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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产品定义 

日志审计（CT-LA Log audit）通过主被动结合的方式，实时不间断地采集用户网络中各种不同

厂商的安全设备、网络设备、主机、操作系统、以及各种应用系统产生的海量日志信息，并将这些

信息汇集到审计中心，进行集中化存储（可根据日志规模大小进行分布式存储，支持水平弹性扩展

和数据高可靠性存储）、索引、备份、全文检索、实时搜索、审计、告警、响应，并出具丰富的报

表报告，获悉全网的整体安全运行态势，实现全生命周期的日志管理。 

1.2 术语解释 

系统包括审计中心、日志采集器两个部件。日志采集器实现对审计数据源（主机/服务器类、网

络类、安全类和应用类等）的日志信息统一收集，然后上传给审计中心进行集中化或分布式冗余存

储、索引、分析和审计。同时，审计中心自身也可以直接收集审计数据源的日志信息。 

审计中心 ：系统的核心部件，实现了对日志的集中化存储、索引、备份、搜索、审计、告警、

响应，以及出具报表报告。用户的审计员通过浏览器即可登陆审计中心，进行各种审计操作。 

日志采集器 ：实现对异构审计数据源的日志采集，功能同审计中心的日志采集模块，用以辅助

审计中心解决特定日志采集的问题，并可以实现分布式日志采集和范式化能力。 

日志代理：实现对审计对象的数据源采集和转发。 

分布式存储索引节点：用于日志处理规模大及高可靠数据存储的需求场景。 

1.3 产品功能 

日志采集 

借助系统的大数据技术架构，让客户实现对分散的具有大数据特征的日志的收集，对这些日志格式

进行规范化统一描述，实现对日志大数据的分布式集群化存储，实现在日志大数据下对历史数据的分析

和检测；在分布式存储计算节点的架构下大大提高安全分析人员对日志大数据的历史数据的分析效率，

减少计算资源耗费；并在系统独有的交互式分析设计架构下实现了对日志大数据的事件调查，历史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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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条件组合查询，结果查看等功能。有效地解决了大数据时代中日志大数据带来的挑战。 

视图展示 

全局监视仪表板，可展示不同设备类型、不同安全区域的实时日志流曲线、统计图，以及网络整体

运行态势、待处理告警信息等。用户可以自定义仪表板，按需设计仪表板显示的内容和布局，可以为不

同角色的用户建立不同维度的仪表板，进行事件调查、钻取，事件行为分析和来源定位，进行安全事件

统计分析，并以柱图、饼图、堆积图等形式进行可视化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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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扩展 

对于目前暂不支持的审计数据源，系统还提供了方便灵活的扩展机制。只要获得审计数据源的日志

样本以及通讯协议方式，编写一份 XML格式日志解析文件，导入系统，即可获得对该审计数据源的日志

采集能力，无需编码。 

日志范化 

系统对收集的各种日志进行范式化处理，将各种不同表达方式的日志转换成统一的描述形式。除此

之外系统还提供多个备用字段，供高级日志审计人员分析时使用，字段数量超过六十余个，并且可以根

据安全审计员的需要进行数量扩展，提供更强大的日志描述信息，使范式化后的日志详尽而易读，更能

满足复杂的多维度统计分析和审计要求。 

事件分析 

系统在安全审计员进行日常审计时，可将审计过程中选择的条件组合保存为策略，用户可以通过丰

富的事件分析策略对全网的安全事件进行全方位、多视角、大跨度、细粒度的实时监测、统计分析、查

询、调查、追溯、地图定位、可视化分析展示等等。 

混合检索 

系统提供的混合检索技术属于交互式分析技术，不仅提供了基于范式化后的格式数据内容的实时关

联分析和统计报表，同时还提供强大的全文搜索能力。混合式检索技术包括通过对范化后的字段值进行

全部日志记录的搜索，查询出包含搜索值的所有的日志记录，并分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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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功能特点 

处理日志大数据的利器 

借助系统的大数据技术架构，让客户实现对分散的具有大数据特征的日志的收集，对这些日志格式

进行规范化统一描述，实现对日志大数据的分布式集群化存储，实现在日志大数据下对历史数据的分析

和检测；在分布式存储计算节点的架构下大大提高安全分析人员对日志大数据的历史数据的分析效率，

减少计算资源耗费；并在系统独有的交互式分析设计架构下实现了对日志大数据的事件调查，历史回

溯，条件组合查询，结果查看等功能。有效地解决了大数据时代中日志大数据带来的挑战。 

全生命周期日志管理 

借助本系统，客户能够实现从日志产生、采集、综合分析与审计、到日志存储、备份整个日志生命

周期管理。通过集中化的日志管理系统，协助客户解决网络中日志分散、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问题，

提升安全运营效率。 

 

