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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介绍 

随着虚拟化及云计算的发展，企业环境逐步由物理环境转变为物理环境、私有

云、公有云及容器的混合环境，传统内外网的网络边界消失了；特别是在提供多租

户服务的公有云中，不同组织的网络数据在数据中心内部、甚至是在同一台物理主

机上进行交换，传统的安全设备已经无法对其进行检测及防护。云计算环境下需要

基于每个终端节点、并且每个节点具有相同安全防护等级的全新的安全防护模型。 

本系统提供了中央管控的全方位云安全管理平台，集成了实时数据分析、防恶

意软件、进程管控、模块，确保云服务器的数据安全。其中终端防病毒控制中心独

享版版安全防护模式， 在虚拟机外部进行文件及网络的安全检测，极大的提高了系

统的安全防护效率，提升了虚拟化、云计算的投资回报率。  

2.系统需求 

管理中心可安装在物理机或者虚拟机，配置要求如下： 

3.主要功能 

4.1 恶意软件防护 

保护虚拟机免受病毒、间谍软件、木马和其他恶意软件的侵害。支持对系统进

行实时防护，定期对虚拟机进行全盘扫描，手动对虚拟机进行磁盘扫描。手动扫描

支持快速、全盘、及指定目录扫描三种安全检测方式。感染的文件在虚拟机内部隔

离。非虚拟机的用户，无权限读取隔离文件，避免数据泄露问题。优化安全操作的

资源调度，以避免全系统扫描时出现常见的防病毒风暴。恶意代码特征库的自动更

新，防范最新的攻击。  

场景 CPU 内存 硬盘 功能 

200台虚拟机 2 核 4GB 100GB 防恶意软件 

2000台虚拟机 4 核 8GB 200GB 防恶意软件 



 

   

4.2 进程管控 

进程管控模式可以记录进程运行的历史、方便建立基准规则。支持根据进程路径和进

程名制定规则，并预置操作系统信任进程列表。支持白名单和黑名单方式，可针对不同的

用户场景灵活配置管控规则。未被允许的进程将无法使用，彻底阻止勒索软件或其他恶意

软件执行。支持无代理和有代理部署，可支持 Windows和 Liunx操作系统。 

4.6 安全事件的可视化分析 

支持海量安全日志数据的处理。实时对数据中心的网络数据基于应用、虚拟机

用户等多维度进行分析和统计。以虚拟机、操作系统、应用程序、攻击类型、恶意

代码类型、时间等多个维度对文件、网络的海量安全数据进行关联性分析；并辅以

多种图表形式，对数据进行描述，便于用户理解。支持安全事件的数据挖掘，便于

管理人员及时准确的找到攻击源，阻断安全威胁。  

4.快速入门 

4.1 登录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页面登录方式为 https://X.X.X.X:8443（X.X.X.X为管理中心配置的

IP），其默认用户名密码为 admin/sysadmin，管理员登录到系统后可进入 管理->

 用户管理 页面添加或删除用户。 

 

4.2 产品激活 

初次进入管理中心时必须对产品进行激活才可以正常使用。 

https://x.x.x.x:8443/


 

   

1)登录管理中心，进入管理 ->系统设置->使用许可 页面 

2)在页面中点击 更新许可文件 ，会打开如下图所示的 使用许可 ->更新许可文件 对话

框，选择正确的许可文件，点击 确定，即可激活。 

 

4.3 添加、部署主机 

 防护系统支持各类主流的虚拟化平台、非虚拟化平台和容器，具体的安装部署步骤可

参见对应平台的安装部署手册。 

5.实时监控 

实时监控页面能够以图表的形式从不同的时间和分组两个维度展现虚拟机的网络流

量、应用程序控制、文件安全、进程管控、防火墙、入侵防御相关的信息。 

注: 这里的虚拟机是指所有在管理中心注册成功的主机中的虚拟机。 

用户可以通过分组下拉菜单来对历史数据进行过滤。选择某个分组，则只展现

该分组下的恶意软件防护、进程管控、防火墙、入侵防御的历史数据。 

用户可以通过时间范围下拉菜单来指定显示图表的时间范围，包括今天、最近 

1 小时、最近 12 小时、最近 24 小时、最近 7 天。实时监控页面的数据每 60秒

刷新一次。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图表中的每个数据单元（点或柱），从而跳转到相应的日志分析页面。在

日志分析页面会自动根据设置的时间范围，选取的时间点以及虚拟机、应用程序等过滤条

件来筛选显示出相应的数据。  



 

   

实时监控分为三个标签页，第一页为安全状态，第二页为系统状态，第三页为

安全态势。 在前两个标签页，用户可以拖动，关闭或者新建小组件来组织实时监控

页面的布局。通过一个单独页面来展现系统中文件和网络安全的情况。 

6.1 时间范围 

管理员可以通过时间范围下拉菜单进行数据筛选，包括今天、最近 1 小时、最近 12 

小时、最近 24 小时、最近 7 天，则下方的所有图表只会显示指定时间范围内的数据。 

                    

今天：以小时为单位，显示从今天 00:00至当前时间前一个整小时的数据。例如当

前时间为 14:12分，则显示从 00:00至 13:00的数据，因为 14点数据要到 15点时

才能统计完成。 

最近 1小时：以分钟为单位，显示最近 1小时的相关数据。图表中的数据显示会比

当前时间晚 5分钟。例如，当前时间为 14:25，则图表中会显示 14:20往前一个小时

的数据。 

最近 12 小时：以小时为单位，显示最近 12小时的相关数据，图表中的数据显示会

比当前时间晚 1个小时。例如，当前时间为 14:25，则图表中会显示 13:00往前 12

个小时的数据。 

最近 24 小时：以小时为单位，显示最近 24小时的相关数据，图表中的数据显示会

比当前时间晚 1个小时。例如，当前时间为 14:25，则图表中会显示 13:00往前 24

个小时的数据。 

最近 7天：以小时为单位，显示最近 7天的相关数据，图表中的数据显示会比当前

时间晚 1个小时。例如，当前日期时间为 2016-1-21 14:25，则图表中会显示从

2016-1-15 00:00至 2016-1-21 13:00的数据 



 

   

6.2 分组 

管理员可以通过分组来过滤数据，选择某个分组后，则下方的所有图表中只会显示该

分组中的历史数据。 

 

6.3 安全状态 

6.3.1  安全状态概要 

安全状态概要为实时监控菜单下，安全状态页的 5个横条卡片。简要的描述了

在所选时间范围和分组内，恶意软件， 应用程序控制，防火墙，入侵防御、进程管

控事件发生的次数。（备注：本项目只上恶意软件防护功能模块） 

 

由于页面限制，只能显示 4项，若要查看进程管控事件发生的次数，可以点击

某个卡片上的关闭图标，再点击空白卡片中的+号图标，在弹出的列表中选择进程管

控即可 

 

 



 

   

 

 

 

6.3.2  安全威胁地图 

通过世界地地图的形式展现从各个位置来的安全威胁。其中绿色方形为应用程

序控制，黄色圆形为防火墙，红色三角形为入侵防御。通过点击左下侧的图标可隐

藏或显示某种特定威胁。 

 

鼠标点击地球上的某个国家或者地区，会跳转到 分析-应用防火墙页面，方便

管理员了解系统遭受的威胁情况。 



 

   

 

6.3.3  文件安全事件历史 

以曲线图的形式展现，指定时间范围和分组内所有虚拟机中发生的文件安全事

件数量。  

下图显示的是最近 12小时内，虚拟机感染恶意软件的次数 

鼠标悬停在曲线上，可以查看具体的数值。用鼠标点击曲线上某个点，能自动跳转至 

 分析-文件安全页面 

6.3.4  文件安全事件分析 

以柱状图的形式展现，文件安全事件发生数量排名前五的虚拟机。  



 

   

下图显示的是最近 12小时内文件感染次数排名前 5的虚拟机及其感染的次数。若想

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则可以点击柱状图，进入 分析-文件安全页面查看。 

 

6.3.14 文件安全事件分组分析 

以柱状图的形式展现 

文件安全事件发生数量排名前五的分组。 

鼠标悬停至柱状图上，能显示具体的数值，如果想要了解详细信息，可以鼠标点击柱状

图，跳转至 分析-文件安全页面 



 

