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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概要 

随着 IT 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的 IT 系统通过客户端/服务器和 Web 系统向类似互联网的开放环境方向发

展。最近，以虚拟化等最新技术为基础的云计算（cloud computing）不仅是 IT 专家，也成为企业高级管理者

们都能轻松听懂的关键词。IT 使用环境也在变化，不仅 PC 终端在增多，随无线网络普及而来的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使用也在增多。随着 IT 技术的发展，销售人员可以从外部收发邮件，采购

人员可以从网上了解报价等等，IT 环境的便利性有了飞跃性的发展。 

伴随便利性而来的有恶意使用开放环境的黑客，非法访问的内部用户，还有信息泄漏的危险。尽管公众知

道许多内外部攻击实例，不过对于大部分重大攻击，连新闻都不报导却也是事实。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专业黑

客和不法内部用户会把入侵痕迹擦除，所以很多企业都不知道自己的系统受到了攻击。 

因此，企业的 IT 部门不仅仅要提供给用户其业务必需的信息或数据的访问环境，也要防止没有权限的职

员或者外部用户访问机密内容，还要制订对策来防止多样的不法行为发生。 

易路平安服务器安全加固系统提供系统级别的下一代安全方案，从根本上解决现存安全系统的局限，在不

影响系统速度性能的情况下对系统进行保护。通过内核级别的“系统调用接口（System Call Interface）”，

对服务器上保存的宝贵的信息资源进行访问控制，比起其他应用级别的安全系统来，易路平安提供了一层更强

的安全性。由于服务器系统上的访问控制由系统内核决定，所以任何应用程序都无法绕过易路平安的访问控制。 

另外，易路平安服务器安全加固系统还提供拒绝外界访问的自身保护的功能，IP 地址异常时不能运行命令

的功能，管理员详细设置每项功能是否运行的功能。 

易路平安服务器安全加固系统可以安装在多种操作系统之中，通过综合管理平台对多台服务器进行统一管

理。在多种操作系统并存的 IT 环境中，要对各系统实施安全策略就必然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应对这样

的 IT 环境，易路平安提供一元化的安全策略管理，降低分散管理的复杂性，减小安全隐患，降低管理费用。 

易路平安服务器安全加固系统通过网络对系统进行远程集中管理。 

1.2. 易路平安服务器安全加固系统的构成 

易路平安服务器安全加固系统通过网络方式对系统进行远程集中管理。 

易路平安服务器安全加固系统包括： 

 Agent 代理 

 Enterprise 服务 

 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 

 易路平安综合管理平台 

四种安装形式。依据事先设计好的管理方案，在什么样的系统上，决定要安装易路平安服务器安全加固系统的

哪种形式。 

 

 

本“易路平安安全管理员说明书”对有关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的内容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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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易路平安系统管理构成 

 

1.2.1. Agent 代理 

概要 

Agent 代理是指，在要保护的服务器（保护对象）上安装的易路平安 Agent 代理形式的程序。 

Agent 代理是易路平安的安全模块，依照安全管理员设置的保护策略提供保护功能。 

主要功能 

・易路平安安全模块依照安全策略（易路平安服务保护机能的设置），提供保护功能。 

・Agent 代理上产生的审计日志传送到 Enterprise 服务上。 

・连接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综合管理平台），对管理控制台提供安全策略（设置易路平安的服务保护机能）

进行确认和更新。 

1.2.2. Enterprise 服务 

概要 

※Agent代理和Enterprise服务应用在Windows, Linux, Solaris, HP-UX, AIX平台 

※Agent代理上的审计日志经过Enterprise企业服务而最终存储在日志数据库中 

※各服务器和审计日志数据库以及Windows管理终端之间的通信全部加密 

※审计日志数据库数据只能被安全管理员查阅，而不能被特权用户或一般用户访问及更改 

日志数据库 

Agent 

代理 
Enterprise  

服务 

易路平安 
管理控制台 

(综合管理平台) 

保护对象服务环境 

GUI图形管理控制台 

安全管理员 

Agent 

代理 

日志传送 

日志传送 

管理 管理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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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服务是指，以易路平安 Enterprise 形式安装的服务程序。接收来自 Agent 代理的审计日志，集中