日常安全运维工作的有力工具 

对于日常安全运维而言，核心的工作内容就是对 IT网络进行持续监测，确保网络、主机、应用、重

要信息和人员资产的安全。更具体地说，就是要持续监测并识别针对网络、主机、应用、重要信息和人

员资产性能故障、非法访问控制、非法或不当操作、恶意代码、攻击入侵、违规与信息泄露行为。 

借助本系统，客户能够统一收集来自网络中 IT资产的日志信息，通过分析日志中的安全事件，识别

各类性能故障、非法访问控制、不当操作、恶意代码、攻击入侵，以及违规与信息泄露等行为，协助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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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安全运维人员进行安全监视、审计追踪、调查取证、应急处置、生成各类报表报告，成为客户日常安

全运维的有力工具。 

遵照等级保护的审计要求 

系统在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的国家制定的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制度中对于安全审计的技术要求。系统

能够帮助客户更好地遵从等级保护的审计要求。 

项目 等级保护第三级安全审计具体要求 

7.1  

技术要求  

7.1.2 

网络安全  

7.1.2.3  

安全审计

（G3）  

a) 应对网络系统中的网络设备运行状况、网络流量、用

户行为等进行日志记录；  

b) 审计记录应包括：事件的日期和时间、用户、事件

类型、事件是否成功及其他与审计相关的信息；  

c) 应能够根据记录数据进行分析，并生成审计报表；  

d) 应对审计记录进行保护，避免受到未预期的删除、

修改或覆盖等。  

7.1.3  

主机安全  

7.1.3.3  

安全审计

（G3）  

a) 审计范围应覆盖到服务器和重要客户端上的每个操作

系统用户和数据库用户；  

b) 审计内容应包括重要用户行为、系统资源的异常使

用和重要系统命令的使用等系统内重要的安全相关事件；  

c) 审计记录应包括事件的日期、时间、类型、主体标

识、客体标识和结果等；  

d) 应能够根据记录数据进行分析，并生成审计报表；  

e) 应保护审计进程，避免受到未预期的中断；  

f) 应保护审计记录，避免受到未预期的删除、修改或覆

盖等。  

7.1.4  
7.1.4.3  

安全审计

a) 应提供覆盖到每个用户的安全审计功能，对应用系统

重要安全事件进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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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安全  （G3）  c) 审计记录的内容至少应包括事件的日期、时间、发起

者信息、类型、描述和结果等；  

d) 应提供对审计记录数据进行统计、查询、分析及生

成审计报表的功能。  

以 GB/T 22239-2008《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中对三级信息系统的安全审

计要求为例，系统能够对基本要求中规定的网络及安全设备、主机、数据库和应用的日志进行统一的采

集和存储，协助客户对审计记录数据进行统计、查询、分析，并生成审计报表。对于采集的所有日志记

录信息，都记录了日期、时间、类型、主体标识、客体标识和结果等信息，同时原封不动地保存了原始

日志信息。对于存储的审计记录，系统进行了完善的安全保护，避免遭受未预期的删除、修改或覆盖。 

契合合规与内控的审计要求 

随着客户业务系统对网络依赖程度的日益加深，以及层出不穷的安全威胁，各行各业对网络安全的

重视程度也日渐加强。针对上市公司、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央企）、银行、证券、保险，国家和各行业

主管部门都出具了大量的内控、合规管理标准、规范、规定，都对 IT信息系统的安全审计提出了要求。 

针对中大型网络中IT资产多、日志量大的特点，系统支持级联和分布式部署的方式，配合系统高性

能的日志采集技术，能够实现日志的集中化存储与审计，降低客户满足合规性要求的总体成本。 

系统具有海量日志存储能力，能够存储长时间的日志信息，满足合规的相关要求。 

实时合规管理的企业和组织往往都对其业务系统连续性有很高的要求，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采取了

多种技术手段，确保对客户现有业务系统及其网络的影响程度降到最低，使得客户在实现合规的同时，

维持业务系统的现有服务水平。 

1.5 应用场景 

响应合规性要求 

我国网络安全法第二十一条 （三）中规定应采取监测、记录网络运行状态、网络安全事件的技术措

施，并按照规定留存相关的网络日志不少于六个月，等级保护要求中也对日志审计、存储做了有关规

定，各企业为符合合规性要求，需具备日志审计系统。 

日志统一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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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企业往往设备较多，采用日志审计可将所有设备的日志统一监管，对系统性能故障、非法访