   

6.3.20 安全雷达 

以雷达图的形式展现系统中恶意软件、应用程序控制、防火墙、入侵防御、进

程管控事件发生的数目。 

 

实时监控页面与分组相关的图表，默认没有显示在页面上，需要用户直接点击

“添加小组件”下拉列表来添加 

 



 

   

6.4 系统状态 

6.4.1 网络流量地图 

通过世界地图的形式展现各个位置的流量和新增连接数量。其中点的大小表示

流量的大小，点的颜色深浅代表新增连接数的多少，点越大代表流量越大，点的颜

色越深代表新增连接数越多。 

 

鼠标点击地球上的某个国家或者地区，会跳转到 分析-流量统计页面，方便管理员了

解更加详细的流量信息。 

 



 

   

6.4.2 网络流量历史 

通过曲线图展现指定时间范围和分组内所有虚拟机的入站流量、出站流量和总

流量。 

如下图所示，显示的是今天内虚拟机产生的流量。 

 

管理员只想查看入站流量/出站流量/总流量，可以用鼠标点击‘入站流量’/

‘出站流量’/‘总流量’字样，将其置灰。 

如下图所示，只想查看出站流量，则分别点击‘入站流量’和‘总流量’字

样，文字会置灰，其对应的数据曲线也会隐藏 

 

鼠标移悬停至图中某个数据点，可以查看具体的流量信息，如下图所示，11:00分

时，虚拟机产生的总流量为 288.7MB 



 

   

 

鼠标点击图中的数据点，会跳转到 分析-流量统计页面，方便管理员了解更加

详细的流量信息。下面三幅图表分别为 OpenStack主机单租户模式（或思杰 Xen主

机模式），OpenStack 多租户模式普通租户视图 ，OpenStack多租户模式系统管理员

视图的流量统计页面。 

 

主机单租户或其他主机 



 

   

 

主机多租户模式系统管理员视图 

 

 

主机多租户模式普通租户视图 

6.4.3 应用程序流量分析 

以柱状图的形式展现流量统计排名前五的应用程序。  



 

   

 

如果想了解更新详细的流量信息，可以用鼠标点击图中的柱状，系统会跳转到如下图

所示的 分析-网络流量统计页面 

6.4.4 虚拟机/终端流量分析 

以柱状图的形式展现流量统计排名前五的虚拟机。 若想查看更多的排名，则可

以点击柱状图，进入 分析-网络流量统计页面查看 

 

6.5 安全态势感知 

在“实时监控”页面点击菜单 “实时监控”->“安全态势”，能够打开如下图所示的

“安全态势感知”图。安全态势感知就是利用数据融合、数据挖掘、智能分析和可视化等



 

   

技术，直观显示网络环境的实时安全状况。管理员通过此图可以及时、全方位的了解网络

的状态、受攻击情况和用户行为。 

 

 

 

 

6.警报 

7.1 警报中心 

警报中心显示系统产生的所有警报。每条警报信息包括产生警报的时间，警报

名，警报对象以及警报描述。管理员根据警报的提示解决相应问题后，可以回到警

报中心解除对应的警报。 

 



 

   

7.2 警报规则 

系统预定义了警报规则，当满足警报的条件，系统将产生相应的警报。警报方

式有两种：一种是警报中心，管理员可以在这里了解警报的详细信息；第二种是邮

件警报，管理需提前配置 SMTP设置，当警报发生时，系统会向设置的邮箱账户发送

警报邮件。 

在警报规则页面点击“SMTP设置”可以跳转至 管理>系统设置>通用设置页面配

置 SMTP相关的参数。 

在规则列表去掉规则前面的勾选并保存，可以停止启用该警报规则。 

警报规则 描述及触发条件 警报对象 

恶意软件警报 该虚拟机/终端在一小时内检测到三个以上的恶意软件 虚拟机/终

端 

入侵防御警报 该虚拟机/终端在一小时内检测到十次以上的入侵尝试 虚拟机/终

端 

DDoS警报 该虚拟机/终端在十分钟内检测到 DDoS攻击 虚拟机/终

端 

管理中心 CPU使用

率过高 

管理中心的 CPU使用率持续半小时超过 60% 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硬盘空间

不足 

管理中心的可用硬盘空间不足 15% 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内存使用

量过高 

管理中心的可用物理内存不到 1GB 管理中心 

用户连续登录失败 该用户在二十四小时内连续三次登录失败 用户 

产品授权即将过期 产品授权将在三十天内过期，请尽快更新授权文件 管理中心 

同步主机失败 连续多次同步主机信息时发生错误 主机 

集群节点异常 该节点服务器可能未正常运行 管理中心 



 

   

主机与管理中心时

间不同步 
主机与管理中心时间误差超过阈值 主机 

集群节点时间同步

异常 
该节点时间异常抖动或者网络连接不正常 管理中心 

 

用户可以自定义，哪些警报规则需要发送警报邮件通知管理员。没有配置 SMTP参数情

况下，“发送警报邮件“栏不可编辑。 

 

配置了 SMTP相关参数后，”发送警报邮件“栏才是可编辑状态 

 

 



 

   

7.资产管理 

8.1 主机 

8.1.1 新增主机 

在主机页面单击“新增”按钮，会打开“新增主机池”对话框。在对话框中选

择主机类型，然后填入主机地址，备用地址，以及用户名和密码后，点击“确定”

即可新增主机。 

其中类型、地址、用户名、密码是必填项，备用地址为可选项。新增完成后，

主机列表中会显示新增主机的主机类型、主机 IP、所属的主机池名称、系统信息、

文件和网络的特征库版本信息以及当前的连接状态。 

 

8.1.2 安装安全组件 

1) 新增未安装安全组件主机 

安装主机安全组件之前，需要添加 XenServer主机，可参考《安装部署手册

（XenServer）》，新添加的主机，状态显示为“未安装安全组件”。 

 

 

2) 选择主机安装 

选择状态为“未安装安全组件”和“安装失败”的主机，点击安装安全组件按钮。可

同时选择多台主机，确保同时选择的主机拥有相同的 SSH用户名密码，否则请分批选择安

装。 

3) 输入 SSH用户名密码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正确的 root用户名密码。注意：管理中心不保存用户输入

的用户名密码。 



 

   

 

4）安装过程：安装过程中，主机状态显示为“正在安装”和“等待安装”。安装速度由网

络，安装数量而定，正常情况下，平均一至二分钟安装完成一台主机。 

5）安装结果：安装成功后，主机状态显示为“安装成功”，管理中心完成注册连接后显示

“已连接”。安装失败后，主机显示为“安装失败”，可点开查看详细失败原因。 

 

安装成功 

 

安装失败 



 

   

6）重启 

除以下列表外，其他支持版本即时生效，无需重启。 

 

8.1.3 系统更新 

系统更新功能可以同时更新管理中心和主机。系统更新功能包括 上传更新、更

新全部主机、更新指定主机、撤销上次更新。 

上传更新 

1) 管理员从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的更新包；  

2) 进入管理中心资产管理->主机页面，点击“系统更新 > 上传更新包”； 

3) 在打开的“上传更新”对话框中点击 “选择更新包”按钮，选择了本地更新包后，

系统会自动开始上传。 

 

发行版本 系统资源 内核版本 云计算平台 

CentOS 7.2 所有情况 
3.10.0-

327.18.2.el7.x86_64 
OpenStack(Mitaka) 

CentOS 7.2 所有情况 

3.10.0-

327.18.2.vmsec.x86_6

4 

OpenStack(Mitaka) 



 

   

注：如果更新包中包含管理中心的更新文件、则上传更新包后会自动开始更新管理

中心。更新完成后管理中心会重启。用户必须重新登录后才能进行更新主机的操

作。 

更新全部主机 

在主机页面，点击“系统更新 > 更新全部主机”，系统会将更新包更新到所有主

机。 

更新过程中，主机的系统信息会显示‘正在升级’的字样；更新完成后主机的系统

信息也会相应的更新。 

 