存储在日志数据库中。 

Enterprise 服务和 Agent 代理一样，对要保护对象提供保护功能。 

主要功能 

・从注册过的 Agent 代理那里收集审计日志，保存在日志数据库中。 

・通过“易路平安综合管理平台”提供对日志数据库的查阅检索功能。 

・连接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综合管理平台），对管理控制台提供安全策略（设置易路平安的服务保护机能）

进行确认和更新 

 

  

为了记录和管理多台Agent代理的审查日志，最少需要一台Enterprise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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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 

概要 

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是指，在 Windows PC 上安装的图形控制台，可以远程设置安全策略，查阅审计日志。 

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所在的机器并不受易路平安保护机能的保护。 

主要功能 

・对现在已连接的 Agent 代理和 Enterprise 服务进行安全策略（设置易路平安服务保护机能）的确认和更新。 

・若已连接的 Agent 代理和 Enterprise 服务有审计日志产生，在管理控制台上显示出来。 

 

 

1.2.4. 易路平安系统管理使用的通信接口 

易路平安使用下列通信接口。部署有网络防火墙或网络安全设备的网络环境中，要许可下面的通信接口。 

・管理控制台（GUI）→Agent 代理（Enterprise 服务） 

 TCP/11102 

 通信内容已加密 

 使用管理控制台确认和更改易路平安的安全设置 

 使用管理控制台来查阅及检索审计日志 

・Agent 代理→Enterprise 服务 

 TCP/11102 

 通信内容已加密 

 Agent 代理产生的审计日志传送到 Enterprise 服务上 

・Enterprise 服务→ Agent 代理 

 TCP/11102 

 通信内容已加密 

 通过控制台来向 Enterprise 服务注册 Agent 代理 

  

因为要保管易路平安系统构成信息，所以原则上一个组只有一台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 

即，一台Agent/Enterprise服务，不能有多个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 

反过来，一台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可以管理多台Agent/Enterprise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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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用户帐户种类 

易路平安和下列帐户关联。 

1.3.1. 系统帐户 

指运行 Enterprise 服务和 Agent 代理的操作系统的帐户。易路平安把用户帐户当作访问控制的主体对待。 

1.3.2. 易路平安安全管理员 

在每个 Enterprise 服务和 Agent 代理上都存在易路平安安全管理员，其 ID 固定为“soadmin”。“soadmin”

并非系统帐户，而是易路平安自己的帐户，只有系统的 root/Administrator 帐户才能成为安全管理员。一旦成

为安全管理员，就不受易路平安安全策略的约束，可以不受限制的访问系统资源。 

1.3.2.1. 易路平安 安全管理员登录 

要从 root/Administrator 用户登录成为安全管理员，可以依照[图 1.3.1]。尽管在图中没有出现，password 部

分请输入 soadmin 的密码。 

 

图1.3.1安全管理员登录 

sopv 命令在查看当前用户在易路平安中所持有的权限时使用。通过命令“sopv soadmin”，输入 soadmin 的

密码就可以取得安全管理员的权限。 

1.3.2.2. 易路平安 安全管理员的密码设置和修改 

要设置安全管理员的初始密码或者更改密码，请参照[图 1.3.2]。尽管在图中没有出现，“old password”后

面请输入现密码，“new password”和“retype password”后面请输入新密码。 

 

图1.3.2安全管理员密码设置 

 

# sopasswd soadmin 

old password: 

new password: 

retype password: 

# sopv soadmin 

password: 

privilege  pid 

   S-----  8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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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sopasswd 用来更改安全管理员的密码。在命令“sopasswd soadmin”之后输入密码就可以设置或更改

安全管理员的密码。 

  

安全管理员密码的设置和变更，必须要登录成为安全管理员之后才能进行。使用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也

可以更改安全管理员密码。详细内容请参看[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环境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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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控制台的安装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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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易路平安 管理控制台的安装 

安装使用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的软硬件要求见[表 2.1.1 易路平安]。 

表2.1.1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系统需求 

 推荐配置 最小配置 

CPU Intel 1GHz 以上 intel 500MHz 以上 

内存 512MB 以上 256MB 以上 

HDD 可用空间 100MB 以上 50MB 以上 

OS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Windows Vista 

Windows 7 

 

 

