类型

Note

要查看此实体类型的完整详细信息，必须启用可选的 EKS 审核日志数据源。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可选数据源

对于每个吊舱，Detective 会回答以下问题：
• 这个 pod 中的哪些容器镜像在我的账户中很常见？
• 针对此吊舱的活动是什么？
• 什么容器在这个 pod 中运行？
• 来自这个 pod 中容器的注册表在我的账户中常见吗？
• 还有哪些其他容器正在工作负载的其他 pod 中运行？
• 这个 pod 中是否有任何不在工作负载其他 pod 中的异常容器？

容器镜像

Detective 源数据中存在的容器映像。

Note

要查看此实体类型的完整详细信息，必须启用可选的 EKS 审核日志数据源。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可选数据源

对于每个容器镜像，Detective 会回答以下问题：
• 我的环境中还有哪些其他图像与此映像共享相同的存储库或注册表？
• 这个镜像有多少副本在我的环境中运行？

Kubernete 主题

Detective 源数据中存在的 Kubernetes 拍摄对象。Kubernetes 主体是用户或服务账户。

Note

要查看此实体类型的完整详细信息，必须启用可选的 EKS 审核日志数据源。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可选数据源

对于每个主题，Detective 会回答以下问题：
• 哪些 IAM 负责人已认证为该主体？
• 与该主题相关的发现有哪些？
• 受试者使用哪些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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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台主机旋转

直接导航到实体配置文件或查找概览
要直接导航到实体资料或在 Amazon Detective 中查找概览，您可以使用以下选项之一。

• 在亚马逊 GuardDuty 或者AWS Security Hub，你可以从 GuardDuty 发现转向相应的Detective 发现概况。
• 您可以汇编一个Detective URL，用于识别发现结果或实体并设置要使用的作用域时间。

目录
• 转至实体档案或从亚马逊查找概览 GuardDuty 或AWS Security Hub (p. 10)
• 使用 URL 导航到实体配置文件或查找概览 (p. 11)
• 向 Splunk 添加调查结果的Detective 网址 (p. 14)

转至实体档案或从亚马逊查找概览 GuardDuty 或
AWS Security Hub

在亚马逊 GuardDuty 控制台中，您可以导航到与调查结果相关的实体的实体档案。

在 GuardDuty 和AWS Security Hub控制台中，您还可以导航到查找结果概览。这还提供了指向所涉实体的
实体概况的链接。

这些链接可以帮助简化调查流程。您可以快速使用 Detective 查看关联的实体活动并确定后续步骤。然后，
您可以将调查结果归档为误报，或者进一步探索以确定问题的范围。

如何转向亚马逊Detective 游戏机
调查链接可用于所有 GuardDuty 调查结果。 GuardDuty 还允许您选择是导航到实体配置文件还是导航到查
找结果概览。

从 GuardDuty 控制台旋转到 Detective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guardduty/ 打开 GuardDuty 主机。
2. 如有必要，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3. 在 “ GuardDuty 调查结果” 页面上，选择查找结果。

查找结果详细信息窗格显示在查找结果列表的右侧。
4. 在查找结果详细信息窗格上，选择 “在Det ective 中调查”。

GuardDuty 显示Detective 中可供调查的可用物品列表。

该列表既包含相关实体，例如 IP 地址或 EC2 实例，也包含查找结果。
5. 选择实体或调查结果。

Detective 控制台会在新选项卡中打开。控制台将打开实体或查找配置文件。

如果您尚未启用 Detective，则控制台会打开一个提供Detective 概述的登录页面。从那里，你可以选择
启用 Det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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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透故障故障问题

从 Security Hub 控制台转向Detective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curityhub/ 打开AWS Security Hub主机。
2. 如有必要，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3. 在 Security Hub 发现结果页面上，选择一个 GuardDuty 查找结果。
4. 在详细信息窗格中，选择 “在Det ective 中调查”，然后选择 “调查发现结果”。

当您选择 “调查发现结果” 时，Detective 控制台将在新选项卡中打开。控制台将打开查找概览。

即使您从聚合区域转移，Detective 控制台也始终会打开发现结果来源的区域。有关查找聚合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AWS Security Hub用户指南中的跨区域聚合结果。

如果您尚未启用 Detective，则控制台将打开 Detective 登录页面。从那里，你可以启用 Detective。

数据透故障故障问题
要使用数据轴，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 您的帐户必须是 Detective 和您从中转的服务的管理员帐户。
• 您已担任跨账户角色，该角色授予管理员账户访问行为图的权限。

有关协调管理员账户的建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建议与亚马逊保持一致》 GuardDuty 和《Det ectiAWS 
Security Hub ve 管理指南》。

如果数据透视不起作用，请检查以下内容。

• 该发现是否属于您的行为图中已启用的成员帐户？ 如果关联账户未被邀请作为成员账户加入行为图表，则
行为图表不包含该账户的数据。

如果受邀成员账户未接受邀请，则行为图表不包含该账户的数据。
• 调查结果存档了吗？ Detective 未收到来自的存档调查结果 GuardDuty.
• 这个发现是在Detective 开始将数据摄入你的行为图之前发生的吗？ 如果 Detective 采集的数据中不存在该

发现，则行为图中不包含该发现的数据。
• 发现的结果是否来自正确的区域？ 每个行为图都特定于一个区域。行为图不包含来自其他区域的数据。

使用 URL 导航到实体配置文件或查找概览
要导航到实体资料或在 Amazon Detective 中查找概览，您可以使用提供直接链接的网址。URL 标识了发现
结果或实体。它还可以指定在配置文件上使用的作用域时间。Detective 保留长达一年的历史事件数据。

个人资料网址的格式
Note

如果您使用的是旧的 URL 格式，Detective 将自动重定向到新的 URL。URL 的旧格式是：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tective/home?region = ## # ##/####/InstanceID？ ##

配置文件 URL 的新格式如下所示：

• 对于实体-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tective/home?region = ## # ##/####/InstanceId？ ##
• 有关调查结果-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tective/home?region = ## # ####/Instance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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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料网址的格式

URL 需要以下值。

##

您要使用的区域。
type

您要导航到的个人资料的项目类型。
• entities-表示您正在导航到实体配置文件
• findings-表示您正在导航至查找结果概览

####

对于实体，命名空间是实体类型的名称。
• AwsAccount

• AwsRole

• AwsRoleSession

• AwsUser

• Ec2Instance

• FederatedUser

• IpAddress

• S3Bucket

• UserAgent

• FindingGroup

• KubernetesSubject

• ContainerPod

• ContainerCluster

• ContainerImage

## ID

发现或实体的实例标识符。
• 对于 GuardDuty 发现结果，是查找 GuardDuty 结果标识符。
• 对于AWS账户，为账户 ID。
• 对于AWS角色和用户，是角色或用户的委托人 ID。
• 对于联合用户，是联合用户的委托人 ID。主体 ID 

是<identityProvider>:<username>或<identityProvider>:<audience>:<username>。
• 对于 IP 地址，则为 IP 地址。
• 对于用户代理，是用户代理名称。
• 对于 EC2 实例，是实例 ID。
• 对于角色会话，是会话标识符。会话标识符使用格式 <rolePrincipalID>:<sessionName>。
• 对于 S3 存储桶，存储桶名称。
• 对于 FindingGroups UUID。例如，ca6104bc-a315-4b15-bf88-1c1e60998f83

• 对于 EKS 资源，请使用以下格式：
• EKS 集群：~ ~EKS <clusterName><accountId>
• Kubernetes Pod：~ ~EKS <podUid><clusterName><accountId>
• Kubernetes 主题：~ ~ <subjectName><clusterName><accountId>
• 容器图片:/: @ <registry><repository><tag><dig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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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故障故障问题

该发现或实体必须与您的行为图中已启用的账户相关联。

URL 还可以包含以下可选参数，这些参数用于设置作用域时间。有关作用域时间以及如何在配置文件中使用
范围时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管理作用域时间 (p. 21)。

scopeStart

在配置文件上使用的作用域时间的开始时间。开始时间必须在最近 365 天内。

该值是纪元时间戳。

如果您提供开始时间但没有提供结束时间，则作用域时间将在当前时间结束。
scopeEnd

在配置文件上使用的作用域时间的结束时间。

该值是纪元时间戳。

如果您提供结束时间但没有提供开始时间，则作用域时间包括结束时间之前的所有时间。

如果您未指定作用域时间，则使用默认作用域时间。

• 对于发现结果，默认作用域时间使用首次和最后一次观察到查找活动的时间。
• 对于实体，默认作用域时间是之前的 24 小时。

以下是Detective 网址示例：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tective/home?region=us-east-1#entities/
IpAddress/192.168.1.1?scopeStart=1552867200&scopeEnd=1552910400

此示例 URL 提供以下说明。

• 显示 IP 地址 192.168.1 的实体配置文件。
• 使用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2019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12:00:00 开始，到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2019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 12:00:00 结束的范围时间。

网故障故障问题
如果 URL 未显示预期的配置文件，请先检查 URL 是否使用了正确的格式以及您提供的值是否正确。

• 你是从正确的 URL（findings或entities）开始的？
• 你指定了正确的命名空间吗？
• 你提供了正确的标识符吗？

如果值正确，则还可以检查以下内容。

• 该发现或实体是否属于您的行为图中已启用的成员账户？ 如果关联账户未被邀请作为成员账户加入行为图
表，则行为图表不包含该账户的数据。

如果受邀成员账户未接受邀请，则行为图表不包含该账户的数据。
• 对于发现而言，该发现是否已存档？ Detective 没有收到亚马逊的存档调查结果 GuardDuty。
• 这个发现或实体是在Detective 开始将数据摄入你的行为图之前发生的吗？ 如果发现或实体不存在于 

Detective 采集的数据中，则行为图不包含其数据。
• 发现或实体是否来自正确的区域？ 每个行为图都特定于一个区域。行为图不包含来自其他区域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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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Splunk 添加调查结果的Detective 网址
Splunk Trumpet 项目允许你将AWS服务中的数据发送到 Splunk。

你可以配置 Trumpet 项目，为亚马逊的 GuardDuty 调查结果生成Detective 网址。然后，你可以使用这些 
URL 直接从 Splunk 转到相应的Detective 发现配置文件。

Trumpet 项目可从 GitHub https://github.com/splunk/ 获得splunk-aws-project-trumpet。

在 Trumpet 项目的配置页面上，从 “AWS CloudWatch 事件” 中选择 Detec tive GuardDuty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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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搜索