问、非法或不当操作、恶意代码、攻击入侵等行为做监测。 

日志关联分析 

在企业的网络系统中，大范围分布的网络设备、安全设备、服务器等实时产生的日志量非常大，要

从其中提取想要的信息非常困难，需要从设备之间的关联来判断设备故障。 

2 购买指南 

2.1 规格 

日志审计包含软件费和综合实施费用，软件费以软件使用时间的授权交付，为必选项。综合实

施服务费为我们为用户代理操作，详细内容见下表，为可选项。 

名称 产品规格 说明 功能 价格 

日志审计 

软件费 必选 

日志采集、日志范式化、日志过滤、日志源管理、资

产管理、日志全文检索、安全事件分析、安全事件统

计、日志查找、日志导出、日志实时关联分析、日志

分析可视化、日志存储、告警管理、用户管理、系统

管理、产品安装及指导手册。 

1500元/套

/月 

综合实施服务 

（一个服务包含

5台设备） 

可选 

a、梳理五台设备的日志清单； 

b、被采集设备到平台的网络策略配置及验证； 

c、被采集设备日志指向平台配置； 

d、验证日志接入情况； 

e、验证日志数据质量，按需修改或者重新编写解析文

件； 

2480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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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实施交付文档整理并提交。 

质保期为交付之后一个月以内，承诺在确认完成下单

之后 2个工作日安排好实施人员，在用户配合的情况

下，保证在[（N/5)+5]的有效实施天内完成实施任

务。 

【：1、N代表需要接入的总设备数，2、有效实施天

为实施天数，不包含工作日内的非实施时间】  

 

2.2 购买 

用户需要先安装日志审计中心，确保已获取授权所需机器码并已开放 22端口再购买日志审计的

授权。安装参考 3.1章。完成授权后 22端口可以关闭。 

在天翼云官网找到日志审计介绍页面，点击“立即开通”或者在控制中心找到日志审计产品点击

“ ”，填写订购需求，支付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会有电话通知授权开通，用户可以到日志审计产品

控制台去下载授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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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综合实施服务 

在日志审计控制中心找到“综合实施服务”点击“购买服务”，弹出订购服务弹窗。 

 

填写订购服务个数，完成支付。3个工作日内会有电话通知授权配置完成，用户可以到网页防篡改产

品控制台去下载授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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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续订 

用户可以通过续订延长产品使用时限，续订前需要保证承载日志审计的弹性云主机已续订。 

在控制台找到日志审计产品，点击进入实例页面。点击“续订”，弹出续订页面。 

 

选择续订时间，确认续订信息并完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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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退订 

无极特殊情况本产品不支持退订。授权到期业务自动关闭。 

3 快速入门 

3.1 安装日志审计中心 

日志审计中心所需云主机最低配置 8核 64GB centos6.5 64 位操作系统，，数据盘大小参考存

储估算方式表，如下附件， 

存储估值方式表.xl

sx

， 

产品部署对于客户网络的要求比较简单，只要系统的审计中心与审计对象之间网络可达即可。 

系统具备极强的伸缩性，能够通过弹性的部署方式适应各种用户的网络环境，可根据客户网络和日志规

模进行水平弹性扩展，保护客户已有投资，适用于各种小、中、大型网络规模的日志审计和分析管理。 

以镜像方式部署，镜像通过 400电话或者天翼云工单系统提出申请，由客服共享到天翼云账号对应

节点。用户需要接收镜像，然后起一台云主机来承载业务，云主机正常运行即完成了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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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获取安装包操作步骤如下， 

3.1.1 获取安装包 

访问帮助中心链接 https://www.ctyun.cn/help/qslist/2415 ，将安装包上传到设备上（目

录不限，但解压后存放的目录至少需要 2G以上可用空间）。 

3.1.2 解压 

使用 root账户，登录系统，进入安装包所在目录，输入命令： 

tar zxvf 安装包名称 

ls –l 

解压后文件夹名为 TSOC-SA-3.0.10.2 

3.1.3 安装 

使用 root账户，输入命令： 

cd TSOC-SA-3.0.10.2 

./install --data  /data   

其中，/data为安装目录，可自定义。 

开始进行安全运营中心系统的安装，安装完成后，系统会自动启动。 

3.1.4 升级大数据 U2.0 

需要安装两个升级包，升级包会和服务端一起提供，升级方法如下 

Syscmd --stop 

Syscmd --update Cupid_WING_3.0_U2.0_B20170606.1600_SW_TSOC-SA.tar.gz 

Syscmd --update TSOC-SA_v3.0.10.3_U2.0_B20170606.1600_L64M.bigdata-lite.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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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cmd --start 

Syscmd --status 查看服务运行状态 

3.1.5 运行 

系统安装完成，服务会自动启动。如果您需要手动启动服务，请先启动数据库服务，再启动系

统。 

 启动数据库服务请使用 root用户，输入以下命令： 

syscmd --start mysqld 

 启动系统服务请使用 root用户，输入以下命令： 

syscmd --start 

3.2 配置审计中心数据盘 

一、添加数据盘制作 lvm分区 

fdisk /devsdb 设备名根据实际系统中的名字填写 

n 新建分区 e扩展分区 p主分区 

 