更新指定主机 

在主机页面选中要更新的主机，然后点击“系统更新 > 更新指定主机”。 

更新过程中，主机的系统信息会显示‘正在升级’的字样；更新完成后主机的系统信息也

会相应的更新。 

 

撤销上次更新 

在主机页面，选择需要撤销更新的主机，点击“系统更新 > 撤销上次更新”，可以将主机

的配置回滚至最近一次更新之前，主机的系统信息也会改为最近一次更新前的版本信息。 

8.1.4 删除主机 

如下图所示，点击 ‘删除’按钮，即可删除主机。 



 

   

 

8.1.5 移动主机 

非虚拟化平台的主机才能在不同的主机池间移动（仅有代理主机可以移动）。在

资产管理->主机 页面，选择要移动的主机，点击“移动”按钮，在打开的“移动主

机”对话框中的主机池列表中选择要移至的主机池，点击确定即可。 

 

 

8.1.6 搜索主机 

可以根据主机名或 IP地址进行搜索，支持模糊匹配、区分大小写。如下图所示 

 

8.2 虚拟机/终端 

8.2.1 分组管理 

将被管理的计算机进行分组，方便后期管理。可以针对分组定义匹配规则，也可以指

定分组来查看实时监控，日志分析，生成报表等。 



 

   

在多租模式的“所有项目”视图下，不显示分组信息。如果在多租模式进行分组管理，请

先切换到对应的项目视图。 

默认分组：系统默认创建，虚拟机如果没有匹配上分组规则或没有被指定分组，则全部属

于默认分组。 

 新增 

1) 点击 分组管理->新增 

2) 在打开的“新增分组”对话框中输入分组名称，点击确定，左侧的分组列

表中就能显示刚才创建的分组。 

 

 修改 

1) 在左侧分组列表选择要修改名称的分组 

2) 点击 分组管理->修改 

3) 在打开的“修改分组”对话框中输入分组名称，点击确定即可 

 

 删除 

1) 在左侧分组列表选择要删除的分组 

2) 点击 分组管理->删除 



 

   

3) 在打开的“删除确认”对话框中点击确定即可 

 指定分组 

1) 选择要指定分组的虚拟机/终端 

2) 点击 分组管理->指定分组 

3) 在打开的“指定分组”对话框的分组列表中选择某个分组，点击确定即可 

 

虚拟机的分组栏中有小手图标，表示是手动指定的分组 

 

 取消指定 

1) 选择要取消指定分组的虚拟机/终端 

2) 点击 分组管理-> 取消指定 

 分组规则 

 新增 

1) 在虚拟机/终端页面，点击 分组管理->分组规则 

2) 在分组规则页面，点击 规则管理->新增 

3) 在打开的“分组规则”对话框中输入分组规则的名称、描述、选择分组、配置匹配条

件，点击确定即可 



 

   

 

 

分组规则的匹配条件至少要包括下面的一项： 

主机池： 虚拟机所在主机池的名称，可以配置多个，多个主机池名称之间用英文的

逗号‘，‘分隔。此条件为单租户模式下使用。 

项目：虚拟机所在租户的名称，可以配置多个，多个项目名称之间用英文的逗号‘，

‘分隔。为多租户模式系统管理员视图下使用。多租户模式普通租户视图无法使用项目作

为筛选条件。 

主机：虚拟机所在主机的名称，可以配置多个，多个主机名称之间用英文的逗号‘，

‘分隔。 

虚拟机/终端：虚拟机/终端名称，即资产管理-虚拟机/终端页面 虚拟机列表中显示

的虚拟机名，可以配置多个，多个虚拟机名称之间用英文的逗号‘，‘分隔。 

虚拟机/终端操作系统：操作系统目前支持 Windows 和 Linux，由用户创建虚拟机指

定。  

安全组：openstack 虚拟机或 VMware NSX 环境中虚拟机所属的安全组 

通过点击 来添加匹配条件，点击 来删除匹配条件。最多可添加 6个匹配条

件，且不能是同类型的匹配条件。 

多个匹配条件之间是‘与‘的关系，即要满足所有匹配条件，才算匹配成功。 

同一个匹配条件之间的多个值是‘或‘的关系，只要匹配上其中某个值，即算匹配成

功。 

 

 



 

   

 删除 

1) 选择要删除的分组规则 

2) 点击 规则管理->删除 

3) 在打开的“删除确认”对话框中点击确定即可 

 调整优先级 

分组规则按从上至下的顺序进行匹配，调整分组规则优先级可以改分组规则的匹配结

果。 

1) 选择要调整优先级的分组规则 

2) 点击 调整优先级-置顶/上移/下移/置底 

 返回虚拟机/终端列表 

在分组规则页面，点击 “返回虚拟机/终端列表”按钮即可返回虚拟机/终端页面 

主机添加成功后，虚拟机页面会显示主机中所有虚拟机信息。包括虚拟机名称、虚拟机状

态、虚拟机操作系统、安全配置、所属主机池或项目、所属主机、实时防护状态和安全检

测状态。 

 

 

 

主机添加成功后，虚拟机页面会显示主机中所有虚拟机信息。包括虚拟机名

称、虚拟机状态、虚拟机操作系统、安全配置、所属主机池或项目、所属主机、实

时防护状态和安全检测状态。 



 

   

 

 

以下是虚拟机列表中虚拟机状态和和实时防护状态说明： 

虚拟机状态 

 虚拟机正在运行 

 虚拟机被挂起 

 虚拟机被停止 

实时防护状

态 

 实时防护开启 

 实时防护关闭 

 虚拟机/终端未运行 

 安全防护功能未开通 

 VMware 安全虚拟机 

 管理中心 

 

此图标表示 3种状态 

1.如果对应的虚拟机是 VMware 虚拟化平台

中的 Linux虚拟机，则此图标表示“虚拟机



 

   

 

虚拟机处于挂起或停止状态时，管理中心是无法获取其实时防护状态的，所以会显

示为空 

 

8.2.2 安全策略 

1) 默认安全配置 

系统中有两种默认安全配置，即 Linux安全配置、Windows安全配置。系统会根

据虚拟机的操作系统为其自动分配对应的安全配置。 

/ 终 端 未 安 装 NSX File 

Introspection/vShield 驱动程序或代理安

全组件，请点击并根据提示进行安装” 

2.如果对应的虚拟机是 VMware 虚拟化平台

中的 Windows 虚拟机，则此图标表示

“NSX/vShield Manager 和 ESXi 主机时间

不同步或虚拟机/终端可能没有安装 NSX 

File Introspection/vShield驱动程序” 

3.如果对应的虚拟机是非 VMware 虚拟化平

台中的虚拟机，则表示”虚拟机没有安装消

息中心，请点击下载“消息中心”并为虚拟

机安装” 



 

   

 

2) 指定安全配置 

在虚拟机页面，管理员也可以手动为虚拟机指定安全配置。手动指定的安全配置

会优先于自动匹配安全配置。 

a) 在虚拟机列表选中一个或者多个虚拟机  

b) 点击“安全策略 > 指定安全配置”，在弹出页面选择安全配置，然后确

认。 

c) 这些虚拟机将使用指定的安全配置，虚拟机列表的“安全配置”前有一个

小图标 表示其由手动指定。如下图所示 

 

3) 取消指定 

手动指定安全配置后，也可以取消指定。  

a) 在虚拟机列表选中一个或者多个虚拟机  

b) 点击“安全策略 >取消指定”即可恢复到默认的安全配置 

 

4) 激活安全功能 

a) 在虚机列表中选中一个或多个虚拟机 



 

   

b) 点击“安全策略 > 激活安全功能”，在弹出页面选择要激活的安全功

能，保存。 

 注意：只有被勾选的安全功能才会激活，没有被勾选的安全功能不会被激活。 

 

 

c) 被激活的安全功能在虚机右边的安全功能列表中会显示绿色圆点 ，

未被激活的安全功能会显示灰色不可用状态 ，若许可证不支持该安

全功能，则显示为红色禁止使用状态 。 

 

5) 恢复默认安全功能 

a)  在虚机列表中选中一个或多个虚拟机 



 