搜索发现或实体
使用 Amazon Detective 搜索功能，您可以搜索发现物或实体。在搜索结果中，您可以导航到实体概要文件
或查找结果概览。如果您的搜索返回的结果超过 10,000 个，则仅显示前 10,000 个结果。更改排序顺序会更
改返回的结果。

您可以将搜索结果导出到逗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此文件包含搜
索页面中返回的数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从 DetDetective t 中导出数据 (p. 17)：

完成搜索
要完成搜索，请选择要搜索的实体类型。然后使用通配符或，提供确切的标识符*或标识符?。要搜索一系列 
IP 地址，也可以使用 CIDR 或点符号。请参阅以下搜索字符串示例。

对于 RIP 地址，：

• 1.0.*.*
• 1.0.133.*
• 1.0.0.0/16
• 0.239.48.198/31

对于所有其他类型的实体：

• Admin
• ad*
• ad*n
• ad*n*
• adm?n
• a?m*
• *min

对于每种实体类型，支持以下标识符：

• 对于AWS账户，为账户 ID。
• 对于 IP 地址，是地址。
• 对于AWS角色和AWS用户，可以是主体 ID 或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
• 对于联合用户，是委托人 ID 或用户名。主体 ID 

是<identityProvider>:<username>或<identityProvider>:<audience>:<username>。
• 对于用户代理，是用户代理名称。
• 对于 EC2 实例，是实例标识符或 ARN。
• 对于角色会话，您可以使用以下任何值进行搜索：

• 角色会话标识符。

角色会话标识符使用格式<rolePrincipalID>:<sessionName>。

以下是一个示例：AROA12345678910111213:MySession。
• 角色会话会话 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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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ssion name
• 所担任角色的主体 ID
• 所担任的角色的名称

• 对于 S3 存储桶，存储桶名称或存储桶 ARN。
• 对于发现结果，为查找标识符或查找 ARN。
• 对于 EKS 集群，是集群名称或 ARN。
• 对于 Kubernetes 容器镜像，名称或完整摘要。
• 对于 Kubernetes pod 来说，是容器名称。
• 对于 Kubernetes 主体（服务账户或用户），名称。

搜索发现结果或实体

1. 登录到 AW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tective/ 打开
Detective 控制台。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Search。
3. 从 “选择类型” 菜单中，选择要查找的项目类型。

请注意，选择 “用户” 时，可以搜索AWS用户或联合用户。

您的数据中的示例包含行为图数据中选定类型的样本标识符集。要显示其中一个示例的配置文件，请选
择其标识符。

4. 输入要搜索的确切标识符或带有通配符的标识符。

搜索不区分隔大小写。
5. 选择 “搜索” 或按 Enter。

使用搜索结果
完成搜索后，Detective 会显示一个包含最多 10,000 个匹配结果的列表。对于使用唯一标识符的搜索，只有
一个匹配结果。

从结果中，要导航到实体概要文件或查找结果概览，请选择标识符。

对于调查结果、角色、用户和 EC2 实例，搜索结果包括关联账户。要导航到该账户的个人资料，请选择账户
标识符。

排排排排排查的问题
如果 Detective 找不到发现结果或实体，请先检查您输入的标识符是否正确。如果标识符正确，您还可以检
查以下内容。

• 该发现或实体是否属于您的行为图中已启用的成员账户？ 如果关联账户未被邀请作为成员账户加入行为图
表，则行为图表不包含该账户的数据。

如果受邀成员账户未接受邀请，则行为图表不包含该账户的数据。
• 对于发现而言，该发现是否已存档？ Detective 没有收到亚马逊的存档调查结果 GuardDuty。
• 这个发现或实体是在Detective 开始将数据摄入你的行为图之前发生的吗？ 如果发现或实体不存在于 

Detective 采集的数据中，则行为图不包含其数据。
• 发现或实体是否来自正确的区域？ 每个行为图都特定于AWS 区域. 行为图不包含来自其他区域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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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DetDetective t 中导出数据
您可以从 Amazon Detective 摘要页面和搜索结果页面导出数据。数据以逗号分隔值 (CSV) 格式格式导出。
导出数据的文件名遵循模式detective-page-panel-yyyy-mm-dd.csv格式。您可以使用其他 AWS 服
务、第三方应用程序或支持 CSV 导入的电子表格程序来操纵数据，从而丰富您的安全调查。

Note

如果当前正在导出，请等到导出完成后再尝试导出其他数据。

您可以导出逗号分隔值 (.csv) 中导出逗号分隔值 (.csv) 中导出来自以下面板和页面Detective 数据：

• 摘要页面
• API 调用量面板最多的角色和用户
• 流量最多的 EC2 实例面板
• 创建的 Kubernetes Pod 最多 EKS 集群面板

• 搜索页面-如果您的搜索返回的结果超过 10,000，则仅导出前 10,000 个结果。更改排序顺序会更改返回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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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到的地理位置

使用 “摘要” 页面识别感兴趣的实体
使用 Amazon Detective 中的 “摘要” 页面识别要调查过去 24 小时内活动来源的实体。亚马逊Detective 摘要
页面可帮助您识别与特定类型的异常活动相关的实体。这是调查的几个可能的起点之一。

要显示 “摘要” 页面，请在 “Detective” 导航窗格中选择 “摘要”。当您首次打开 Detective 控制台时，还会默认
显示 “摘要” 页面。

在 “摘要” 页面上，您可以识别符合以下条件的实体：

• 参与在新观测到的地理位置中发生的活动的实体
• 进行 API 调用次数最多的实体
• 流量最大的 EC2 实例
• 容器数量最多的 EKS 集群

在每个 “摘要” 页面面板中，您可以透视到选定实体的配置文件。

在查看 “摘要” 页面时，您可以调整范围时间，以查看过去 365 天内任何 24 小时时间范围内的活动。当您更
改开始日期和时间时，结束日期和时间将自动更新为所选开始时间后的 24 小时。

使用 Detective，您可以访问长达一年的历史事件数据。这些数据可通过一组可视化获得，这些可视化显示选
定时间窗口内活动类型和数量的变化。Detective 将这些变化与 GuardDuty 调查结果联系起来。

有关 Detective 中源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Detec tive 管理指南》中行为图中使用的源数据。

新观察到的地理位置
新观测到的地理位置突出显示了在过去 24 小时内活动起源，但在此之前的基线时间段内未见的地理位置。

该面板最多包含 100 个地理位置。这些位置在地图上标记，并在地图下方的表格中列出。

对于每个地理位置，该表显示了过去 24 小时内从该地理位置发出的失败和成功的 API 调用的数量。

您可以展开每个地理位置，以显示从该地理位置发出 API 调用的用户和角色列表。对于每个校长，该表列出
了类型和相关的AWS 账户。

如果您发现了看似可疑的用户或角色，则可以直接从面板转到用户或角色配置文件以继续调查。要转至个人
资料，请选择用户或角色标识符。

过去 7 天内活跃的查找群组
过去 7 天内的活跃发现组显示了在设定的时间段内在环境中发生的Detective 发现、实体和证据的相关分组。
这些分组关联了可能表明恶意行为的异常活动。摘要页面最多显示五个组，按包含上周活跃的最关键发现的
群组排序。

您可以在 “战术”、“账户”、“资源” 和 “发现” 内容中选择值，以查看更多详细信息。

调查小组组会生成。如果您确定了感兴趣的发现小组，则可以选择标题移至小组简介的详细视图以继续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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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调用量最大的角色和用户

API 调用量最大的角色和用户
API 调用量最大的角色和用户标识了在过去 24 小时内进行 API 调用次数最多的用户和角色。

面板格局部份的用户和角色。对于每个用户或角色，您可以看到类型（用户或角色）和关联的帐户。您还可
以查看该用户或角色在过去 24 小时内发出的 API 调用次数。

默认情况下，显示服务相关角色。与服务相关的角色可能会产生大量AWS CloudTrail活动，从而取代您想
要进一步调查的负责人。您可以选择关闭 “显示服务相关角色”，以从摘要页面视图中筛选出与服务相关的角
色。

您可以导出逗号分隔值 (.csv) 数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从 DetDetective t 中导出数据 (p. 17)：

还有过去 7 天的 API 调用量时间表。时间表可以帮助您确定该委托人的 API 调用量是否异常。

如果您发现某个 API 调用量似乎可疑的用户或角色，则可以直接从面板转到用户或角色配置文件以继续调
查。您还可以查看与用户或角色关联的账户的个人资料。要查看个人资料，请选择用户、角色或账户标识
符。

流量量最高的 EC2 实例
流量最多的 EC 2 实例标识了过去 24 小时内总流量最大的 EC2 实例。

小组件最多实例。对于每个 EC2 实例，您可以查看关联账户以及过去 24 小时的入站字节数、出站字节数和
总字节数。

您可以导出逗号分隔值 (.csv) 数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从 DetDetective t 中导出数据 (p. 17)：

您还可以看到显示过去 7 天的入站和出站流量的时间表。时间表可以帮助确定该 EC2 实例的流量是否异常。

如果您发现 EC2 实例的流量可疑，则可以直接从面板进入 EC2 实例配置文件以继续调查。您还可以查看拥
有 EC2 实例的账户的个人资料。要查看配置文件，请选择 EC2 实例或账户标识符。

包含大多数 Kubernetes 吊舱的 EKS 集群
创建了 Kubernetes pod 最多 EKS 集群可识别在过去 24 小时内运行容器最多的 EKS 集群。

该小组包括多达100个集群，按哪些群组的相关发现最多的分组排列。对于每个集群，您可以看到关联账
户、该集群中的当前容器数量以及过去 24 小时内与该集群相关的发现数量。您可以导出逗号分隔值 (.csv) 
数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从 DetDetective t 中导出数据 (p. 17)：

如果您使用最近的发现确定了集群，则可以直接从面板转向集群概况以继续调查。您也可以透视到拥有集群
的账户的个人资料。要转至配置文件，请选择集群名称或账户标识符。

近似值通知
在 API 调用量最大的角色和用户以及流量最多的 EC2 实例上，如果值后面有星号 (*)，则表示该值是近似
值。真实值等于或大于显示的值。

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 Detective 使用方法来计算每个时间间隔的音量。在 “摘要” 页面上，时间间隔
为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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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值通知

对于每小时，Detective 计算容量最大的 1,000 个用户、角色或 EC2 实例的总容量。它不包括其余用户、角
色或 EC2 实例的数据。

如果某个资源有时在前 1,000 名，有时不在前 1000 名，则该资源的计算量可能不包括所有数据。不在前 
1,000 个时间间隔内的数据被排除在外。

请注意，这仅适用于 “摘要” 页面。用户、角色或 EC2 实例的配置文件提供了精确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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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特定的开始和结束日期和时间