双击易路平安光盘上的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进行安装。然后出现[图 2.1.1 易路平安]，开始进行安装。 

 

图2.1.1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安装界面 

点击“下一步”。 

易路平安安装文件中包含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为使易路平安正常运行，请以Windows系统管理员Adm

inistrator身份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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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安装位置选择界面 

安装位置确认之后点击“安装”。 

如果要更改安装位置请点击“查找”指定新的安装位置。 

 

图2.1.3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点击“完成”按钮。 

安装完成之后，在桌面上会生成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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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易路平安 管理控制台的删除 

如要删除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在 Windows 添加删除程序里面选择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点击“删除/更新”。 

 

图2.2.1添加删除程序界面 

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删除界面上点击“下一步”，开始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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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删除界面 

在“要删除环境设置文件吗？”界面点“是”，则会删除连接服务列表和本地的环境设置信息。如果点“否”，

为了防止再安装情况的发生，环境设置信息不会删除。 

 

图2.2.3易路平安 管理控制台删除界面（环境设置信息删除确认） 

  



 

  17 

 
 

 

 

 

 

 

3. 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的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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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开始和登录 

3.1.1. 开始 

双击桌面上的“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开始运行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 

或者，从开始菜单里面选择“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来运行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 

 

图3.1.1易路平安 管理控制台快捷方式 

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运行之后，出现服务连接界面。 

 

图3.1.2服务连接界面 

 

在服务连接界面输入登录易路平安服务必要的信息。 

 IP 地址：运行易路平安 agent 服务的 IP 地址 

 密码：易路平安的安全管理员密码 

点击“连接”按钮，登录完成之后，服务管理界面出现。 

 

 

3.1.2. 连接对象服务列表管理 

在服务连接界面，点击“服务列表”按钮，可以在服务列表界面上管理多台服务。 

在易路平安保护对象上安装服务之后，并没有安全管理员密码。这样的情况下，不需要输入密码就可以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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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服务连接界面 

连接服务的添加 

点击服务列表界面右上方的“添加”按钮，出现服务信息界面，在此界面中输入要连接服务的信息。 

 

 

图3.1.4服务列表界面（添加） 

 服务名：要添加服务的名称 

 IP 地址：要添加服务的 IP 地址 

 端口：要添加服务的通信端口。默认值为 11102，不要更改该值 

 说明：要添加服务的说明 

点击“确认”，添加连接服务到服务列表之后，回到服务列表界面。 

连接服务的修改 

在服务列表中选择一个条目，点击右上方的“更改”按钮，在出现的服务信息界面修改服务信息。 

 

点击“确认”按钮，修改连接服务信息之后，重新回到服务列表界面。 

连接服务的删除 

服务目录中选择一个条目之后，点击右上方的“删除”按钮，就可以删除所选条目。 

 

服务列表的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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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服务列表界面左上方的“导出”按钮，出现“另存为”界面，可以在安装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的机器上以

文件形式（SERVER_LIST.INI）保存服务列表。 

服务列表的导入 

点击服务列表界面左上方的“导入”按钮，出现文件打开界面，在安装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的机器上选择服务

列表文件（SERVER_LIST.INI），进行列表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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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界面构成 

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由下列部分组成。 

 

图3.2.1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界面构成 

3.2.1. 工具栏 

工具栏的各按钮及其功能说明如下： 

刷新 

 

图3.2.2刷新按钮 

要更新主界面上显示的内容时使用。 

环境设置 

 

图3.2.3环境设置按钮 

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的设置和版本信息确实时使用。 

设置页中“我的计算机 IP 地址”项目，IP 地址为要易路平安审计日志的机器 IP 地址，如果使用 DHCP 请选择

要使用的网络适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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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环境设置界面 

软件信息页中，可以看到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的版本信息。 

 

图3.2.5环境设置的软件信息界面 

帮助 

 

图3.2.6帮助按钮 

点击此按钮查看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的帮助。 

3.2.2. 安全功能部分 

安全功能部分，可以选择易路平安的服务保护功能和审计日志等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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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功能部分以树状表示，主要有下列部分： 