   

b)  点击“安全策略 > 恢复默认安全功能”，虚拟机的安全功能会恢复到

初始状 

 态。 

注 : 在多租户模式下，只有在系统管理视图中才能激活安全功能。 

8.2.3 安全检测 

在虚拟机页面还能够对虚拟机进行扫描，包括快速扫描和全盘扫描和指定目录扫描 

1) 快速扫描 

a) 在虚拟机列表选中一个或者多个虚拟机。 

b) 点击“安全检测>快速扫描”，系统会开始对指定的虚拟机进行快速扫描，安全

检测状态栏中会显示扫描进度。快速扫描的范围主要是 C盘中的目录，包括：

Program Files、Program Files(x86)、Windows、User（或用户）、Document 

and Settings。 

 

c) 扫描完成后，会显示扫描结果 

 

2) 全盘扫描 

a) 在虚拟机列表中选择虚拟机 

b) 点击“安全检测>全盘扫描”，系统会开始对指定的虚拟机进行全盘扫描，实时

检测状态栏中会显示扫描进度。全盘扫描的范围是虚拟机中的所有文件。 

如果想要停止扫描，则点击“安全检测>停止扫描”即可。 

如果扫描过程发现病毒，则病毒文件会在虚拟机内部进行隔离。 

3) 扫描指定目录 

a) 在虚拟机列表中选择虚拟机 

b) 点击“安全检测>扫描指定目录”，在弹出窗口中填写需要扫描的目录  



 

   

 

c) 系统会开始对选中虚拟机的指定目录进行扫描，实时检测状态栏中会显示

扫描进度。 

如果想要停止扫描，则点击“安全检测>停止扫描”即可。 

8.2.4 排序/过滤/搜索 

1) 虚拟机列表排序 

 点击虚拟机列表头中右侧的 ，可以按照虚拟机/终端 名、操作系统、安全

配置、主机池/项目、主机对虚拟机列表进行排序，方便管理员查看。 

 

2) 虚拟机过滤 

虚拟机/终端页面可以根据实时防护状态来对虚拟机进行过滤，方便用户查

看。 



 

   

 

3) 搜索虚拟机 

管理员可以按照虚拟机名、操作系统、安全配置和主机对虚拟机进行搜索。支

持模糊匹配、不区分大小写。 

 

8.安全策略 

9.1 安全配置 

9.1.1 默认安全配置 

安全配置是防护系统针对每台虚拟机的所有安全设置的集合，包括防恶意软件

设置，应用程序控制， 防火墙设置，入侵防御设置、进程管控和 DDos。 定义好安

全配置后， 可以将它应用到多台虚拟机。可以定义规则自动匹配，也可以手动为虚

拟机指定安全配置。  

系统默认安全配置：系统中有两种默认安全配置，即 Linux安全配置和 Windows安

全配置。当主机添加成功后，管理中心会根据主机中虚拟机的操作系统，为其自动

匹配默认的安全配置。 



 

   

 

1）指定安全配置 

在虚拟机页面，管理员也可以手动为虚拟机指定安全配置。手动指定的安全配置会优

先于自动匹配安全配置。  

d) 在虚拟机列表选中一个或者多个虚拟机  

e) 点击“安全策略 > 指定安全配置”，在弹出页面选择安全配置，然后确认。 

f) 这些虚拟机将使用指定的安全配置，虚拟机列表的“安全配置”前有一个小图标

表示其由手动指定。如下图所示 

 

2）取消指定 

手动指定安全配置后，也可以取消指定。  

c) 在虚拟机列表选中一个或者多个虚拟机  

d) 点击“安全策略 >取消指定”即可恢复到默认的安全配置 

9.1.2 编辑安全配置 

编辑安全配置页面包括 7个选项卡，分别在每个选项卡内进行相应的设置。  

 通用设置  

名字： 规则名称，支持中文名，是必选项。  



 

   

描述： 可选项。  

 防恶意软件  

a) 实时防护： 如果打开实时防护 ，应用该安全配置的虚拟机将受到实时

的防恶意软件防护，虚拟机列表中的实时防护状态会变为  

如果关闭实时防护 ，应用该安全配置的虚拟机不会受到实时的防恶意软

件防护，虚拟机列表中的实时防护状态会变为 ，默认是打开状态。 

b) 恶意软件处理：如果在虚拟机中检测到病毒，系统提供了以下 4种方式对病毒进行处

理 

隔离：将恶意软件移到隔离区，VMware平台需要手动从安全虚拟机恢复隔离文件 

删除：将恶意软件永久删除 

修复：尝试修复恶意软件并隔离，VMware平台暂不支持修复 

监控：只记录日志，不对恶意软件采取动作 

 

 

c) 定期扫描：可以选择定期对虚拟机进行全盘扫描。时间可以是每天，每周或者每月的

具体某个时间点，默认是关闭状态。 

 

注：只有虚拟机为开启状态才会进行定期扫描。 

例如，配置定期扫描时间为每天 15:00，则如果有虚拟机在 15:00到 16：00这段时间内从

挂起或关闭状态变成开启状态，虚拟机起来后也会进行定期扫描。 



 

   

d) 文件白名单： 将文件夹或者文件路径加入白名单，安全模块将不对这些文件进行扫描

和检测。匹配时采用模糊算法，如果要扫描的文件全路径中包含有白名单中的任何一项，

则被算作匹配。 编辑框中每行填入一个白名单路径。 

例如：”C:\Program Files\”将匹配文件夹及其下面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e) 文件名后缀白名单： 如果文件名的后缀匹配这个白名单中任何一项，将跳过扫描和检

测。 可以配置多个文件后缀，每个文件后缀之间用换行符进行分隔。 

f) 仅扫描指定目录设置：如果选中“仅扫描下列目录”复选框，可以把扫描目录限制到

指定的目录范围。同时可以把指定目录范围应用到手动全盘扫描，实时扫描和定期扫描中

的一项或者多项。 

g) 仅扫描包含指定后缀名的文件：如果选中“仅扫描包含下列后缀名的文件”复选框，

可以限定只扫描特定文件类型。同时可以把指定文件类型应用到手动全盘扫描，实时扫描

和定期扫描中的一项或者多项。 

 进程管控 

实时管控：打开实时管控，进程管控功能才会生效，默认为关闭状态 

只有当实时管控为打开状态，以下配置项才能生效 

 

 

本列表中进程启动时采取动作：系统可以对客户端中的进程采取允许、阻止和监控 3种动

作，并记录日志（操作为允许以及对例外进程的操作不记录日志） 

 

添加信任进程：管理中心将 windows和 linux操作系统的系统进程定义为了信任进程，点

击 Windows信任进程或 Linux信任进程，即可以将相应的系统进程自动添加至进程路径列

表中 

 

进程路径：系统可以对输入的进程路径或目录路径 执行允许/阻止/监控的操作 

例外进程路径 : 例外进程路径的操作与其他进程一致 

进程名：系统可以对输入的进程名执行允许/阻止/监控操作 



 

   

其他进程：不在上述 3个进程列表中的进程为其他进程，其他进程在启动时采取的动作为

允许/阻止/监控 

 

 防火墙  

防火墙开关：打开防火墙开关，该功能才会生效。默认安全配置中该开关为打开状态，用

户自定义的安全配置中开关默认关闭，需要用户自行开启。 

 

在防火墙选项页，可以查看现有防火墙规则的列表， 也可以添加、复制和删除规则。系统

会按照防火墙规则的优先级从高到低依次匹配，所以用户可以调整规则的优先级来达到期

望的目的 

 

 动作 

防火墙对网络流量的默认动作是放行，用户可以添加规则对某些流量进行允许，阻止或者

强制允许。 

允许：允许与默认放行的后台处理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在一些比较复杂的网络环境中，一

般会将允许与阻止配合使用。例如某些虚拟机要阻止除 80端口外的所有出站流量，就可

以先配置一条允许 80端口的 TCP流量，再配置一条阻止所有端口的 TCP流量，来达到目

的。 

阻止：阻止指定流量的会话。 

强制允许：是指系统不对该网络会话作任何处理。即使它匹配其他网络模块的阻止规则，

也不会阻止该会话。  

 方向 

入站：指网络会话的目标地址是虚拟机 IP。 

出站：指网络会话的源地址是虚拟机 IP。 



 