管理作用域时间
自定义用于限制实体配置文件上显示的数据的作用域时间。

实体配置文件上显示的图表、时间表和其他数据均基于当前的作用域时间。范围时间是实体在一段时间内的
活动摘要。这显示在亚马逊Detective 控制台中每个个人资料的右上角。这些图表、时间轴和其他可视化中显
示的数据基于范围时间。对于某些配置文件面板，会在作用域时间之前和之后增加额外时间以提供上下文。
在 Detective 中，默认情况下，所有时间戳均以 UTC 显示。您可以通过更改时间戳首选项来选择本地时区。
要更新时间戳首选项，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设置时间戳格式” (p. 45)。

Detective 分析在检查异常活动时使用范围时间。分析流程在作用域时间内获取活动，然后将其与作用域时间
之前 45 天内的活动进行比较。它还使用45天的时间框架来生成活动基线。

在发现概述中，示波时间反映了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观测到发现的时间。有关查找概览更多信息，请参阅查看
查找结果概览 (p. 23)。

在进行调查时，您可以调整瞄准时间。例如，如果原始分析基于一天的活动，则可能需要将其扩展到一周或
一个月。延长时间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活动是符合正常模式还是不寻常。

您还可以设置作用域时间以匹配当前实体的相关发现结果。

当您更改示波器时间时，Detective 会重复其分析并根据新的作用域时间更新显示的数据。

范围时间不能短于一小时也不能超过一年。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必须至少有 1 小时。

设置特定的开始和结束日期和时间
您可以从 Detective 控制台设置瞄准镜时间的开始和结束日期。

为新的作用域时间设置特定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1. 在以下位置打开亚马逊Detective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tective/。
2. 在实体配置文件上，选择作用域时间。
3. 在 “编辑作用域时间” 面板的 “开始” 下，为作用域时间选择新的开始日期和时间。对于新的开始时间，您

只能选择小时。
4. 在 “结束” 下，为作用域时间选择新的结束日期和时间。对于新的结束时间，您只能选择小时。结束时间

离开始时间必须至少有 1 小时。
5. 完成编辑后，要保存更改并更新显示的数据，请选择更新范围时间。

编辑作用域时间的时间长度
当您设置作用域时间长度时，Detective 会将作用域时间设置为从当前时间算起的时间量。

编辑作用域时间的时间长度

1. 在以下位置打开亚马逊Detective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tective/。
2. 在实体配置文件上，选择作用域时间。
3. 在 “编辑作用域时间” 面板上，在 “历史” 旁边，选择作用域时间的时长。

指定时间范围会更新 “开始” 和 “结束”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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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作用域时间设置为查找时间窗口

4. 完成编辑后，要保存更改并更新显示的数据，请选择更新范围时间。

将作用域时间设置为查找时间窗口
每个发现都有一个相关的时间窗口，该时间窗反映了首次和最后一次观测到该发现的时间。当您查看查找结
果概述时，范围时间会更改为查找时间窗口。

在实体配置文件中，您可以将作用域时间与相关发现的时间窗口对齐。这使您可以调查在此期间发生的活
动。

要将作用域时间与查找结果时间窗口对齐，请在 “关联发现结果” 面板上，选择要使用的查找结果。

Detective 填充查找结果详细信息并将范围时间设置为查找时间窗口。

在摘要页面上设置作用域时间
在查看 “摘要” 页面时，您可以调整范围时间，以查看过去 365 天内任何 24 小时时间范围内的活动。

在 “摘要” 页面上设置作用域时间

1. 在以下位置打开亚马逊Detective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tective/。
2. 在 “Detective” 导航窗格中，选择 “摘要”。
3. 在范围时间面板的摘要旁边，您可以更改开始日期和时间。开始时间必须在最近 365 天内。

当您更改开始日期和时间时，结束日期和时间将自动更新为所选开始时间后的 24 小时。

Note

使用 Detective，您可以访问长达一年的历史事件数据。有关 Detective 中源数据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Detec tive 管理指南》中行为图中使用的源数据。

4. 完成编辑后，要保存更改并更新显示的数据，请选择更新范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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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查找概览的作用域时间

查看查找结果概览
发现是亚马逊检测到的恶意活动或其他风险的可能实例 GuardDuty。调查结果会加载到 Amazon Detective 
中，这样您就可以使用 Detective 来调查与相关实体相关的活动。

Detective 发现概述提供了有关该发现的详细信息。它还显示了所涉实体的摘要，以及指向关联实体概况的链
接。

用于查找概览的作用域时间
查找结果概述的作用域时间设置为查找时间窗口。查找时间窗口反映了首次和最后一次观察到查找活动的时
间。

结果详细信息
右侧的面板包含调查结果的详细信息。这些是调查结果提供的 GuardDuty 详细信息。

根据查找结果的详细信息，您还可以将发现结果存档。请参阅归档 GuardDuty 调查结果 (p. 63)。

相关实体
调查结果概述包含调查结果中涉及的实体列表。对于每个实体，该列表提供有关该实体的概述信息。此信息
反映了相应实体配置文件上实体详细信息配置文件面板上的信息。

您可以基于实体的类型筛选列表。您还可以基于实体的标识符和文本筛选列表。

要透视到实体的配置文件，请选择 See profile（查看配置文件）。在您转到实体的配置文件时，会发生以下
情况：

• 作用域时间设置为查找时间窗口。
• 在实体的 “关联调查结果” 面板上，选择了该查找结果。查找结果的详细信息仍显示在实体配置文件的右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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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显示实体配置文件

分析实详细信息
实体是从源数据中提取的单个对象。示例包括特定 IP 地址、Amazon EC2 实例或AWS账户。有关实体类型
的列表，请参见the section called “行为图数据结构中的实体类型” (p. 6)。

Amazon Detective 实体简介是一个单一页面，提供有关该实体及其活动的详细信息。您可以使用实体档案来
获取支持细节，以便对调查结果进行调查或作为全面追捕可疑活动的一部分。

如何显示实体配置文件
您可以在执行以下操作之一时出现实配置文件：

• 在亚马逊 GuardDuty控制台中，选择调查与所选发现结果相关的实体的选项。

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从另一台主机旋转” (p. 10)。
• 转到实体配置文件的 Detective URL。

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 URL 导航” (p. 11)。
• 使用Detective 搜索来查找实体。

请参阅搜索发现或实体 (p. 15)。
• 从其他实体配置文件或查找结果概览中选择指向该实体配置文件的链接。

实体概况的作用域时间
当您在不提供作用域时间的情况下直接导航到实体配置文件时，范围时间将设置为前 24 小时。

当您从另一个实体配置文件导航到实体配置文件时，当前选定的作用域时间保持不变。

当您从查找结果概览导航到实体概要文件时，范围时间将设置为查找时间窗口。

有关设置作用域时间的信息，请参阅管理作用域时间 (p. 21)。

实体标识符和类型
配置文件的顶部是实体标识符和实体类型。每种实体类型都有相应的图标，用于直观地指示配置文件类型。

涉及的发现
每份概况都包含该实体在范围期间参与的调查结果列表。

您可以查看每个发现的详细信息，更改范围时间以反映查找结果的时间窗口，然后转到查找结果概述以查找
其他相关资源。

请参阅查看实体的调查结果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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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涉及该实体的群组

查找涉及该实体的群组
每个配置文件都包含一个实体所包含的查找组列表。

调查小组由Detective 收集的调查结果、实体和证据组成，以提供有关可能的安全问题的更多背景信息。

有关查找组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分析查找群组 (p. 28)。

包含实体详细信息和分析结果的配置文件面板
每个实体配置文件包含一组或多个选项卡的集合，包含一组或多个选项卡。每个选项卡包含一个或多个配置
文件面板。每个配置文件面板都包含根据行为图数据生成的文本和可视化效果。特定的选项卡和配置文件面
板是针对实体类型量身定制的。

对于大多数实体，第一个选项卡顶部的面板提供有关该实体的高级摘要信息。

其他个人资料面板突出显示了不同类型的活动。对于参与调查结果的实体，实体概况面板上的信息可以提供
额外的支持证据，以帮助完成调查。每个个人资料面板都提供有关如何使用信息的指导。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个人资料面板指南” (p. 60)：

有关配置文件面板、其包含的数据类型以及与之交互的可用选项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查看个人资料面板
并与之交互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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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资料中导航
一个实体配置文件包含一个或多个选项卡。每个选项卡包含一个或多个配置面板。每个配置文件面板都包含
根据行为图数据生成的文本和可视化效果。

当您向下滚动浏览个人资料选项卡时，以下信息仍显示在个人资料的顶部：

• 实体类型
• 实体标识符
• 范围时间

当选项卡不再可见时，所选选项卡将添加到页面顶部的链接中。

要导航到其他选项卡，请选择所选选项卡。然后选择要导航到的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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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相关结果的详细信息
每个实体概况都包含一个相关的调查结果面板，该面板列出了在当前作用域内涉及该实体的调查结果。一个
实体遭到入侵的一个迹象是它参与了多项调查结果。调查结果的类型还可以让人们深入了解需要关注的活动
类型。

相关的查找结果面板显示在实体详细信息配置面板的正下方。

对于每个调查结果，该表包含以下信息：

• 查找结果标题，也是查找结果概述的链接。
• 与调查结果相关的AWS账户，也是账户资料的链接
• 结果类型
• 最早观察到这一发现的时间
• 最近一次观察到该发现的时间
• 该结果的严重性

要显示查找结果的查找结果详细信息，请选择查找结果的单选按钮。Detective 填充页面右侧的查找详细信息
面板。Detective 还将瞄准镜时间更改为查找时间窗口。这使您可以专注于在此期间发生的活动。

如果您从查找结果概览导航到实体配置文件，则会自动选择该查找结果并显示查找结果的详细信息。

从查找结果详细信息中，要导航回查找结果概览，请选择查看所有相关实体。

您也可以将调查结果存档。请参阅归档 GuardDuty 调查结果 (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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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查找群组
Amazon Detective 发现小组使您能够检查与单个安全漏洞事件相关的多项活动。如果威胁行为者试图破坏
您的AWS环境，他们通常会执行一系列操作，从而导致多个安全发现和异常行为。这些行为通常分散在时
间和实体之间。孤立地调查安全发现时，可能会导致对其重要性的误解，并难以找到根本原因。Amazon 
Detective 通过应用图表分析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该技术可以推断出发现之间的关系并将它们分组在一起。
我们建议将调查小组作为调查相关实体和调查结果的起点。