 

t调整分区类型 8e为 L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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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保存 

 

 

mkfs.ext4 /dev/vdb1 格式化分区 

开机自动挂载 编辑、/etc/fstab 

 

 

二：创建日志挂在目录 

首先需要关闭产品进程：syscmd --stop 

创建新目录：#mkdir -p /新目录/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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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kdir -p /新目录/es-2   

Chown -R elasticsearch：elasticsearch es  更改属主属组 

Chown -R elasticsearch：elasticsearch es 

 

 

1、拷贝出原有的日志到更改后的目录下：大数据一般有两个 ES：（ES ，ES-2） 

 1）#cp -r /data/cupid/es/data/*  /新目录/ 

 2）#cp -r /data/cupid/es-2/data/*   /新目录/ 

2、#find  /  -name elasticsearch.yml （查找配置文件路径）此配置文件有两个都需修改 

1）/data/cupid/es/config/elasticsearch.yml 

2）/data/cupid/es-2/config/elasticsearch.yml 

3、 

1)#vi  /cupid/es/config/elasticsearch.yml 

修改此条 #path.data: /path/to/data  

      为 path.data:  /新目录/es 

    2#vi  /cupid/es-2/config/elasticsearch.yml 

修改此条 #path.data: /path/to/data  

      为 path.data:  /新目录/es-2 

4、重启产品#syscmd --start 

5、访问 http://IP:8200/_plugin/head/看 es是否正常，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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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配置各审计设备 

日志审计必须能够接收或采集到设备的日志或事件。采集或接收不同设备的日志需要做的配置参考

《审计对象配置手册》 

 

 

3.4 登录系统 

在浏览器中，输入 https://IP:8445，其中 IP为设备的 IP地址，则会进入登录界面，输入账号

和密码，即可登录系统。 

系统内置了以下三个角色与用户，登录后请首先修改密码：  

系统管理员 : 具备系统配置，日志审计操作的权限，对应的内置用户名：sysadmin 密码：

venus.sysadmin 

用户管理员 : 具备用户管理和权限管理操作的权限，对应的内置用户名：useradmin 密码：

venus.useradmin 

审计操作员 : 具备对系统操作进行审计的权限，对应的内置用户名：auditor 密码：

venus.au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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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导入授权 

首次登录会显示授权界面，如下图 

 

选择授权文件导入即可。重启服务 

Syscmd --restart 

3.5 功能介绍 

3.5.1 界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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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本功能模块对来自企业或组织内的所有 IT 设备的状态、事件、告警，

进行可视化的实时概况查看。 

设备主要的状态、告警和事件实时都以图表的方式展示出来，安全管理人员可以实时直观的查

看，提高工作效率。 

默认主页包含五个展示窗口，分别显示最近 30 分钟告警状态、最近 24 小时资产告警排行 

TOP10 、最近 5 分钟事件一览、最近 1 小时事件趋势、 24 小时内最近 10 条告警。 

每个展示窗口的右上角都有窗口操作符，点击“最大化”可以将相应的窗口放大至全屏，点击“最

小化”可以缩小窗口 。 

首页中大部分数据都可以点击获取，以查看详细信息。 

3.5.2 日志采集 

从事件来源的角度，日志审计获取设备日志有以下两种方式： 

1. 被动接收（被动接收由设备发送来的日志） 

2. 主动采集（主动采集设备的日志） 

3.5.3 被动接收 

只有对有日志转发功能的设备才能使用这种方式。可以在设备上配置，将日志转发给日志审计

中心或单独部署的日志采集器上（日志审计系统默认配有日志采集器）。 

对于一般的安全设备，只需将其日志服务器的 IP指向日志审计的审计中心或日志采集器所在的

IP地址即可，端口为 514（可以配置修改），具体的各厂商设备的配置方式见《审计对象配置手

册》 

3.5.4 主动收集 

通过日志代理，或者 文件共享/FTP/JDBC等方式去主动采集设备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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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设备可以使用这种方式由日志审计采集器主动去采集设备或应用的日志。这种方式主要针

对没有日志发送功能的设备，比如 Windows 主机日志。具体配置方式见《审计对象配置手册》 

3.5.5 节点管理 

日志采集器以及 windows日志代理均可通过此功能模块进行管理。 

可以查看采集器状态，新增采集器注册，进行采集参数配置、采集任务配置、查看日志源统计

等。  

日志采集器 

日志采集器是用于实现日志采集，日志审计中心本身会默认安装有一个日志采集器，用来接收

日志。如果需要接受的日志数量太大担心审计中心系统资源消耗太大或者日志审计中心与资源（审

计对象）网络不能直接到达，可以找一台服务器单独部署一台日志采集器（类似与前置机），用来

接收日志，并转发给审计中心。 

Windows 日志代理 

是指安装在主机上，用来采集主机自身日志，或者是安装在主机上的其他应用系统的日志的代

理程序。目前系统只提供 Windows 日志代理。 

3.5.6 日志审计 

安全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本功能模块对来自企业或组织内的所有 IT 设备的事件，进行可视化的