   

 协议 

支持 TCP、UDP和 ICMP 协议。 

 本地/远程信息 

防火墙的本地信息或者远程信息除支持“所有地址”，还支持单个地址，地址范围和带掩

码的地址, 多个地址用逗号“,”分隔。其中地址范围用中划线“-”分隔，掩码和地址之

间用“/”分隔。 

例如：192.168.1.1, 192.168.1.2-192.168.1.254, 192.168.2.1/24 

 本地/远程端口 

防火墙本地信息和远程信息中的端口除支持“所有端口”，还支持单个端口和端口范围，

多个端口之间用逗号“,”分隔。其中端口范围用中划线“-”分隔。 

例如 :80，8443-8445  

 应用程序控制  

应用程序控制开关：打开应用程序控制开关，该功能才会生效。默认安全配置中该开关为

打开状态，用户自定义的安全配置中开关默认关闭，需要用户自行开启 

 

从所有支持的应用程序中选取某些进行控制，控制方式有：阻止和强制允许。 

强制允许是指防护系统不对该应用程序的网络通信作任何处理。即使该应用程序的数据包

匹配了入侵防御的阻止规则，入侵防御模块也不会去阻止。后续的数据包也不会做任何扫

描。 

在‘应用程序控制’标签页左侧的树型结构框中，可以通过勾选应用程序类型名称前的复

选框来选择某一类或几类的应用程序、也可以选择某个或某些具体的应用程序。 

点击 ，可以展开该类应用程序下包含的具体应用程序 



 

   

 

点击 ，可以收起该类应用程序的树型结构 

在树型结构框中选择应用程序，点击“阻止”按钮，该应用程序就会被添加至右侧的‘要

阻止的应用程序’框中 



 

   

 

在树型结构框中选择应用程序，点击“强制允许”按钮，该应用程序就会被添加至

右侧的‘要强制允许的应用程序’框中 

 

 

在‘要阻止的应用程序’或‘要强制允许的应用程序’框中选择不再需要阻止或强制允许

的应用程序， 点击“撤销”按钮，应用程序就会移回左侧的树型结构框中。 

因为系统支持的应用程序多达上千种， 为了提高效率，在配置规则时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

应用程序的关键字进行搜索，支持模糊搜索。 



 

   

 

 

 入侵防御  

集成了高性能深度包检查体系结构和动态更新的特征数据库以提供完善的网络防护，从而

抵御应用程序漏洞、蠕虫病毒和恶意网络通信的攻击。 

管理员可以在入侵防御页面手动开启或关闭入侵防御功能。如果开启了入侵防御功能，则

当应用该安全配置的虚拟机遭到入侵时，系统会启动防御机制；如果关闭了入侵防御功

能，当应用该安全配置的虚拟机遭到入侵时，系统不会对其进行保护。 

 

系统默认根据“适用操作系统”来显示对应的入侵防御规则；例如，适用操作系统为”

windows”时，入侵防御规则页面会显示 windows 下的入侵防御规则。 

在入侵防御页面可以根据安全等级选取所有的入侵防御规则 

 

安全等级为“严格”时，显示严重性为“严重”、“普通”、“轻微”的入侵防御规则 

安全等级为“高”时 ，显示严重性为“严重”、“普通”的入侵防御规则 

安全等级为“中等”时，仅显示严重性为“严重”的入侵防御规则  



 

   

用户可以手动去掉某些规则。 直接去勾选入侵防御规则前的复选框即可。在“严格”和

“高”安全等级时，如果想添加安全等级为“中”的规则，可以选中“显示所有规则”复

选框来显示所有规则。 

点击列表中的规则名称，可以打开“入侵防御规则信息”对话框，查看详细的信息。 

 

 点击最后一列中的“参考资料“，能够打开 CVE漏洞信息库 

 

可以根据 入侵防御规则的编号/规则名/严重性/操作系统/参考资料对入侵防御规则列表

进行排序，方便管理员查看 

 

可以根据 入侵防御规则的编号/规则名/严重性/操作系统/参考资料进行搜索，支持

模糊搜索。 



 

   

 

 

 DDos防护 

防护常见的 DoS 攻击，例如 TCP Syn Flood、ICMP Flood、UDP Flood 等攻击形式。 

DDos防护页面可以开启或关闭防 DDos攻击，默认为关闭状态。 

有 4种数据清洗的阈值可以设置，分别为低、中、高和自定义设置。除自定义设置之外，

每一种阈值中的每秒请求流量大小、每秒报文数量、每秒请求数量都设有对应默认值。 

 



 

   

注：配置完相应的安全配置后，要记得点击页面下方的“保存“按钮。 

9.1.3 搜索安全配置 

可以根据安全配置的名称/描述/保护的机器来搜索安全配置，支持模糊搜索 

 

9.1.4 复制、删除安全配置 

在安全配置列表中选择需要复制或删除的安全配置，点击复制/删除按钮即可。 

注：  

OpenStack多租户模式普通租户视图下，只能看到本租户下默认的和创建的安全配置，各

租户间安全配置相互独立，互不影响。 

 

OpenStack 多租户模式下系统管理员视图系统管理员视图下，无法看到安全配置和匹配规

则。 

 9.2 匹配规则  

匹配规则可根据虚拟机及其所在主机和主机池的特征，自动为虚拟机指定安全

配置。  



 

   

通过安全策略下的匹配规则页面，用户可以：  

 查看现有匹配规则的列表，包括规则的匹配条件  

 添加、复制和删除匹配规则  

 调整匹配规则的优先级  

 搜索匹配规则 

9.2.1 编辑匹配规则  

在匹配规则页面单击“新增”或选择要更改的规则，能够打开“匹配规则“对话

框。  

 

匹配规则编辑过程：  

 指定规则名称和规则的简短描述。  

 指定要应用的安全配置。  

 设定匹配条件，匹配条件至少包括下面的一个条件： 

主机池： 虚拟机所在主机池的名称，可以配置多个，多个主机池名称之间用英文的逗号

‘，‘分隔。此条件为单租户模式下使用。 



 

   

项目：虚拟机所在租户的名称，可以配置多个，多个项目名称之间用英文的逗号‘，‘分

隔。为多租户模式系统管理员视图下使用。多租户模式普通租户视图无法使用项目作为筛

选条件。 

主机：虚拟机所在主机的名称，可以配置多个，多个主机名称之间用英文的逗号‘，‘分

隔。 

虚拟机/终端：虚拟机/终端名称，即资产管理-虚拟机/终端页面 虚拟机列表中显示的虚

拟机名，可以配置多个，多个虚拟机名称之间用英文的逗号‘，‘分隔。 

虚拟机/终端操作系统：操作系统目前支持 Windows 和 Linux，由用户创建虚拟机指定。  

安全组：openstack虚拟机或 VMware NSX环境中虚拟机所属的安全组 

分组 :  虚拟机所在的分组名称 

通过点击 来添加匹配条件，点击 来删除匹配条件。最多可添加 7个匹配条

件，且不能是同类型的匹配条件。 

多个匹配条件之间是‘与‘的关系，即要满足所有匹配条件，才算匹配成功。 

同一个匹配条件之间的多个值是‘或‘的关系，只要匹配上其中某个值，即算匹配成功。 

例：如下所示 ，只有虚拟机所属的主机名称包含 xenserver-auto；虚拟机操作系统为

windows，且虚拟机名称为 windows 10的虚拟机能自动匹配上 test安全配置。 

 

9.2.2 调整优先级 

匹配规则时按照优先规则列表的顺序从上向下依次匹配，用户可以调整规则的优先级

来达到期望的匹配结果。 

选择需要调整优先级的匹配规则，点击 “调整优先级->置顶/上移/下移/置底‘即可 

例： 

 

配置匹配规则，匹配条件为虚拟机名称包含‘windows 10‘的虚拟机，为其应用名称

为’test’的安全配置 

因为匹配规则‘rule’在‘windows规则‘上面，根据从上至下的匹配顺序，虚拟机

Windows 10(64bit-1) (1)会优先匹配’rule1‘，应用其指定的’test‘安全配置 



 

   

 