Detective 分析调查结果中的数据，并根据他们共享的资源将其与其他可能相关的发现分组。例如，由同一 
IAM 角色会话执行的操作触发或来自同一 IP 地址的发现很可能是同一基础活动的一部分。即使Detective 的
关联不相关，集体调查调查结果和证据也是有价值的。

除调查结果外，每个小组还包括调查结果所涉及的实体。这些实体可以包含 IP 地址或用户代理AWS等外部
资源。

了解查找群组页面
查找组页面列出了 Amazon Detective 从您的行为图中收集的所有查找组。请注意查找群组的以下属性：

群组的严重程度

根据相关发现AWS的安全发现格式 (ASFF) 的严重性，为每个发现组分配严重性。ASFF 查找严重性值
为 “严重”、“高”、“中”、“低” 或 “信息性”（从最严重到最不严重）。分组的严重性等于该分组中发现的最
高严重性结果。

对于包含影响大量实体的关键或高严重性调查结果的群组，应优先进行调查，因为它们更有可能代表影
响较大的安全问题。

小组标题

在标题列中，每个群组都有唯一的 ID 和非唯一的标题。它们基于群组的 ASFF 类型命名空间以及集群
中该命名空间内的发现数量。例如，如果一个分组的标题是：Group with：TTP (2)、Effect (1) 和异常行
为 (2)，则它总共包括五个发现结果，包括 TTP 命名空间中的两个发现、Eff ec t 命名空间中的一个发现
以及异常行为命名空间中的两个发现。有关命名空间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ASFF 的类型分类。

小组战术

群组中的 “战术” 列详细说明了该活动属于哪个战术类别。以下列表中的战术、技巧和程序类别与 MITRE 
ATT&CK 矩阵一致。

你可以在链上选择一项战术，以查看该战术的描述以及该组中的哪些发现属于该类别。链条下方是一份
在小组内发现的战术清单。这些类别及其通常代表的活动如下：
• 初始访问 —对手正试图进入别人的网络。
• 处决 — 对手正试图进入别人的网络。
• 坚持 — 对手正试图维持自己的立足点。
• 权限升级 — 对手正试图获得更高级别的权限。
• 防御回避 — 对手正试图避免被发现。
• 凭证访问 —对手正试图窃取帐户名和密码。
• 发现 — 对手正试图理解和了解环境。
• 横向移动 — 对手正试图在环境中移动。
• 收集 — 对手正试图收集与其目标相关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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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令与控制 — 对手正试图进入别人的网络。
• 收集 — 对手正试图收集与其目标相关的数据。
• 渗透-对手正试图窃取数据。
• 影响 — 对手正试图操纵、中断或破坏您的系统和数据。
• 其他-表示发现的活动与矩阵中列出的战术不符。

组内的实体

实体列包含在此分组中检测到的特定实体的详细信息。选择此值可根据以下类别对实体进行细分：身
份、网络、存储和计算。每个类别的实体之一
• 身份 — IAM 主体和AWS 账户，例如用户和角色
• 网络 — IP 地址或其他网络和 VPC 实体
• 存储 — Amazon S3 存储桶或 DDB
• 计算 Amazon EC2 实例或 Kubernetes 容器

群组内的账户

Ac co unts（账户）列告诉您哪些账户所属的实体参与了群组中的调查结果。账户按名称和AWS ID 列
出，因此您可以优先调查涉及关键账户的活动。

小组内部的发现

“发现结果” 列有一个条形图，显示了按严重程度排列的发现数量。调查结果包括亚马逊的 GuardDuty 调
查结果以及Detective 的证据。您可以选择图表以查看按严重性划分的发现的确切数量。

查找群组时的信息发现
Amazon Detective 根据您在过去 45 天内收集的行为图表中的数据，识别与发现组相关的其他信
息。Detective 将此信息作为调查结果呈现，严重程度为 “信息”。证据提供的支持信息突出显示了在发现组
内查看时可能可疑的异常活动或未知行为。这可能包括新观察到的地理位置或在发现范围内观察到的 API 调
用。证据发现只能在 Detective 中查看，不会发送至AWS Security Hub。

您可以观察不同主体类型（例如 IAM 用户或 IAM 角色）的证据。对于某些证据类型，您可以观察所有账
户的证据。这意味着它们会影响你的整个行为图。如果观察到所有账户的证据发现，您还将看到针对个人 
IAM 角色的至少一个相同类型的额外信息证据发现。例如，如果您看到针对所有帐户查找结果都观察到了 
“新地理位置”，则会看到另一个针对校长观察到的新地理位置。 。

寻找群体时的证据类型

• 观测到的新地理位置
• 观测到新的 ASO
• 观察到新用户代理
• 新的 API 调用之一
• 观察到所有账户的新地理位置
• 所有账户都采用了新的 IAM 委托人

查找群组资料
当您选择小组标题时，会打开一个查找小组的个人资料，其中包含有关该群组的更多详细信息。

群组简介页面显示群组设置的作用域时间。这是从小组中最早的发现或证据到小组中最近更新的发现或证据
的日期和时间。您还可以看到查找结果组的严重性，该严重性等于该组中发现的最高严重性类别。此配置文
件面板中的其他详细信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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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战术链向你展示了哪些战术归因于小组中的发现。战术基于企业版 MITRE ATT&CK 矩阵。战术以彩
色圆点链的形式显示，代表攻击从最早阶段到最新阶段的典型进展。这意味着链上最左边的圆圈通常代表
不太严重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对手试图获得或维持对你的环境的访问权限。相反，向右的活动最为严
重，可能包括篡改或破坏数据。

• 该组与其他群组的关系。有时，可以根据新发现的链接，例如涉及现有组中实体的发现，将一个或多个以
前未关联的发现组合并为一个新组。在这种情况下，Amazon Detective 会停用父群组并创建子群组。您可
以将任何组的世系追溯到其父组。群组可能
• 儿童发现组 — 当涉及其他两个发现组的发现涉及到新发现时创建的发现组。列出了任何子组的发现结果

的父组。
• 家长查找组-如果已从查找组创建了子组，则查找组即为父项。如果发现组是父项，则相关子项将随之列

出。当父组合并为活动子组时，其状态变为 “非活动”。

有两个信息选项卡可以打开个人资料面板。使用 “参与的实体” 和 “参与的调查结果” 选项卡，您可以查看有关
该组的更多详细信息。

群组内的个人资料面板
参与的实体

重点关注发现组中的实体，包括每个实体与该组中的哪些发现相关联。还会显示附加到每个实体的标
签，因此您可以根据标签快速识别重要实体。选择一个实体以查看其实体概要文件。

涉及的发现

包含有关每个发现的详细信息，包括发现的严重性、涉及的每个实体以及该发现首次和最后一次出现的
时间。在列表中选择一种查找结果类型，打开包含有关该查找结果的其他信息的查找结果详细信息面
板。作为 “涉案调查结果” 面板的一部分，您可能会看到基于行为图表中的Detective 证据的信息调查结
果。

查找群组可视化
亚马逊Detective 提供查找群组的交互式可视化功能。此可视化旨在帮助您以更少的精力更快、更全面地调
查问题。查找结果组可视化面板显示查找结果和查找结果组中涉及的实体。这种交互式可视化可以帮助您分
析、了解发现组的影响并对其进行分类。该面板有助于可视化 “涉及的实体和参与的结果” 表格中显示的信
息。从视觉演示中，您可以选择发现结果或实体进行进一步分析。

通过这个交互式面板，您可以：

• 重新排列实体和发现，以更好地了解它们的相互关联性。
• 选择商品之一
• 查看查找组中常见的实体类型。
• 快速评估发现小组的构成。

Note

查找组可视化面板支持显示包含最多 100 个实体和查找结果的查找结果组

您可以选择 “选择布局”，在 “圆形”、“强制导向” 或 “网格” 布局中查看发现结果和实体。强制导向布局可放置
实体和发现结果，这样项目之间的链接长度一致，链接分布均匀。这有助于减少重叠。您选择的布局定义了
查找结果在 “可视化” 面板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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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可以帮助您识别每个视觉元素所代表的内容。

在此面板中，您可以：

• 通过移动查找结果组中的选定项目，将实体和查找结果从组中分离出来。
• 查看有关多个实体和发现的更多详细信息。要选择多个项目，请按 co mmand/contro l 并选择项目或使用

指针拖放它们。
• 查看实体的文本标签。您可以缩放至 120% 或更高。
• 重置布局以使所有实体和发现结果适合查找结果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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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个人资料面板并与之交互
Amazon Detective 控制台上的每个实体配置文件都包含一组配置文件面板。配置文件面板是一种可视化，它
提供一般详细信息或突出显示与实体相关的特定活动。配置文件面板使用不同类型的可视化来呈现不同类型
的信息。他们还可以提供指向其他详细信息或其他个人资料的链接。

每个个人资料面板都旨在帮助分析师找到有关实体及其相关活动的特定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助于
得出结论，即该活动是否构成真正的威胁。

目录
• 个人资料面板内容 (p. 33)
• 为配置文件面板设置首选项 (p. 45)
• 从配置文件面板转向另一个控制台 (p. 46)
• 从配置文件面板旋转到另一个实体配置文件 (p. 46)
• 在个人资料面板上浏览活动详情 (p. 46)
• 在调查期间使用个人资料小组指南 (p. 60)

个人资料面板内容
配置文件面板使用不同类型的可视化来呈现不同类型的信息。

配置文件面板上的信息类型
配置文件面板通常提供以下类型的数据。

面板数据类型 描述

有关发现或实体的高级信息 最简单的面板类型提供了有关实体的一些基本信息。

信息面板上包含的信息示例包括标识符、名称、类型和创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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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数据类型 描述

大多数实体配置文件都包含该实体的信息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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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数据类型 描述

一段时间内活动的一般摘要 显示实体一段时间内的活动摘要。

这种类型的面板提供了实体在作用域期间行为的总体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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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数据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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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数据类型 描述
下面是Detective 配置文件面板上提供的摘要数据的一些示例：

• API 调用失败且成功
• 入站和出站 VPC 卷

按值分组的活动摘要 显示按特定值分组的实体的活动摘要。

您可以在 EC2 实例的配置文件上看到此类配置文件面板。配置面板显
示与特定服务类型相关的常见端口进出一个 EC2 实例的 VPC 流日志
数据的平均量。

仅在作用域时间内开始的活动 在调查期间，了解哪些活动仅在特定时间范围内才开始发生，这一点
很有价值。

例如，是否有以前从未见过的 API 调用、地理位置或用户代理？

如果行为图仍处于训练模式，则配置文件面板会显示一条通知消息。
当行为图累积了至少两周的数据时，该消息将被删除。有关训练模式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新行为图的训练期”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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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数据类型 描述