实时分析、监视，也可以对历史事件进行查询、分析和统计，从而快速识别出需要注意的安全事

件。 

所有的事件分析场景，都以策略的方式进行分类展示，安全管理人员可以方便的自定义各种分

析策略，并在各种分析策略之间快速切换，提高分析工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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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模块包含三部分的内容：事件分析、事件查询、历史关联。 

事件分析 

事可以通过配置不同的过滤条件，来监视、查询分析企业或组织内的设备、应用的日志，也可

通过统计图的的方式展示分析企业或者组织内的设备、应用的日志。 

 

在【策略】模块中，系统内置了大量的针对不同设备不同事件的策略，可以根据不同需求选择

相应的事件，配合【过滤条件】模块中的时间条件、类型条件对日志进行分析。 



 

用户使用指南 

25 

 

 

 

 

在【事件图表】中可以根据在【统计设置】中设定的相应参数将事件以图表的形式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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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件列表】中，点击【视图分析】，可对事件进行局部展示分析，勾选事件将按照勾选事

件进行分析。 点击【定位】，可对事件中的 IP 地址进行地图定位分析，勾选事件将按照勾选事件

进行分析。点击【事件响应】，可将可疑事件存入到告警或者观察列表中进行提示分析，必须勾选

事件方可生成相应告警或观察列表。  

事件查询 

可以直接查询系统中存贮的海量日志，或者通过左侧定义不同的策略来查询相应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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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关联 

可以新增历史关联，将指定时间的历史事件与定义的引用规则进行匹配，并产生相应的历史关

联告警。 

 

3.5.7 规则及告警 

安全管理人员可以通过规则功能模块查看内置的系统关联规则，平台会根据关联规则，将符合

条件的事件进行关联，按照关联规则中的定义，生成告警，同时触发相应告警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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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通过自定义不同分类的规则组，在相应的规则组下新增、编辑、删除同类规则。 

 

告警包括关联告警，以及自身告警，在告警功能模块中，会有一个告警统计图表，是对所有告

警的总览。 

告警概览为左侧树，可以选择特定的关联规则对其告警信息进行显示，其中告警分析树支持添

加、删除、编辑子节点，其他树则依据内置的不同策略组对告警情况进行显示。 

用户还可以通过告警通知模块对告警通知方式进行配置，产生告警时所触发相应的动作。创建

完成后，必须引用才会产生告警通知，若不引用告警通知，则不会触发告警通知动作。 

3.5.8 报表 

报表部分，主要包括报表与报告两部分。对设备的日志进行分析、展示，并生成统计报表、趋

势报表、明细报表、以及报告等。 

报表 

系统预定义了一些常用的报表，同时用户可以根据自身业务和管理的需要来自定义报表。报表

目前支持的格式为 PDF/HTML/PNG/DOCX/RTF/XLSX/XLS 。 

报告 

报告是将多个报表合并生成一个报表，同时可以输入报告描述、显示在报告的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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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除不支持移动、复制外，支持针对报表的所有操作，操作方式也类似于报表。 

3.5.9 资产 

对企业或组织中的所有设备资产进行统一管理。可以通过资产的详细视图查看资产最近的相关

事件以及告警信息。 

资产管理 

从安全域维度对资产进行分组得到的拓扑结构。用户可以依据每个安全域具有基本相同的安全

特性，如安全级别、安全威胁、风险等，将资产归入不同的安全域中，实施不同的安全保护，同时

还能够将资产以拓扑图的形式展现出来。 

资产库 

将所有的资产进行分类显示。预备资产库来源于事件信息，从事件信息中提取资产相关信息产

生的资产库列表。当启用资产自动发现后，系统从接收到的外部事件中自动发现资产并添加到“预

备资产库”中 

3.5.10 系统 

系统部分主要是做一些系统的基础配置，这些配置通常会在系统其他模块使用。包括资源、过

滤器、合并规则、邮件、短信、产品授权与升级、系统备份与恢复以及系统自身监控系统资源配置

等。 

3.5.11 参考知识  

参考知识模块是一个小型的知识库，用户可以从这里搜寻安全知识和寻求安全解决方案，其中

包括事件、字典表等相关知识。该模块中还提供的很方便的检索功能，用户可以很方便的根据自己

的需要来检索。 

点击导航栏上的【参考知识】按钮，即进入参考知识管理界面。若导航栏中没有【参考知识】

按钮，用户需要点击导航栏旁边的下拉按钮便可找到参考知识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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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见问题 