如果调整‘rule1‘匹配规则，将其置于’windows规则’的下面，则虚拟机 Windows 

10(64bit-1) (1)会优先匹配’Windows规则’，应用其指定的“Windows安全配置”  

 

注意事项：匹配条件中的名称都是以关键字形式进行匹配，只要对应的名称中包含匹配条

件中的关键字即认为匹配成功。 

 

9.分析 

10.1 文件安全 

文件安全页面显示的是虚拟机感染恶意软件的历史数据。 

左边栏的分类情况，根据主机池/项目、分组、虚拟机/终端、恶意软件进行分

类统计，分别显示感染恶意软件次数排名前 5的主机池/项目、分组、虚拟机和排名

前 5的恶意软件。 

 



 

   

在左侧栏中点击某个统计数据，可以查看其具体的信息。左边菜单选择的过滤条件

也会显示在右边数据上方，可以点击过滤条件，从而取消使用该条件对数据进行过

滤。  

 

对于没有排名到前五内的分类情况，用户可以在每个分类上方的搜索框中进行

搜索并选择，系统会以该分类的值作为过滤条件对数据进行过滤 ,右边部分会显示

数据过滤的结果。  

系统可以从时间维度进行数据过滤，可以查看今天、昨天、最近 7天、本月、

上月的历史数据，管理员还可以自定义需要查询的时间范围。管理中心最多保存 120

天的历史数据，超过 120天的历史数据将会被删除。 

 



 

   

 

可以选择以哪个维度进行数据显示，包括主机池/项目、分组、虚拟机/终端、恶意

软件 

 

也可以设置显示数据的数目（5,10,15,20）。  

 

数据的展现可以是柱状图、线性图、饼图，也可以是每一条原始的日志记录。 

点击 ，就能以线性图进行数据展现 

 

 点击 ，就能以饼图进行数据展现 



 

   

 

点击 能够查看详细的日志信息，包括感染的时间、虚拟机名称、恶意软件

类型、虚拟机应用的安全配置、恶意软件名称及具体的文件名。日志信息每页显示

50条，可以点击页面下方的 进行翻页；点击导出还能将日志

导出至 excel表中。 

 

 

 

 

10.5 网络流量统计 

该页面主要统计并展现虚拟机中产生的流量情况。 

左边栏的分类情况，根据主机池/项目、分组、虚拟机/终端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

组、国家/地区、以及城市进行分类统计，每种分类会显示出排名前五的分类统计情况。用

户可以点击具体某个分类，可以以该条件对所有数据进行过滤。  



 

   

对于没有排名到前五内的分类情况，用户可以在每个分类上方的搜索框中进行搜索并

选择，通用系统会以该分类的值作为过滤条件对数据进行过滤。 

右边部分会显示具体的数据统计，用户可以设定时间范围，可以选择以哪个维度进行

数据显示，包括主机池/项目、分组、虚拟机/终端、应用程序、应用程序组、国家/地区、

以及城市。也可以设置显示数据的数目（5,10,15,20）。 还可以根据总流量、入站流量、

出站流量进行数据过滤。 

左边菜单选择的过滤条件也会显示在右边数据上方，用过可以点击过滤条件，从而取

消使用该条件对数据进行过滤。  

数据的展现可以是柱状图、饼图、线图、地图，也可以是每一条原始的日志记

录。 

 

 

10.6 系统事件 

左边栏的分类情况，根据事件，操作者，日志级别进行分类统计，每种分类会显示出

排名前五的分类统计情况。用户可以点击具体某个分类，可以以该条件对所有数据进行过

滤。 

对于没有排名到前五内的分类情况，用户可以在每个分类上方的搜索框中进行搜索并

选择，通用系统会以该分类的值作为过滤条件对数据进行过滤。右边部分会显示具体的数

据统计，用户可以设定时间范围，可以选择以哪个维度进行数据显示，包括事件，操作者

以及日志级别。也可以设置显示数据的数目（5,10,15,20）。  

左边菜单选择的过滤条件也会显示在右边数据上方，用过可以点击过滤条件，从而取

消使用该条件对数据进行过滤。 

数据的展现可以是柱状图、历史线图、饼图、地图也可以是原始日志记录视图。 

注意：在 Openstack 多租模式下，在租户视图中，只能看到该租户的分析，而系统管理员

视图可以查看所有租户以及系统级事件的分析。 



 

   

 

 

 

10.报表 

11.1 关于报表 

防护系统可以根据检测到的恶意软件、进程管控事件、应用程序控制事件、带

宽统计以及入侵防御事件生成报表，管理员可以根据报表来优化系统设置，并对安

全配置进行微调。  

系统可以生成 3种格式的报表，分别是 html格式、PDF格式、csv格式（用

Excel打开）。 

通过报表列表页面，用户可以： 

 查看现有报表模板的列表  

 运行手动报表，或下载已经生成的报表  

 添加、复制和删除报表模板  

 搜索报表模板 

 

11.2 编辑报表模板 

在报表页面单击“新增“或选择要更改的报表模板，进入编辑报表页面。  



 

   

报表编辑过程：  

 指定报表模板名称和报表的简短描述。 

 启用或禁用报表功能。 

 

 根据需要进行报表设置，包括生成报表的方式是手动还是定期自动生成。 

手动生成报表： 

 

在‘生成报表’下拉列表中选择‘手动’之后，需要选择报表周期。系统会根

据指定报表周期内的相关历史数据生成报表。有最近 1小时、最近 12小时、最近 24

小时。 

例如，选择报表周期为最近 1 小时，则系统会根据最近 1小时内的历史数据生成报

表。 

 

可以选择定制时间，包括今天、昨天、最近七天、本月、上月，也可以根据需要自

定义时间范围。 



 

   

 

还可以选择保存报表个数。默认保存 10个，超过 10个会自动删除。 

 

支持配置生成报表的语言，主要为中文和英文 

 

定期自动生成报表： 

可以设置每天、每周或每月的某个时间点生成报表。 

1) 每天： 如果选择每天的某个时间点，则生成的是当天的前一天 00:00 至当天

00:00的报表。例如当前时间是 2016-01-26 14:35，选择生成报表的时间是每

天 15:00，则 15:00后会生成从 2016-01-25 00:00至 2016-01-26 00:00 这段时

间内历史数据的报表。、 



 

   

2) 每周：如果选择每周的某个时间点，则生成的是从当天 00:00往前一个星期内

历史数据的报表。例如当前时间是 2016-01-26 14:35，选择生成报表的时候是

每周周二 16:00, 则 16:00后，会生成从 2016-01-19 00:00至 2016-01-26 

00:00时间段内历史数据的报表。可以选择多个时间，例如每周二、周三、周四 

16:00。 

3) 每月：如果选择每月的某个时间，则生成的是从当天 00:00往前一个月内历史

数据的报表。例如当前时间是 2016-01-26 14:35，选择生成报表的时候是每月

26号 17:00, 则 17:00后，会生成从 2015-12-26 00:00至 2016-01-26 00:00

时间段内历史数据的报表。 

管理员配置完报表后，如果期望只在某段时间内生成报表，则可自己指定开始生成

日期和停止生成日期 

 

开始生成日期默认是当前日期。 

停止生成日期默认为‘从不’即表示不停止生成。  

如果选择‘之后’xx 次（次数可以自己配置），则表示从开始生成日期之后 ，生成

xx个报表，就停止生成。例如配置开始生成日期为‘2016-01-27’停止生成日期为

‘之后 20次’则从 01-27开始生成报表，生成 20次后就停止生成。 

 指定生成的报表中要包括哪些虚拟机历史数据，可以选择所有虚拟机，或者特定主机

池和虚拟机。 

在左边‘选择范围’框中点击主机池（非多租），项目（多租）或虚拟机/终端的名称，就

可以将主机池/项目或虚拟机/终端添加至右边的框中。 



 

   

 

非多租 

 

 

多租 

 为报表模板选择报表类型，报表类型会把系统安全维度用图表的形式来展示。 

报表类型是指管理员希望生成的报表中包含哪些类型的历史数据，有总览、带宽统计、恶

意软件事件、阻止进程事件、监控进程事件、应用程序控制事件、防火墙事件和入侵防御

事件。每个大类型下都包括具体的小类型，管理员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支持选择生成的图