在作用域内发生重大变化的活动 与新的活动面板类似，配置文件面板也可以显示在作用域内发生重大
变化的活动。

例如，用户可能每周定期发出几次某个 API 调用。如果同一用户在一
天内突然多次拨打同一个电话，则可能是恶意活动的证据。

如果行为图仍处于训练模式，则配置文件面板会显示一条通知消息。
当行为图累积了至少两周的数据时，该消息将被删除。有关训练模式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新行为图的训练期” (p. 5)。

配置文件面板可视化的类型
配置文件面板内容可以采用以下形式之一。

可视化类型 描述

键值对 最简单的可视化类型是一组键值对。

查找结果或实体信息面板是键值对面板的最常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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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类型 描述
键值对也可用于向其他类型的面板添加其他信息。

在键值对面板中，如果值是实体的标识符，则可以透视到其配置文
件。

表 表是一个简单的多列项目列表。

您可以对表格进行排序、筛选和分页。

您可以更改每页上显示的条目数。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配置文件
面板的首选项” (p. 45)。

如果表中的值是实体的标识符，则可以透视到其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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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类型 描述

时间表 时间轴可视化显示一段时间内定义间隔的聚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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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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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类型 描述
时间轴突出显示当前的示波器时间，并包括示波器时间之前和之后的
额外外围时间。外围时间为作用域时间内的活动提供背景信息。

将鼠标悬停在某个时间间隔上可显示该时间间隔内的数据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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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类型 描述

可扩展的桌子 可扩展的表格将表格和时间表组合在一起。

可视化从表格开始。

您可以对表格进行排序、筛选和分页。

您可以更改每页上显示的条目数。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配置文件
面板的首选项” (p. 45)。

然后，您可以展开每行以显示特定于该行的时间轴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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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类型 描述

条形图 条形图显示基于分组的值。

根据图表的不同，您也许能够选择一个条形图来显示相关活动的时间
表。

地理位置图表 地理位置图显示一张地图，该地图被标记为根据地理位置突出显示数
据。其后可能是一张包含有关单个地理位置的详细信息的表格。

请注意，在处理传入的地理数据时，Detective 会将纬度和经度值四舍
五入到一个小数点。

关于个人资料面板内容的其他注释
查看配置文件面板的内容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近似计数数据警告

此警告表明，由于适用数据量过大，数量极少的项目不会出现。

要确保计数完全准确，请减少数据量。最简单的方法是缩短作用域时间的长度。请参阅管理作用域时
间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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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理位置进行四舍五入

Detective 将所有纬度和经度值四舍五入到一个小数点。
Detective 表示 API 调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从 2021 年 7 月 14 日开始，Detective 会跟踪进行每次 API 调用的服务。每当 Detective 显示 API 方
法时，它也会显示关联的服务。在显示 API 调用信息的配置文件面板上，调用始终按服务分组。对于 
Detective 在该日期之前采集的数据，服务名称被列为未知服务。

同样从 2021 年 7 月 14 日起，对于账户和角色，整体 API 调用量配置文件面板的活动详细信息将不再
显示发出调用的资源的 AKID。对于账户，Detective 会显示发出呼叫的主管（用户或角色）的标识符。
对于角色，Detective 会显示角色会话的标识符。对于 Detective 在 2021 年 7 月 14 日之前采集的数
据，标识符被列为未知资源。

对于显示 API 调用列表的配置文件面板，相关的时间轴会突出显示此过渡发生的时间段。精彩片段从 
2021 年 7 月 14 日开始，直到更新在 Detective 中全面传播时结束。

为配置文件面板设置首选项
在 Detective 控制台中，您可以在 “首选项” 页面上设置表格长度和显示的时间戳。

设置表格长度
对于包含表格或可扩展表格的配置文件面板，您可以配置要在每页上显示的行数。

设置您对每页条目数的首选项。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tective/ 打开亚马逊Detective 控制台。
2. 在Detective 导航窗格的 “设置” 下，选择 “首选项”。
3. 在 “首选项” 页面的表格长度下，单击 “编辑”。
4. 选择要在每页上显示的表格行数。
5. 选择保存。

设置时间戳格式
对于配置文件面板，您可以配置时间戳格式首选项，该首选项将应用于 Detective 中每个 IAM 用户或 IAM 角
色的所有时间戳。

Note

时间戳格式首选项不适用于整个AWS账户。

设置时间戳的首选项。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tective/ 打开亚马逊Detective 控制台。
2. 在Detective 导航窗格的 “设置” 下，选择 “首选项”。
3. 在 “首选项” 页面的 “时间戳” 首选项下，查看和更改所有时间戳的首选显示方式。
4. 默认情况下，时间戳格式设置为 UTC。单击 “编辑” 以选择您的本地时区。

示例：

Example

UTC-09/20/22 16:39 世界标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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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2022 年 9 月 20 日 9:39（世界标准时间 07:00）
5. 选择保存。

从配置文件面板转向另一个控制台
对于 EC2 实例、IAM 用户和 IAM 角色，您可以直接从详细信息配置面板导航到相应的控制台。控制台提供
的信息可以为您的调查提供更多输入。

在 EC2 实例详细信息配置面板上，EC2 实例标识符链接到 Amazon EC2 控制台。

在用户详细信息配置面板上，用户名链接到 IAM 控制台。

在角色详细信息配置面板上，角色名称链接到 IAM 控制台。

从配置文件面板旋转到另一个实体配置文件
当配置文件面板包含其他实体的标识符时，它通常是指向该实体配置文件的链接。例外情况是指向 EC2 实例
上的 Amazon EC2 和 IAM 控制台的链接、IAM 用户和 IAM 角色配置文件。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转向另
一台主机” (p. 46)。

例如，从 IP 地址列表中，您也许能够显示特定 IP 地址的配置文件。这样，您就可以查看是否还有其他信息
可以帮助您完成调查。

在个人资料面板上浏览活动详情
在调查期间，您可能需要进一步调查实体的活动模式。

在以下个人资料面板上，您可以显示活动详细信息的摘要：

• 整体 API 调用量，用户代理配置文件上的配置面板除外
• 新观察到的地理位置
• VPC 总流量
• 与单个 IP 地址相关的调查结果，流入和流出查找 IP 地址的 VPC 流量
• 集装箱详情
• 集群@@ 的 VPC 流量
• Kubernetes API 的总体活动

活动详细信息可以回答以下类型的问题：

• 使用了哪些 IP 地址？
• 这些 IP 地址在哪里？
• 每个 IP 地址进行了哪些 API 调用，以及它们是从哪些服务调用的？
• 拨打电话时使用了哪些主体或访问密钥标识符 (AKID)？
• 使用了哪些资源来拨打这些电话？
• 打了多少个电话？ 有多少成功和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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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每个 IP 地址发送或从每个 IP 地址发送了多少 VPC 流日志数据？
• 给定集群、映像或 pod 的哪些容器处于活动状态？

主题
• 整体 API 调用量的活动详情 (p. 47)
• 地理位置的活动详情 (p. 51)
• 整个 VPC 流量的活动详情 (p. 53)
• 涉及 EKS 集群的 Kubernetes API 活动总体情况 (p. 56)

整体 API 调用量的活动详情
整体 API 调用量的活动详细信息显示了在选定时间范围内发出的 API 调用。

要显示单个时间间隔的活动详细信息，请在图表上选择时间间隔。

要显示当前作用域时间的活动详细信息，请选择显示作用域时间的详细信息。

请注意，自 2021 年 7 月 14 日起，Detective 开始存储和显示 API 调用的服务名称。该日期在个人资料面板
时间轴上突出显示。对于在该日期之前发生的活动，服务名称为未知服务。

活动详情的内容（用户、角色、账户、角色会话、EC2 实例、S3 
存储桶）
对于 IAM 用户、IAM 角色、账户、角色会话、EC2 实例和 S3 存储桶，活动详细信息包含以下信息：

• 每个选项卡都提供有关在所选时间范围内发出的一组 API 调用的信息。

对于 S3 存储桶，该信息反映了对 S3 存储桶进行的 API 调用。

API 调用按调用它们的服务分组。对于 S3 存储桶，服务始终是 Amazon S3。如果 Detective 无法确定发
出呼叫的服务，则该呼叫将列在 “未知服务” 下。

• 对于每个条目，活动详细信息显示成功和失败的调用数。观察到的 IP 地址选项卡还显示每个 IP 地址的位
置。

• 每个条目都显示有关谁拨打电话的信息。对于账户，活动详细信息用于标识用户或角色。对于角色，活动
详细信息用于标识角色会话。对于用户和角色会话，活动详细信息用于标识访问密钥标识符 (AKID)。

请注意，自 2021 年 7 月 14 日起，对于账户资料，活动详细信息显示的是用户或角色，而不是 AKID。对
于角色资料，活动详细信息显示的是角色会话，而不是 AKID。对于 2021 年 7 月 14 日之前发生的活动，
呼叫者被列为未知资源。

活动详细信息包含以下选项卡：

观察到的 IP 地址

最初显示用于发出 API 调用的 IP 地址列表。

您可以展开每个 IP 地址以显示从该 IP 地址发出的 API 调用列表。API 调用按调用它们的服务分组。对
于 S3 存储桶，服务始终是 Amazon S3。如果 Detective 无法确定发出呼叫的服务，则该呼叫将列在 “未
知服务” 下。

然后，您可以展开每个 API 调用，以显示来自该 IP 地址的调用者列表。根据配置文件，呼叫者可能是
用户、角色、角色会话或 A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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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服务划分的 API 方法

最初显示已发出的 API 调用列表。API 调用按发出调用的服务分组。对于 S3 存储桶，服务始终是 
Amazon S3。如果 Detective 无法确定发出呼叫的服务，则该呼叫将列在 “未知服务” 下。

您可以展开每个 API 方法以显示发出调用的 IP 地址列表。

然后，您可以展开每个 IP 地址，以显示从该 IP 地址发出该 API 调用的 AKID 列表。

资源或访问密钥 ID

最初显示用于发出 API 调用的用户、角色、角色会话或 AKID 的列表。

您可以展开每个调用者以显示调用者发出 API 调用的 IP 地址列表。

然后，您可以展开每个 IP 地址，以显示该调用者从该 IP 地址发出的 API 调用列表。API 调用按发出调
用的服务分组。对于 S3 存储桶，服务始终是 Amazon S3。如果 Detective 无法确定发出呼叫的服务，
则该呼叫将列在 “未知服务”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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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详情的内容（IP 地址）
对于 IP 地址，活动详细信息包含以下信息：