4.1 环境相关 

1、系统初始用户名、密码是什么？ 

系统内置了以下三个角色与用户，登录后请首先修改密码：  

系统管理员 : 具备系统配置，日志审计操作的权限，对应的内置用户名：sysadmin 密码：

venus.sysadmin 

用户管理员 : 具备用户管理和权限管理操作的权限，对应的内置用户名：useradmin 密码：

venus.useradmin 

审计操作员 : 具备对系统操作进行审计的权限，对应的内置用户名：auditor 密码：

venus.auditor 

2、系统运行日志如何查看、下载？ 

如果系统可以登录，在“系统配置”-“系统自身监控”-“诊断日志”菜单中可以下载 3类日志，

包括应用日志、数据库日志、应用服务器日志。 

如果系统无法启动，可以登录服务器下载相关日志，路径如下 

名称 文件 

应用运行日志（windows） 安装目录\webserver\logs\日志审计.log 

nutz.log 

数据库运行日志（windows） 安装目录\database\data目录下 WIN-XXXXXXX.err 

应用运行日志（linux） 安装目录/webserver/logs/日志审计.log、nutz.log 

数据库运行日志（linux） /data/cupid/database/data/mysql.log 

Q：系统部署需要开放哪些端口（包括和采集器系统之间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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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序号 源→目的 目的端口 协议 用途 

1 客户端浏览器→管理中心 8888 TCP 向外提供 Web 访问 

2 客户端浏览器→管理中心 8443 TCP 配置 https访问时需要开放 8443端口。 

3 客户端浏览器→管理中心 22 TCP 
提供 SSH 服务供远程访问 （LINUX 版需

要）。 

4 客户端浏览器→管理中心 2100 TCP 
FTP 服务,供向日志审计核心服务器上传升

级包使用 

5 客户端浏览器→采集服务器 8888 TCP 事件采集器向外提供 Web 访问。 

6 客户端浏览器→采集服务器 8445 TCP 事件采集器配置 HTTPS访问。 

7 客户端浏览器→采集服务器 9999 TCP 性能采集器向外提供 Web 访问。 

8 客户端浏览器→采集服务器 9443 TCP 性能采集器配置 HTTPS访问。 

9 被采集设备→管理中心 162 UDP 用于接收 SNMP Trap 告警的端口。 

10 被采集设备→采集服务器 514 UDP 用于传送 syslog 日志。 

11 被采集设备→采集服务器      8890 TCP 
日志审计核心服务器接收 Windows 日志传

感器注册端口 

12 被监控设备→采集服务器 
   

161/8443 
UDP 

SNMP 远程监控端口,用于本机能被网管设

备监控，酌情开放。 

13 被监控设备→管理中心 
     

161/8443 
UDP 

SNMP 远程监控端口,用于本机能被网管设

备监控，酌情开放。 

14 管理中心→被采集设备 8889 TCP 
管理中心查询 Windows 日志代理状态使用

端口。 

15 管理中心→用户端 25 TCP 
服务器向外发送邮件告警或者周期性报表

报告 

16 管理中心→被采集设备 

23 

22 

8999 

445 

TELNET 

SSH1/SSH2 

AGENT 

SMB 

到目标设备采集配置信息时，要用到的端

口；  

17 管理中心→日志采集服务器 8888 TCP 事件采集器向外提供 Web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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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管理中心→日志采集服务器 8443 TCP 事件采集器配置 HTTPS访问。 

19 管理中心→性能采集服务器 9999 TCP 性能采集器向外提供 Web 访问。 

20 管理中心→性能采集服务器 9443 TCP 性能采集器配置 HTTPS访问。 

21 事件采集器→管理中心 8514 TCP/UDP 
管理中心或日志采集器之间转发日志和接

收日志所使用端口。 

22 性能采集器→管理中心 8515 TCP/UDP 性能采集器进行性能数据传输所使用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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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首页 