表样式，包括线性图和饼图。同时可以指定报表类型要显示的对象数量，默认显示前 10

个。 



 

   

 

 

 报表模板配置完成后，一定要记得点击“保存“按钮。  

11.3 生成报表 
如果在报表模板中选择生成报表的方式是‘手动’，则需要在对应的报表模板中点击

‘立即运行’才能生成报表 

 



 

   

11.4 查看报表 

报表生成后，点击报表名（报表名默认以日期+时间来命名），如下图所示的‘2017-

07-20 20:11‘，就能以 html的形式查看报表内容了。点击 ，可以下载 PDF格式的报

表文件至本地，点击 可以下载.csv格式的报表文件至本地。 

 

11.5 复制/删除报表模板 
在报表页面，选择需要复制/删除的报表模板的名称，点击复制/删除按钮即可。 

11.6 搜索报表模板 
可以根据报表名、生成报表的周期、保存的报表和下次报表生成时间进行搜索，支持模糊

搜索。 

11.管理 

12.1 系统设置 

12.1.1 通用设置 

主机名和系统时间：可以手动配置主机名；系统时间的配置方式有两种，配置 NTP服

务器和手动设置时间 

SMTP设置：系统警报等功能支持邮件通知的功能。为了使用邮件通知功能，务必按照邮件

服务器的配置参数来设置 SMTP。 

大多数的邮件服务器默认关闭客户端 SMTP功能，用户需登录邮箱设置打开客户端

SMTP/IMAP选项。 

注：邮件服务器通常要求认证的用户名和发件人一致。 

Syslog设置：配置 syslog服务器地址和端口，选择 syslog设备和格式。 

访问控制： 

 启用管理中心访问控制并添加信任地址列表，只有在信任地址列表中的地址才可以登

录管理中心。 



 

   

 启用 Web服务 API，提供第三方集成的能力，同样可以配置信任地址列表，只有在信

任地址列表中的地址才可以访问 Web服务 API。 

 启用 Web SSO功能主要用来控制是否允许外部使用 Web SSO接口访问管理中心。 

 自动注册是指允许/激活/禁止有代理主机主动注册至管理中心。 

高级： 

选择是否允许无代理主机通过管理中心进行云查杀；支持配置管理中心磁盘最大使用率、

管理中心磁盘最小剩余空间、隔离区最大空间、主机最大扫描并发数。 

12.1.2 高可用性 

高可用性集群支持两台管理中心实现双机热备，主节点出现故障时，自动切换到备用

节点，继续工作，不影响用户的正常使用。主节点修复后作为备用节点继续工作。高可用

性页面支持以下操作： 

注意：启用 HA之前，请确保节点开启了 NTP 服务、且节点的 IP已配置成静态地址。 

通用设置 

配置高可用性集群参数和共享存储参数。可以开启关闭集群、配置集群虚拟 IP、配置共享

存储类型与路径等。 

 

 启用集群： 

1) 在“通用配置”栏勾选“启用集群“复选框 



 

   

2) 在“虚拟 IP”中填写未被使用的 IP地址，如果虚拟 IP配置错误，点击保存时，

页面上方会出现相应错误提示 

 

3) 选择正确的通信接口 

4) 勾选“启用共享存储”复选框 

5) 填写正确的“共享存储位置”，“共享存储位置”配置错误时页面上方会出现提示

信息。 

 

6) 点击保存按钮后，页面会弹出“数据检测”确认框，确认是否使用本地数据覆盖

共享存储数据 

 

 

7) 在“数据检测”对话框中选择是或否后，页面会弹出如下提示，等待一小段时间

后，系统会自动跳转至登录页面，登录页面的 IP即为第 2步中设置 的虚拟

IP 。 

 

 

 

 关闭集群 

在“通用配置”标签页去除勾选“启用集群“复选框和“启用共享存储”复选框，点

击“保存”按钮即可。 

 



 

   

节点管理  

注：只有在成功开启集群后，才能看到节点管理的配置项 

 

 添加节点 

1) 在“节点管理”标签页点击“新增”按钮，在打开的“新增节点”对话框填写节

点名称与 IP地址，IP地址不能与已有节点地址和虚拟 IP重复，点击“下一步”

按钮。 

 

 

2) 选择正确的通信接口、输入节点的用户名和密码（即登录管理中心页面的用户名

和密码） 

 



 

   

3) 点击“确定”按钮后，页面会弹出如下所示的提示框 

 

4) 等待系统自动跳转至登录页面 

5) 重新登录管理中心，进入 管理-系统管理-高可用性页面，查看节点的服务和存储

状态，均为正常，表示节点添加成功 

 

 删除节点 

1) 在节点管理”标签页勾选需要删除节点前面的复选框，点击“删除”按钮，会弹

出如下所示的“删除确认”对话框 

 

2) 如果要删除节点的状态异常，则选择强制删除；状态正常，则选择正常删除 

3) 选择“强制删除”后，会弹出如下所示的“删除确认”对话框，点击“是”，则会

开始删除节点，点击“否”表示取消删除 

 

 

4) 选择“正常删除”，也会弹出如下所示的提示框，点击“是”，则会开始删除节

点，点击“否”表示取消删除 

 

 



 

   

 

12.1.3 系统事件 

在系统事件页面中，可以配置该系统事件是否记录，以及是否转发 syslog（假如已经

配置 syslog服务器）。 

 

 

格式名 格式 举例 

公用事件格式 

CEF：版本|设备供应商|设

备产品|设备版本|签名 

ID|名称|严重性|{扩展} 

CEF:0|Nubosh|VMSEC|3.3.0.2550|1001|

登录成功 

|6|eventID=1001[tab]description=登

录成功

[tab]operator=admin[tab]address=10.

128.0.2[tab]object=rule[tab]content

=xxx 

基本事件格式 

eventID=xx[tab] 

description=xxx 

[tab]{扩展} 

eventID=1001[tab]description=登录成

功

[tab]operator=admin[tab]address=10.

128.0.2[tab]object=rule[tab]content

=xxx 

 

事件扩展 内容 

系统事件 
operator=admin[tab]address=10.128.0.2[tab]object=rule[tab]con

tent=xxx 

进程管控日志 

time=xx[tab]pool=xx[tab]host=xx[tab]group=xx[tab]vm=xx[tab]po

licy=xx[tab]process=xx[tab]filepath=xx[tab]action=xx[tab]coun

t=xx 



 

   

恶意软件日志 

time=xx[tab]pool=xx[tab]host=xx[tab]vm=xx[tab]action=xx[tab]o

s=xx[tab]policy=xx[tab]malwaretype=xx[tab] 

malwarename=xx[tab] filename=xx[tab] 

isolatefilename=xx[tab]group=xx 

防火墙，入侵防御，

应用程序控制 

time=xx[tab] logtype=xx[tab] 

pool=xx[tab]host=xx[tab]vm=xx[tab]policy=xx[tab]app=xx[tab]ac

tion=xx[tab] severity=xx[tab] direction=xx[tab]mac=xx[tab] 

protocol=xx[tab] sourceip=xx[tab] sourceport=xx[tab] 

destip=xx[tab] destport=xx[tab] attacktype =xx[tab] 

ipsrule=xx[tab]url=xx[tab] rulename=xx[tab] country=xx[tab] 

city=xx[tab] latitude=xx[tab] longitude=xx[tab] 

appgroup=xx[tab]group=xx[tab] 

 

12.1.4 特征库 

 特征库升级 

主机会每小时检查下载新的特征库，如果防护系统安装在一个封闭的私有网络，管理

员需要手动在管理中心上传更新特征库。如果防护系统可以访问外网，系统会自动更新特

征库。如果需要使用 HTTP 代理，请在管理->系统设置页面填写正确的代理服务器信息。  

手动上传特征库：上传前，请到官网下载最新的特征库文件。然后在管理->更新页面

点击“选择文件”按钮，选中下载好的特征库文件进行上传。文件上传完毕后，各主机系

统会自动开始更新操作。  

代理服务器： 系统需要定期访问公网来更新特征库。如果系统部署环境不能直接访问

公网，而需要使用代理服务器，请设置正确的代理服务器信息。 

 黑白名单特征库 

考虑到在实际客户环境，可能会遇到文件特征库更新不及时，导致有病毒漏扫或非病

毒文件被误杀现象。为了尽快解决客户问题，可以将漏扫的病毒文件或误杀的正常文件加



 