• 每个选项卡都提供有关在所选时间范围内发出的一组 API 调用的信息。API 调用按发出调用的服务分组。
如果 Detective 无法确定发出呼叫的服务，则该呼叫将列在 “未知服务” 下。

• 对于每个条目，活动详细信息显示成功和失败的调用数。

活动详细信息包含以下选项卡：

资源

最初显示从 IP 地址发出 API 调用的资源列表。

对于每种资源，该列表包括资源名称、类型和AWS帐户。

您可以展开每个资源以显示该资源从 IP 地址发出的 API 调用列表。API 调用按发出调用的服务分组。如
果 Detective 无法确定发出呼叫的服务，则该呼叫将列在 “未知服务” 下。

按服务划分的 API 方法

最初显示已发出的 API 调用列表。API 调用按发出调用的服务分组。如果 Detective 无法确定发出呼叫
的服务，则该呼叫将列在 “未知服务” 下。

您可以展开每个 API 调用，以显示在所选时间段内从 IP 地址发出 API 调用的资源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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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活动详情进行排序
您可以按任何列表列对活动详细信息进行排序。

使用第一列进行排序时，仅对顶级列表进行排序。较低级别的列表始终按成功的 API 调用次数排序。

筛选活动详情
您可以使用筛选选项将重点放在活动详细信息中表示的活动的特定子集或方面。

在所有选项卡上，您可以按第一列中的任何值筛选列表。

添加过滤器

1. 选择筛选框。
2. 从 “属性” 中，选择要用于筛选的属性。
3. 提供用于筛选的值。过滤器支持部分值。例如，当您按 API 方法筛选时，如果您

按筛选依据Instance，则结果包括名称Instance中包含的任何 API 操作。所以
两ListInstanceAssociations者UpdateInstanceInformation都会匹配。

对于服务名称、API 方法和 IP 地址，您可以指定值或选择内置过滤器。

对于常用 API 子字符串，选择代表操作类型的子字符串List，例如Create、或Delete。每个 API 方
法名称都以操作类型开头。

对于 CIDR 模式，您可以选择仅包括公有 IP 地址、私有 IP 地址或与特定 CIDR 模式匹配的 IP 地址。
4. 如果您有多个过滤器，请选择布尔选项来设置这些过滤器的连接方式。

5. 要移除过滤器，请选择右上角的 x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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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清除所有筛选器，请选择 “清除筛选器”。

选择活动详细信息的时间范围
首次显示活动详细信息时，时间范围是范围时间或所选时间间隔。您可以更改活动详细信息的时间范围。

更改活动详细信息的时间范围

1. 选择编辑。
2. 在编辑时间窗口中，选择要使用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要将时间窗设置为配置文件的默认作用域时间，请选择设置为默认范围时间。
3. 选择 “更新时间窗口”。

活动详细信息的时间范围在配置文件面板图表上突出显示。

地理位置的活动详情
新观察到的地理位置的活动详细信息显示了在作用域时间内从地理位置发出的 API 调用。API 调用包括从地
理位置发出的所有调用。它们不仅限于使用查找结果或配置文件实体的调用。对于 S3 存储桶，活动调用是
对 S3 存储桶进行的 API 调用。

API 调用按发出调用的服务分组。对于 S3 存储桶，服务始终是 Amazon S3。如果 Detective 无法确定发出
呼叫的服务，则该呼叫将列在 “未知服务” 下。

要显示活动详细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地图上，选择地理位置。
• 在列表中，为地理位置选择详细信息。

活动详细信息取代了地理位置列表。要返回地理位置列表，请选择返回所有结果。

请注意，自 2021 年 7 月 14 日起，Detective 开始存储和显示 API 调用的服务名称。对于在该日期之前发生
的活动，服务名称为未知服务。

活动详情的内容
每个选项卡都提供有关在作用域期间从地理位置发出的所有 API 调用的信息。

对于每个 IP 地址、资源和 API 方法，该列表显示成功和失败的 API 调用的数量。

活动详细信息包含以下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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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到的 IP 地址

最初显示用于从所选地理位置发出 API 调用的 IP 地址列表。

您可以扩展每个 IP 地址以显示从该 IP 地址发出 API 调用的资源。该列表显示资源名称。要查看委托人 
ID，请将鼠标悬停在姓名上。

然后，您可以扩展每个资源以显示该资源从该 IP 地址发出的特定 API 调用。API 调用按发出调用的服务
分组。对于 S3 存储桶，服务始终是 Amazon S3。如果 Detective 无法确定发出呼叫的服务，则该呼叫
将列在 “未知服务” 下。

资源

最初显示从所选地理位置发出 API 调用的资源列表。该列表显示资源名称。要查看主体 ID，请停下姓
名。对于每种资源，“资源” 选项卡还显示相关资源AWS 账户。

您可以扩展每个用户或角色以显示该资源发出的 API 调用列表。API 调用按发出调用的服务分组。对于 
S3 存储桶，服务始终是 Amazon S3。如果 Detective 无法确定发出呼叫的服务，则该呼叫将列在 “未知
服务” 下。

然后，您可以展开每个 API 调用，以显示资源发出 API 调用的 IP 地址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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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活动详情进行排序
您可以按任何列表列对活动详细信息进行排序。

使用第一列进行排序时，仅对顶级列表进行排序。较低级别的列表始终按成功的 API 调用次数排序。

筛选活动详情
您可以使用筛选选项将重点放在活动详细信息中表示的活动的特定子集或方面。

在所有选项卡上，您可以按第一列中的任何值筛选列表。

添加过滤器

1. 选择筛选框。
2. 从 “属性” 中，选择要用于筛选的属性。
3. 提供用于筛选的值。过滤器支持部分值。例如，当您按 API 方法筛选时，如果您

按筛选依据Instance，则结果包括名称Instance中包含的任何 API 操作。所以
两ListInstanceAssociations者UpdateInstanceInformation都会匹配。

对于服务名称、API 方法和 IP 地址，您可以指定值或选择内置过滤器。

对于常用 API 子字符串，选择代表操作类型的子字符串List，例如Create、或Delete。每个 API 方
法名称都以操作类型开头。

对于 CIDR 模式，您可以选择仅包括公有 IP 地址、私有 IP 地址或与特定 CIDR 模式匹配的 IP 地址。
4. 如果您有多个过滤器，请选择布尔选项来设置这些过滤器的连接方式。

5. 要移除过滤器，请选择右上角的 x 图标。
6. 要清除所有筛选器，请选择 “清除筛选器”。

整个 VPC 流量的活动详情
对于 EC2 实例，整体 VPC 流量的活动详细信息显示了所选时间范围内的 EC2 实例和 IP 地址之间的交互。

对于 Kubernetes 容器，VPC 总流量显示所有目标 IP 地址的流入和流出 Kubernetes 容器分配的 IP 地址的
总字节量。Kubernetes pod 的 IP 地址在以下情况下不是唯一的hostNetwork:true。在这种情况下，面板
显示了流向具有相同配置的其他 Pod 的流量以及托管它们的节点。

对于 IP 地址，整体 VPC 流量的活动详细信息显示了所选时间范围内的 IP 地址与 EC2 实例之间的交互。

要显示单个时间间隔的活动详细信息，请在图表上选择时间间隔。

要显示当前作用域时间的活动详细信息，请选择显示作用域时间的详细信息。

活动详情的内容
内容反映了所选时间范围内的活动。

对于 EC2 实例，活动详细信息包含 IP 地址、本地端口、远程端口、协议和方向的每个唯一组合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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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IP 地址，活动详细信息包含 EC2 实例、本地端口、远程端口、协议和方向的每个唯一组合的条目。

每个条目显示入站流量、出站流量以及访问请求是被接受还是被拒绝。在查找配置文件时，注释列会指示 IP 
地址何时与当前查找结果相关。

对活动详情进行排序
您可以按表中的任何列对活动详细信息进行排序。

默认情况下，活动详细信息首先按注释排序，然后按入站流量排序。

筛选活动详情
要专注于特定活动，您可以按以下值筛选活动详细信息：

• IP 地址或 EC2 实例
• 本地或远程端口
• Direction
• 协议
• 请求是被接受还是被拒绝

添加和移除过滤器

1. 选择筛选框。
2. 从 “属性” 中，选择要用于筛选的属性。
3. 提供用于筛选的值。过滤器支持部分值。

要按 IP 地址过滤，您可以指定一个值或选择内置过滤器。

对于 CIDR 模式，您可以选择仅包括公有 IP 地址、私有 IP 地址或与特定 CIDR 模式匹配的 IP 地址。
4. 如果您有多个过滤器，请选择布尔选项来设置这些过滤器的连接方式。

5. 要移除过滤器，请选择右上角的 x 图标。
6. 要清除所有筛选器，请选择 “清除筛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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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活动详细信息的时间范围
首次显示活动详细信息时，时间范围是范围时间或所选时间间隔。您可以更改活动详细信息的时间范围。

更改活动详细信息的时间范围

1. 选择编辑。
2. 在编辑时间窗口中，选择要使用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要将时间窗设置为配置文件的默认作用域时间，请选择设置为默认范围时间。
3. 选择 “更新时间窗口”。

活动详细信息的时间范围在配置文件面板图表上突出显示。

显示所选行的流量量
当您识别出感兴趣的行时，可以在主图表上显示这些行一段时间内的流量。

对于要添加到图表的每行，请选中该复选框。对于每个选定的行，音量在入站或出站图表上显示为一条线。

要聚焦于所选条目的流量，可以隐藏总流量。要显示或隐藏总流量，请切换总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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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EKS 集群的 VPC 流量
Detective 可以查看您的Amazon Virtual Private Cloud (Amazon VPC) 流日志，这些日志代表穿越您的
Amazon Elastic Kubernetes Service (Amazon EKS) 集群的流量。对于 Kubernetes 资源，VPC 流日志的内
容取决于 EKS 集群中部署的容器网络接口 (CNI)。

Amazon VPC CNI 插件的 EKS 集群使用Amazon VPC CNI 插件的 C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亚马逊 
EKS 用户指南》中的 “管理 VPC CNI”。Amazon VPC CNI 插件使用 pod 的 IP 地址发送内部流量，并将源 
IP 地址转换为节点的 IP 地址以进行外部通信。Detective 可以捕获内部流量并将其关联到正确的 pod，但它
不能对外部流量执行同样的操作。