1、首页的最近 30 分钟告警状态的预警雷达是怎么实现的？ 

预警雷达圆形区域中的点表示告警的 IP地址，采用 IP地址子网地址和主机地址来定位具体位置，

实际按照 IP地址的最后两位来定位，圆周角度和半径值分别表示定位的两个坐标，将雷达圆形区域 X轴

坐标是 0-255，圆形区域的 Y 轴坐标分为 9等份，每一等份的点表示 30个 IP地址，因此从内到外的 9个

点分别表示的数值为 1-30,31-60....240-255，请注意在实际处理的时候需要空出雷达图形的边框区域，

这样任何一个 IP地址就可以被定位到一个点中。例如 10.50.10.1，10对应圆周 X轴，1对应圆形半径 Y

轴，这样一个子网内地址就会显示在一个区域内。整个雷达显示最近 30分钟告警，每 60秒读取最近 30

分钟的告警，由于考虑性能和实际显示限制，限制最多读取 100条，将告警按照设备 IP地址进行定位，

采用告警等级来确定点的颜色，每个点中可能会有多条告警，就采用告警等级最高的颜色表示这个点，

鼠标移动到线点上将会显示此点的 Tooltip，Tooltip中显示告警的告警名称，告警等级，发生时间，设

备 IP地址，有多条告警采用换行显示。告警等级对应的颜色从低到高分别是：绿色，黄色，橙色，粉

红，红色。 

2、系统可以接收到实时事件，但首页 1小时事件趋势各等级的事件数都为 0，且报

表数据查询为空。 

表空间或存储空间已满导致无法生成 cache文件导致，检查存储空间及数据库日志信息。 

4.3 事件 

1、设备日志配置了 syslog 或 trap 发送到日志审计服务器，但在审计系统中查不到

该设备事件，如何排查？ 

首先保证设备日志已发到审计服务器上，通过抓包工具可以验证，window通过 wireshark或 Kiwi；

linux可通过 tcpdump命令如 tcpdump udp port 514 host 192.1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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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什么在采集器中配置了加密转发，但在审计中心中收不到转发的事件？ 

请检查审计中心的采集器配置，看转发参数中是否也选中了加密转发，两者必须配对使用。 

3、为什么在合并规则中定义了合并规则，在审计中心该合并规则没有生效？ 

在合并规则中定义合并规则后，在采集器模块引用该合并规则后才能生效。 

4、日志采集器和审计中心中断后，会缓存事件么？如果缓存，再次连通时，是先发

送缓存事件还是实时事件？ 

日志采集器和审计中心中断后，默认缓存 100万条事件，服务器再次连通后，根据先进先出的原

则，先发送缓存的事件，再发送实时事件。 

5、事件加密转发采用的什么加密方法？ 

3DES。 

6、通过 WMI 采集 Windows 的日志时，采集不到 windows 日志采集怎么办？ 

 windows 2008，先检查服务器上的 Remote Procedure Call (RPC)、Remote Registry、Server是

否已启用，若这三个服务已启用，再检查 WMI采集任务配置时的帐号信息是否正确，最后检查防火墙是

否启用，若防火墙启用就需要把 WMI使用的端口加到允许策略中,还需要关掉 UAC：控制面板-用户帐户-

更改用户帐户设置，改为从不通知，然后重启系统。 

7、若管理中心系统服务或采集器服务安装在 linux 系统中，接收不到事件怎么进行

排查？ 

使用查看 linux上防火墙是否已启用，若防火墙已启可以用 service iptables stop 关闭防火墙或

设置 iptables -A NIPUT -p udp --dport 514 -j ACCEPT，通过 ps –e |grep syslogd 查看 linux自

身 syslog服务是否已启，若该服务启动也会造成日志审计系统接收不到日志，使用 service syslogd 

stop 关闭服务后在重启日志审计系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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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采用 WMI 与日志代理两种方式采集 windows 日志各有哪些优缺点？ 

WMI采集 windows日志 

优点： 

不需要分别对每台主机安装客户端，便于对采集设备进行集中管理。 

缺点： 

一、需要用户给我们提供每台 widows主机的管理员帐号和密码； 

二、WMI默认使用 1024以上动态端口，需要在每台 windows主机上配置固定端口段（这个配置工作

量比较大），才能在防火墙开通这些端口； 

三、需要启动 server、 Remote Registry、Remote Procedure Call（RPC）三种服务，用户的

windows主机都做过安全加固，在做安全加固时把 Remote Registry、Remote Procedure Call

（RPC）服务器禁掉了，若把这些端口打开将打破用户目前安全基线； 

四、需要开启 tcp 135端口，这样给主机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风险； 

五、若过一段时间用户的密码进行修改，在采集任务配置界面也需要修改相应的密码。 

安装客户端采集 widows日志 

优点： 

 不需要打破用户目前的安全基线，便于以后采集范围扩展。 

缺点： 

一、需要在每台 windows主机上安装客户端（安装工作量会很大），若采集器存在缺陷，需要对每

台 windows服务器分别进行升级（，维护工作量也比较大）； 

二、采集 windows日志的服务器存在 windows版本和 windows主机客户端环境不一致（目前服务器

操作系统有 windows server 2003  32 位中文企业版 SP2、windows server 2003 32 位中文标准

版、Windows server 2003 32 位英文企业版 SP2 、Windows 2003 Server SP1 企业版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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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 2003 R2 Enterprise  64、Windows Server 64 位 2008 Enterprise Edition 等多个版