   

入黑白名单特征库。由用户将文件提供给我们开发人员，再由开发人员将其加入黑白名单

特征库。 

 

 自定义恶意软件黑白名单 

    自定义白名单不会被系统查杀，自定义黑名单会被系统当做病毒文件进行查杀，自定

义的黑白名单文件大小范围为 40B-10M。 

 白名单 

两种方式添加白名单： 

1、点击“新增 > 上传”，选中需要自定义的白名单文件，然后确定。 

 

2、点击“新增 > 高级模式”，手动输入备注文件名以及文件指纹（md5值）。 

 

文件名白名单 

两种方式添加文件名白名单： 

1、点击“新增 > 上传”，选中需要自定义的文件名白名单文件，然后确定。 



 

   

 

2、点击“新增 > 高级模式”，手动输入白名单文件路径/文件名。 

 

 黑名单 

两种方式添加黑名单： 

1、点击“新增 > 上传”，选中需要自定义的黑名单文件，然后确定。 

 

2、点击“新增 > 高级模式”，手动输入备注文件名以及文件指纹（md5值）。 



 

   

 

文件名黑名单 

两种方式添加文件名黑名单： 

1、点击“新增 > 上传”，选中需要自定义的文件名黑名单文件，然后确定。 

 

2、点击“新增 > 高级模式”，手动输入黑名单文件路径/文件名以及文件长度，当文

件长度为“0”时，代表所有长度的此黑名单都适配，恶意软件名不用填写。 



 

   

 

12.1.5 备份恢复 

支持备份管理中心相关的配置文件，如安全策略、匹配规则、用户、角色等。 

支持上传备份文件并恢复配置，恢复过程中会重启管理中心相关进程 

点击“创建备份”，会将管理中心相关配置文件打包生成名称为 

ICS-CFG-year-month-day-hour-minute-seconds.tgz 的文件 

点击“上传配置”，能够将配置上传至管理中心对应目录并应用该配置。 

 

12.1.6 产品诊断 

产品诊断功能将收集详细信息，来辅助技术人员解决当前系统遇到的问题。 



 

   

12.1.7 自定义 Logo 

系统支持用户自定义管理中心页面显示的 Logo图片和文字，如浏览器地址栏小图标、

登录页面图片、主页面左上角图片、产品名称。 

 自定义图片：点击“修改”按钮，按照提示上传指定格式和像素的图片（图片大小不

能超过 1MB）系统会自动上传图片并返回提示信息。 

 恢复默认配置图片：点击“恢复”按钮，系统会自动恢复默认配置图片并返回提示信

息。 

 自定义产品名称：填写产品名称（长度大于 0，小于 18个中文字符或 36个英文字

符），点击“修改”按钮，系统会自动修改产品名称并返回提示信息。 

 恢复产品名称：点击“恢复”按钮，系统会自动恢复默认产品名称并返回提示信息。 

提示：若修改后页面未生效，请同时按 Ctrl+F5 刷新页面，或手动清除浏览器缓存后

重新登录。 

 

 



 

   

12.1.8 使用许可 

使用许可页面显示系统许可状况。如果需要更新许可时，可以点击“更新许可文件”

链接，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正确的许可文件并确认即可。 

许可文件更新成功后，会显示该许可文件的有效期。 

 

根据上传的许可文件类型，系统的相关功能组件会显示相应的激活状态。 

 

许可文件到期后，管理中心页面上方会显示如下所示的警告，提示许可文件已到

期，需要更换新的许可文件。 

 

许可文件到期后，系统的功能组件都会失效。 

 



 

   

 

12.2 用户管理 

 

防护系统管理中心支持多用户和多角色的管理。系统内置 admin和 audit角色，用户

可以根据需求创建新的角色。同时系统内置 admin 用户，admin 用户不能删除。  

12.2.1 用户管理 

新增用户： 在用户管理标签页点击“新增“按钮，在打开的”用户管理“对话框中填写

各个选项，其中用户名和密码是必填项，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角色”，点击确定按钮。  

 

 

密码复杂度 ：新增用户时有密码复杂度要求，要求密码必须至少包含六个字符

且需要采用以下四类字符中的三类: 英文大写字符 (A-Z)、英文小写字符 (a-

z)、10 个基本数字 (0-9) 和非字母字符 (!、$、#、% 等)。 

编辑用户：如果想要修改用户的相关参数，在用户列表中点击需要修改参数的

用户名，在打开的‘用户管理‘对话框中修改即可 

删除用户：选中需要删除的用户，点击“删除“按钮。  



 

   

搜索用户：可以根据用户名、邮箱地址和描述进行搜索，支持模糊搜索，不区

分大小写。 

同一账号多次登录管理：  

a) 多人同时用相同账号登陆，提醒用户其他地方有人用相同账号登

陆（包括   先登录用户，和后登录用户） 

b) 用户可以查看当前使用相同账号登录会话的信息，包括登录 IP，

登录在线时间 

c) 用户可以踢出已登录会话，让其强制退出登录 

 

 

12.2.2 角色管理 

新增角色： 在角色管理标签页点击“新增“按钮，在打开的”角色管理“对话框中

填写角色名，并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权限，点击确定按钮。 

编辑角色：如果想要修改角色的相关权限，在角色列表中点击需要修改的角色名，

在打开的‘角色管理‘对话框中修改即可 

删除角色：选中需要删除的角色，点击“删除“按钮。 不能直接删除已经被用户关

联的角色，必须先删除所有关联用户，然后再删除该角色。 

 



 

   

 

12.3 关于 

关于页面显示系统的版本信息和许可协议。  

12.帮助 

在管理中心页面中，点击页面右上方的 ，即可打开对应模块的在线帮助

文档。 

 

 

帮助中心文档如下：（备注：该项目只开通了终端防病毒功能） 



 

   

 

13.产品卸载 

产品的卸载包括管理中心的卸载和主机安全组件的卸载。主机安全组件的卸载，由于

主机不同，卸载方式不尽相同。管理中心，由于其独立性，其卸载方式相同。 

如果管理中心安装在物理机器上，请直接重装该物理主机即可。如果管理中心安装在

虚拟机上，请直接删除该虚拟机。 

14.常见问题 

Q、为什么管理中心实时监控中一直没有数据？ 

A:主机安全组件会把流量日志和安全事件发送回管理中心，由管理中心进行处

理后最终在实时监控中显示。由于实时监控的数据具有实时性要求，如果收到

的日志时间和当前时间误差大于 2 小时，管理中心将丢弃这些日志。这样就会

导致实时监控中没有数据。通常是由于主机和管理中心的系统时间没有同步造

成的。解决办法是同时在主机和管理中心上打开 NTP 时间同步机制。 

注:如果管理中心与主机时间不同步，管理中心会产生对应的警报。 

Q、浏览器相关 

A: 

浏览器/类型 描述 备注 



 

   

IE IE9、IE10、IE11 兼容 

支持近两年内发布的大

部分浏览器。 
firefox Firefox 31.0 兼容 

chrome Chrome 69.0 兼容 

Q、管理网络和计算网络是相互隔离的，虚拟机连的是计算网络，无法连接管

理网络，但是又需要与管理中心进行通信，如何解决？ 

A：在创建管理中心时，需要添加两个网卡，分别连接管理网络和计算网络。

管理中心安装成功后，可进入 CLI 配置其中一个网卡为管理口。输入命令：

configure network management interface 并回车，在下图所示的向导中输入对应

的网卡编号即可 

 

Q、管理中心重新配置网卡或者克隆之后，ip 地址无法获取或配置失败怎么

办？ 

A：新增的网卡的信息与旧网卡的配置不匹配，导致网络服务启动失败，接口

无法获取 ip 地址。只要在管理中心运行“configure network reset”命令和“reboot”

命令，在重启之后，重新配置 ip 地址即可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