如果你想让 Detective 能够看到你的 pod 的外部流量，请启用外部源网络地址转换 (SNAT)。启用 SNAT 有
局限性和缺点。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亚马逊 EKS 用户指南》中的 Pod 版 SN AT。

如果你使用不同的 CNI 插件，Detective 对 pod 的可见性就会受到限制hostNetwork:true。对于这
些 pod，VPC Flow 面板会显示所有流向该 Pod 的 IP 地址的流量。这包括流向主机节点和该节点上具有
该hostNetwork:true配置的任何 pod 的流量。

Detective 在 EKS 容器的 VPC 流面板中显示以下 EKS 集群配置的流量：

• 在带有 Amazon VPC CNI 插件的集群中，任何具有配置的 pod 在集群的 VPC 内hostNetwork:false发
送流量。

• 在具有 Amazon VPC CNI 插件和配置的集群中AWS_VPC_K8S_CNI_EXTERNALSNAT=true，任何在集群 
VPC 之外hostNetwork:false发送流量的容器。

• 任何具有此配置的 podhostNetwork:true。来自该节点的流量与来自具有该配置的其他 Pod 的流量混
合在一起hostNetwork:true。

Detective 不会在 VPC 流量面板中显示以下流量：

• 在具有 Amazon VPC CNI 插件和配置的集群中AWS_VPC_K8S_CNI_EXTERNALSNAT=false，任何具有
该配置的 pod 在集群 VPC 之外hostNetwork:false发送流量。

• 在没有适用于 Kubernetes 的 Amazon VPC CNI 插件的集群中，任何使用该配置的 
podhostNetwork:false。

• 任何 pod 向托管在同一节点的另一个 Pod 发送流量。

涉及 EKS 集群的 Kubernetes API 活动总体情况
涉及 EKS 集群的整体 Kubernetes API 活动的活动详细信息显示了在选定时间范围内发出的成功和失败的 
Kubernetes API 调用的数量。

要显示单个时间间隔的活动详细信息，请在图表上选择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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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显示当前作用域时间的活动详细信息，请选择显示作用域时间的详细信息。

活动详细信息的内容（集群、容器、用户、角色、角色会话）
对于集群、容器、用户、角色或角色会话，活动详细信息包含以下信息：

• 每个选项卡都提供有关在所选时间范围内发出的一组 API 调用的信息。

对于集群，API 调用发生在集群内部。

对于 pod，API 调用以 pod 为目标。

对于用户、角色和角色会话，API 调用由 Kubernetes 用户发出，这些用户以该用户、角色或角色会话身份
进行身份验证。

• 对于每个条目，活动详细信息显示成功、失败、未授权和禁止的呼叫的数量。
• 这些信息包括 IP 地址、Kubernetes 调用的类型、受呼叫影响的实体以及发出呼叫的主体（服务帐号或用

户）。从活动详细信息中，您可以透视到 IP 地址、主题和受影响实体的配置文件。

活动详细信息包含以下选项卡：

Subject

最初显示用于进行 API 调用的服务帐号和用户列表。

您可以展开每个服务帐号和用户，以显示该账户或用户从中发出 API 调用的 IP 地址列表。

然后，您可以扩展每个 IP 地址，以显示该账户或用户从该 IP 地址发出的 Kubernetes API 调用。

展开 Kubernetes API 调用requestURI 以查看以确定已完成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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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地址

最初显示发出 API 调用的 IP 地址列表。

您可以展开每次调用以显示进行调用的 Kubernetes 主体（服务帐号和用户）列表。

然后，您可以将每个主题扩展到该主题在作用域内进行的 API 调用类型列表。

扩展 API 调用类型以查看 requestURI 以识别已完成的操作。

Kubernetes API 调用

最初显示 Kubernetes API 调用动词列表。

您可以扩展每个 API 动词以显示与该操作关联的 requestURI。

然后，您可以扩展每个 RequestURI，以查看发出 API 调用的 Kubernetes 主题（服务帐号和用户）。

扩展主题，查看该主题使用了哪些 IP 进行了 API 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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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活动详情进行排序
您可以按任何列表列对活动详细信息进行排序。

使用第一列进行排序时，仅对顶级列表进行排序。较低级别的列表始终按成功的 API 调用次数排序。

筛选活动详情
您可以使用筛选选项将重点放在活动详细信息中表示的活动的特定子集或方面。

在所有选项卡上，您可以按第一列中的任何值筛选列表。

选择活动详细信息的时间范围
首次显示活动详细信息时，时间范围是范围时间或所选时间间隔。您可以更改活动详细信息的时间范围。

更改活动详细信息的时间范围

1. 选择编辑。
2. 在编辑时间窗口中，选择要使用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要将时间窗设置为配置文件的默认作用域时间，请选择设置为默认范围时间。
3. 选择 “更新时间窗口”。

活动详细信息的时间范围在配置文件面板图表上突出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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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期间使用个人资料小组指南
每个个人资料面板都旨在为您在进行调查和分析相关实体的活动时出现的特定问题提供答案。

为每个个人资料面板提供的指南可帮助您找到这些答案。

个人资料面板指南从面板本身的单句话开始。本指南简要解释了面板上显示的数据。

要显示面板的更详细指南，请从面板标题中选择 “更多信息”。此扩展指南显示在帮助窗格中。

该指南可以提供以下类型的信息：

• 面板内容概述
• 如何使用面板回答相关问题
• 根据答案建议的后续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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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高容量实体的详细信息
在行为图 (p. 4)中，亚马逊Detective 跟踪实体之间的关系。例如，每个行为图都会跟踪AWS用户何时创建
AWS角色以及 EC2 实例何时连接到 IP 地址。

当一个实体在一段时间内有太多关系时，Detective 无法存储所有关系。当这种情况发生在当前示波器时间内
时，Detective 会通知您。Detective 还提供了大量实体出现的列表。

什么是高容量实体？
在给定的时间间隔内，实体可能是大量连接的起点或目的地。例如，一个 EC2 实例可能有来自数百万个 IP 
地址的连接。

Detective 对每个时间间隔内可以容纳的连接数量保持限制。如果实体超过该限制，则 Detective 会丢弃该时
间间隔内的连接。

例如，假设每个时间间隔的限制为 100,000,000 个连接。如果在一个时间间隔内通过超过 100,000,000 个 IP 
地址连接到 EC2 实例，则 Detective 会丢弃该时间间隔内的连接。

但是，你也许能够根据关系另一端的实体来分析该活动。继续这个例子，虽然 EC2 实例可能从数百万个 IP 
地址连接到，但一个 IP 地址连接到的要少得多的 EC2 实例。每个 IP 地址配置文件都提供有关 IP 地址连接
的 EC2 实例的详细信息。

在个人资料上查看大量实体通知
如果范围时间包括实体体积大的时间间隔，Detective 会在发现结果或实体概要文件的顶部显示通知。对于查
找个人资料，该通知适用于相关实体。

该通知包括具有大量时间间隔的关系列表。每个列表条目都包含对关系的描述和高容量时间间隔的开始。

高容量时间间隔可能表示可疑活动。要了解同时发生了哪些其他活动，您可以将调查重点放在大量时间间隔
上。高容量实体通知包括将作用域时间设置为该时间间隔的选项。

将示波器时间设置为高音量时间间隔

1. 在高容量实体通知中，选择时间间隔。
2. 在弹出菜单上，选择 “应用作用域时间”。

查看当前作用域时间内的高容量实体列表
高容量实体页面包含当前作用域时间内的高容量时间间隔和实体的列表。

显示高容量实体页面

1. 在上打开亚马逊Detective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tective/。
2. 在Detective 导航窗格中，选择高容量实体。

列表中的每个条目都包含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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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当前作用域时间内的高容量实体列表

• 高音量时间间隔的开始
• 实体的标识符和类型
• 关系的描述，例如 “通过 IP 地址连接的 EC2 实例”

您可以筛选和排序每一列的 Result（结果）。您也可以导航到相关实体的实体配置文件。

导航到实体的配置文件

1. 在高容量实体列表中，选择要从中导航的行。
2. 选择 “在高容量测距时间内查看配置文件”。

使用此选项导航到实体配置文件时，范围时间设置如下：

• 作用域时间在高容量时间间隔前 30 天开始。
• 示波器时间在高容量时间间隔结束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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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亚马逊的 GuardDuty 调查结果
完成对亚马逊调查 GuardDuty 结果的调查后，您可以将亚马逊Detective 的调查结果存档。这为您省去了必
须返回 GuardDuty 进行更新的麻烦。将调查结果存档表明你已经完成了对它的调查。

只有当您还是与 GuardDuty 发现结果关联的帐户的 GuardDuty管理员帐户时，才能在 Detective 中存档发现
结果。如果您不是 GuardDuty管理员帐户并尝试将查找结果存档，则 GuardDuty 会显示错误。

存档调查 GuardDuty 结果

1. 在 Detective 控制台的查找结果详细信息面板中，选择 “存档查找结果”。
2. 当提示确认时，选择 “存档”。

您可以在 GuardDuty 控制台中查看存档的 GuardDuty 调查结果。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逊 
GuardDuty 用户指南中的禁止规则。

63

https://docs.aws.amazon.com/guardduty/latest/ug/findings_suppression-rule.html


Amazon Detective 用户指南

《Detective 指南》文档历史记录
下表描述了自 Amazon DetetDetective vate 上一次发布以来对文档所做的重要更改。如需对此文档更新的通
知，您可以订阅 RSS 源。

更改 说明 日期

增加了对亚马逊 
GuardDuty RDS 保护查
找类型的支持

Detective 现在为 GuardDuty RDS 保护查找类型提
供支持。有关 GuardDuty RDS 保护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 GuardDuty RDS 保护查找类型。