本），这样会造成安装客户端与操作系统版本兼容性不确定性； 

三、若分别在每台主机上安装采集器客户端，若以后这些服务器在长时间运行出现蓝屏或死机等情

况，会存在被用户猜测是我们安装客户端造成的风险。 

9、系统安装在 linux 上采集不到 syslog 日志，但是在该 linux 系统上使用 tcpdump 

udp port 514 能看到事件，是什么原因？ 

这是 linux自身的 syslog服务起 udp 514端口和审计系统接收 syslog日志使用的 udp 514端口冲

突，使用 service syslog stop 停掉 syslog服务，在重启服务能够解决。 

10、系统收不到任何日志但是 wireshark 可以抓取到包，是什么原因？ 

运行 netstat -na｜find "514"  发现端口处于正常监听状态，一定要确认机器本身的防火墙是否

关闭。 

11、系统我有多台设备在发送日志，但有部分设备的日志无法收到，是什么原因？ 

具体接收到日志的设备的个数，可以在日志源统计中查看。 

12、系统如何将事件转发到第三方平台？ 

在本地采集器配置-转发参数中配置，注意转发端口默认是 8514端口，可将全部范式化后的事件转

发出去，如果修改为 514端口，仅转发原始消息。 

13、当在 linux 与 aix 系统配置 syslog 时，相同的配置为什么 aix 收不到日志： 

linux与 aix系统配置 syslog 时存在差异，需要注意 aix不可以*.* @，aix下只能*.info@；linux

均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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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资产 

1、启用资产自动发现，系统收到外部事件，为什么在资产中没有显示发现的资产？ 

在进行资产自动发现时是基于事件的设备地址和设备类型时进行发现的，在接收的外部事件没有进

行范式化或设备类型没有指定时，资产进行自动发现时找不到设备类型，所以资产中没有显示发现的资

产。 

 

4.5 工作台 

1、工作台的主要用途？ 

工作台为用户提供一个使用信息安全运营中心的快捷入口，通过预先配置，综合展现和当前登录用

户有关的日常工作活动，提供一站式管理功能。工作台是用户相关的，把系统各功能模块进行有序的联

系，形成面向用户的、条理清晰的工作桌面。当系统对安全信息的采集和分析工作完成后，工作台担当

起对系统基础信息的灵活、定制化展示功能。 

4.6 规则 

1、规则如何启用和告警？ 

进入规则的上级目录，在规则列表中点击“编辑”，即可配置启用和告警 

 

2、规则动作中配置了声音和提示框告警，为什么有告警却没有声音和提示框？ 

首选看右上角声音和提示框控制是否处于启用状态。另声音和弹框，只会在一个客户端出现。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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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就出现不了。如果是同一个用户，在多个客户端登录了。在系统-在线用户那儿可以看到所有登录

的 ip。让其他 ip都退出，就一个 ip去登录，应该是能听到声音和看到弹框的。 

4.7 用户 

1、用户被锁定后怎么解锁？ 

用户默认的锁定策略是输错 3次密码锁定 5分钟，用户被锁定后使用超级管理员登录系统，在权限

模块找到被锁定的用户点击该用户后面的解锁按钮进行解锁或等待锁定时间后系统自动解锁。用户锁定

的策略可以配置，在系统配置－服务器配置－用户认证配置界面对认证时间锁定和认证次数锁定进行配

置。 

4.8 系统 

1、系统装在 linux 上配置系统时间同步服务器的 IP地址后，报无法连接服务器。 

原因是 linux系统的时钟同步 NTPD服务与日志审计冲突导致，关闭 NTPD服务并重新在日志审计上

配置系统事件同步后问题解决。 

登录 linux系统后执行 

#service ntpd stop //关闭 ntpd服务 

#chkconfig ntpd off  //关闭 ntpd启动配置 

 

2、系统可以接收到实时事件，但首页 1小时事件趋势各等级的事件数都为 0，且报

表数据查询为空。 

表空间或存储空间已满导致无法生成 cache文件导致，检查存储空间及数据库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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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其它 

1、原始消息从网页上复制出来（或者从事件导出的 CSV 文件）发现无法通过解析文

件解析，如何获取到正确的原始消息呢？ 

因为在复制过程中原始消息里存在了空格或者制表符，这时你使用事件导出 CSV 文件用 Excel打开

就会发现事件会被分成两格，并不是呈现一条的状态。首先我们先将事件导出，然后使用文本编辑器打

开这个 csv格式的文件，这时文本中的原始消息就是最正确的格式。 

2、系统运行一段时间以后，系统要求我重新导入 License，为什么？ 

首先，要确认您的 License 是否已经过期；如果没有过期，那么很可能您修改了系统时间，目前我

们不允许往前修改系统时间；此外，系统的时间同步功能，也会导致系统时间的变化，如果您做了时间

同步，那么系统也可能会要求您重新导入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