2023 年 4 年 4 年 4 年

添加了了对其他 
GuardDuty 查找条件的
支持

Detective 现在为以下其他 GuardDuty 发现类型提供
配置文件：

• DefenseEvasion: 
EC2UnusualDNSResolver

• DefenseEvasion: 
EvasionEC2UnusualDoHActivity

• DefenseEvasion: 
DefenseEvasionEC2UnusualDoTActivity

2023 年 4 年 4 年 4 年

显示 EKS 集群的 VPC 
流量

添加了有关Amazon Virtual Private Cloud 
Kuberetes Service (Amazon VPC) 流量的章节。

2023 年 3 年 3 年 3 年

查找群组可视化 亚马逊Detective 提供查找群组的交互式可视化功
能。此可视化旨在帮助您以更少的精力更快、更全
面地调查问题。

2023 年 2 月 28 日

从 DetDetective ter 导出
数据

DetDetective tivate 现在提供了 “摘要” 页面和搜索
结果的选项。您可以从 Detective 控制台导出这些数
据。

2023 年 2 月 22 日

个人资料网址的格式 实体和发现的个人资料 URL 的格式已更改。 2023 年 2 月 22 日

VPC 总流量 Detective 现在添加了有关来自 Amazon EKS 工作
负载的 Amazon VPC 流日志的可视摘要和分析。

2023 年 1 月 20 日

使用摘要页面 使用 Detective，您可以访问长达一年的历史事件数
据。

2022 年 12 年 12 年 12 
年

添加了涵盖查找群组的
内容

Detective 现在支持查找在单个显示屏中将相关发现
联系在一起的群组，以帮助您调查环境中潜在的恶
意活动。从查找组配置文件中，您可以透视到实体
配置文件并查找与该组相关的概述。

2022 年 10 月 17 日

在摘要页面上添加了调
整作用域时间的选项

Detective 现在提供了调整范围时间的选项，以查
看过去 365 天内任何 24 小时时间范围内的活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摘要页面上设置作用域时
间。

2022 年 10 年 10 年 10 
年

搜索发现或实体 Detective 现在提供不区分大小写的搜索。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完成搜索。

2022 年 10 年 10 年 10 
年

添加了设置作用域时间
戳的功能

Detective 现在提供了一种配置作用域时间戳格式首
选项的方法。此首选项将应用于 DetDetective tivate 
中的所有时间戳。

2022 年 10 年 10 年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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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说明 日期

添加了与 EKS 审核日志
相关的新配置文件

Detective 现在提供配置文件，允许您调查与以下容
器相关实体相关的活动：亚马逊 EKS 集群、容器镜
像、Kubernetes pod 和 Kubernetes 主题。

要查看这些实体类型的完整详细信息，必须启用可
选的 EKS 审计日志数据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EKS 审核日志。

2022 年 7 月 26 日

删除了对支持的 
GuardDuty 查找类型的
限制

Detective 不再局限于一组选定的 GuardDuty 发现类
型。

Detective 提取所有发现类型的查找详细信息，并提
供对相关实体的实体概况的访问权限。

2021 年 9 月 20 日

将查找配置文件替换为
查找概览

查找配置文件包含可视化效果，用于分析相关资源
的活动。

新的发现概述包含从中 GuardDuty提取的查找结果
详细信息以及相关实体的列表。

从查找结果概述中，您可以透视到相关实体的概要
信息。

2021 年 9 月 20 日

链接到相关发现概要面
板中的查找详细信息

在实体配置文件上，当您在关联的查找结果列表中
选择查找结果时，查找结果的详细信息将显示在右
侧的面板中。作用域时间设置为查找时间窗口。

2021 年 9 月 20 日

在 Detective 中的可用实
体类型中添加了 S3 存储
桶

Detective 现在提供Amazon S存储桶的配置文件。

S3 存储桶配置文件提供有关与 S3 存储桶交互的委
托人以及他们在 S3 存储桶上执行的 API 操作的详
细信息。

2021 年 9 月 20 日

在 Splunk 中生成
Detective 网址的新选项

Splunk Trumpet 项目允许你向 Splunk 发送AWS内
容。该项目现在允许您添加Detective 网址，以导航
到配置文件以查看 GuardDuty 调查结果。

2021 年 9 月 8 日

在有关 API 调用的信息
中添加了调用服务

在 Detective 控制台上，有关 API 调用的信息现在
包括发出调用的服务。

在整体 API 调用量、新观察到的 API 调用和音量增
加的 API 调用列表中添加了服务列。

在整体 API 调用量和新观察到的地理位置的活动详
细信息中，API 方法分组在发布它们的服务下。对
于在此更改之前发生的活动，API 方法分组在 “未知
服务” 下。

2021 年 7 月 14 日

在账户和角色的活动详
细信息中替换了 AKID

在账户配置文件上，整体 API 调用量的活动详细
信息现在显示用户或角色，而不是访问密钥标识符 
(AKID)。

在角色配置文件上，整体 API 调用量的活动详细信
息现在显示的是角色会话而不是 AKID。

对于在此更改之前发生的活动，呼叫者被列为未知
资源。

2021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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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说明 日期

用于用户、角色和角色
会话的新资源交互选项
卡

用户、角色和角色会话的资源交互选项卡包含有关
涉及这些实体的角色假设活动的信息。对于角色会
话，这是一个新选项卡。对于用户和角色，这是一
个包含新内容的现有选项卡。

2021 年 6 月 29 日

添加了了对其他 
GuardDuty 查找条件的
支持

Detective 现在为以下其他 GuardDuty 发现类型提供
配置文件：

• CredentialAccess:IAMUser/
AnomalousBehavior

• DefenseEvasion:IAMUser/
AnomalousBehavior

• Discovery:IAMUser/AnomalousBehavior
• Exfiltration:IAMUser/
AnomalousBehavior

• Impact:IAMUser/AnomalousBehavior
• InitialAccess:IAMUser/
AnomalousBehavior

• Persistence:IAMUser/
AnomalousBehavior

• PrivilegeEscalation:IAMUser/
AnomalousBehavior

2021 年 3 月 29 日

添加了了对其他 
GuardDuty 查找条件的
支持

Detective 现在为以下其他 GuardDuty 发现类型提供
配置文件：

• Backdoor:EC2/C&CActivity.B
• Impact:EC2/PortSweep
• Impact:EC2/WinRMBruteForce
• PrivilegeEscalation:IAMUser/
AdministrativePermissions

2021 年 3 月 4 日

添加了配置文件面板 
VPC 流入和流出调查结
果的 IP 地址的活动详细
信息

配置文件面板 VPC 流入和流出调查结果的 IP 地
址现在允许您显示活动详细信息。仅当发现结果与
单个 IP 地址关联时，活动详细信息才可用。活动
详细信息显示了端口、协议和方向的每种组合的音
量。

2021 年 2 月 25 日

将 “主账户” 已更改为 “管
理员帐户”

术语 “主账户” 已更改为 “管理员帐户”。Detective 控
制台和 API 中的术语也发生了变化。

2021 年 2 月 25 日

添加了 “Detective 摘要” 
页面

Detective 摘要页面包含可视化效果，可根据地理
位置、API 调用次数和亚马逊弹性计算云 (Amazon 
EC2) 流量引导分析师找到感兴趣的实体。

2021 年 1 月 21 日

IP 地址配置文件上的 “整
体 API 调用量配置文件” 
面板的新活动详细信息

现在，您可以从整体 API 调用量配置文件面板显示 
IP 地址的活动详细信息。

活动详细信息显示从 IP 地址发出呼叫的每个资源的
成功和失败调用次数。

2021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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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地址配置文件上新的
整体 VPC 流量配置文件
面板

IP 地址配置文件现在包含整体 VPC 流量配置文件面
板。

配置文件面板显示进出该 IP 地址的 VPC 流量。

您可以显示活动详细信息以显示 IP 地址与之通信的
每个 EC2 实例的容量。

2021 年 1 月 21 日

添加了将活动详细信息
窗口设置为默认范围时
间的选项

在整体 API 调用量和整体 VPC 流量的活动详细信息
上，您可以将活动详细信息的时间窗口设置为配置
文件的默认范围时间。

2021 年 1 月 15 日

更新了从亚马逊转向
Detective GuardDuty 的
选项

在中 GuardDuty，“在Detective 中进行调查” 选项从 
“操作” 菜单移至查找结果详细信息面板。

它显示相关实体的列表。如果支持查找结果类型，
则列表还包括查找结果。

然后，您可以选择导航到实体配置文件或查找配置
文件。

2021 年 1 月 15 日

增加了对实体大容量时
间间隔的处理

添加了一个新通知，以指示实体何时有一个或多个
高容量时间间隔。

新的高容量实体页面显示了当前示波器时间内所有
高音量间隔。

2020 年 12 月 18 日

在整体 API 调用量配置
文件面板上为活动详细
信息添加了时间范围选
择

在整体 API 流量配置文件面板上，您现在可以显示
任何选定时间范围内的活动详细信息。

该面板最初显示一个选项，用于显示作用域时间的
活动详细信息。

2020 年 9 月 29 日

在整体 VPC 流量配置文
件面板上添加了活动详
细信息的时间间隔选择

在整体 VPC 流量面板上，您可以显示图表中单个时
间间隔的活动详细信息。

要显示时间间隔的详细信息，请选择时间间隔。

2020 年 9 月 25 日

新的角色会话和联合用
户实体

Detective 现在允许您探索和调查联合身份验证。您
可以看到哪些资源担任了每个角色，以及这些身份
验证的发生时间。

2020 年 9 月 17 日

范围时间管理的更新 删除了锁定或解锁瞄准镜时间的选项。它始终处于
锁定状态。

在查找配置文件上，如果范围时间与查找时间窗口
不同，则会显示警告。

2020 年 9 月 4 日

滚动浏览个人资料时，
个人资料标题仍然可见

在配置文件上，当您滚动浏览选项卡上的配置文件
面板时，类型、标识符和作用域时间仍然可见。

当选项卡不可见时，您可以使用导航栏中的选项卡
下拉列表导航到其他选项卡。

2020 年 9 月 4 日

已添加到允许的搜索条
件中

允许的搜索条件已扩大。您可以按名称搜索AWS用
户和AWS角色。您可以使用 ARN 搜索结果、AWS
角色、AWS用户和 EC2 实例。

2020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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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始终显示搜索结果 现在，当您进行搜索时，它会在 “搜索” 页面上显
示结果。从结果中，您可以转向查找结果或实体概
况。

2020 年 8 月 27 日

配置文件面板上指向其
他控制台的链接

在 EC2 实例详细信息配置面板上，EC2 实例标识符
链接到 Amazon EC2 控制台。在用户详细信息和角
色详细信息配置面板上，用户名和角色名称链接到 
IAM 控制台。

2020 年 8 月 14 日

整体 VPC 流量配置面板
的新活动详细信息

现在，您可以在 VPC 总流量配置文件面板中显示活
动详细信息。

详细信息显示了 EC2 实例和 IP 地址之间的交互列
表。

2020 年 7 月 23 日

亚马逊Detective 正式上
市

Detective 现已正式发布。 2020 年 3 月 31 日

介绍Amazon Detective 
vate（

Detective 使用机器学习和专门构建的可视化来帮助
您分析和调查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工作负
载中的安全问题。

Detective 目前处于预览状态。

2019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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