・主菜单 

 ・安全状态 

 ・控制对象组 

・进程 

 ・进程管理 

 ・进程特权 

・命令运行 

 ・程序信任 

 ・程序终止保护 

・文件系统 

 ・文件管理 

 ・文件保护 

 ・文件监视（Windows 平台适用） 

 ・注册表保护（Windows 平台适用） 

 ・特权程序（Linux/Unix 平台适用） 

 ・一致性审计 

・网络 

 ・进程端口 

 ・连入端口 

 ・连出端口 

・用户验证 

 ・用户管理 

 ・组管理 

・日志 

 ・日志查看 

 ・过滤设置 

3.2.3. 主界面 

主界面显示已连接服务的规则设置和审计日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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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的服务保护

策略设置（Unix/Linux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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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主界面 

主界面在安全功能选择部分的最上方，由安全状态和控制对象组设置两部分组成。 

4.1.1. 安全状态 

点击“主界面”，右方主界面上将显示各系统保护功能的设置及保护状态，产品信息及环境设置信息。 

 

 

图4.1.1安全状态选项（左侧安全功能选择界面） 

 

图4.1.2安全状态 

4.1.1.1. 系统保护 

对易路平安已连接的服务的各项功能进行运行模式的确认和修改。通过“设置修改”来设置基本运行模式（运

行，监视，终止），通过“高级设置”来进行各子功能的设置（运行，终止）。 

系统保护模式的设置会影响到其他所有服务保护功能的运行模式。 

运行 

如果系统保护的运行模式为“运行”，则右侧出现“运行中”。 

其他所有安全功能的运行模式为“运行”的情况下，“运行中”为蓝色。 

其他安全功能的运行模式有部分为“监视”或者“终止”的情况下，“运行中”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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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系统保护运行中 

监视 

如果设置系统保护的运行模式为“监视”，则右侧出现“监视中”。 

系统保护的运行模式为“监视”的情况下，易路平安所有服务保护的控制功能都不会运行，只依据各保护功能

记录产生的审计日志。 

终止 

如果设置系统保护的运行模式为“终止”，右方显示“不运行”。运行模式为“不运行”的情况下，所有系统

保护的控制功能不会运行，审计日志也不会记录。 

如果设置系统保护的运行模式为“终止”，易路平安的“进程保护”，“文件系统保护”，“网络保护”，

“用户验证”，“日志记录”将跟它们本身的设置无关，所有功能都将不运行。 

高级设置 

点击系统保护的“高级设置”，对控制台用户控制功能的运行模式进行设置。 

如果运行模式为“运行”，则系统保护的控制功能对所有通过 Unix/Linux 系统控制台登录的用户有效。 

如果动作模式为“终止”，则会区分远程登录用户和控制台登录用户，不会对通过 Unix/Linux 系统控制台登

录的用户进行系统保护的控制。 

 

图4.1.４系统保护高级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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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设置控制台用户控制的运行模式为“运行”，易路平安的所有服务保护机能将对所有通过控制台登录

的用户生效，实施严格的服务保护。如果受保护对象已经处于物理上安全的地方，对控制台登录用户的

控制模式可以设置为默认值“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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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1. 程序保护 

程序保护是指，在保护对象上设置有关进程保护功能的运行模式。 

点击“设置修改”来设置基本运行模式（运行，监视，终止），点击“高级设置”来进行详细的运行模式设置

（运行，终止）。 

程序保护功能的安全策略设置，请参考本文[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进程]。 

运行 

如果程序保护功能的运行模式设置为“运行”，则右侧显示“运行中”。 

程序保护高级设置中，所有运行模式都为“运行”的情况下，“运行中”为蓝色。 

高级设置中，部分运行模式为“监视”或者“终止”的情况下，“运行中”为绿色。 

监视 

如果设置程序保护的运行模式为“监视”，则右侧显示“监视中”。 

程序保护的运行模式为“监视”的情况下，程序保护的控制功能不会运行，只依照各功能记录产生的审计日志。 

终止 

如果设置程序保护的运行模式为“终止”，则右侧显示“不运行”。运行模式为“不运行”的情况下，程序保

护的控制功能不运行，审计日志也不会记录。 

高级设置 

 

图4.1.５程序保护高级设置界面 

 特权程序：是否允许赋予程序特权。程序特权的安全策略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进程

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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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令限制：是否允许许可的对象运行指定的命令。命令执行的安全策略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

引用源。执行命令] 

 程序信任：在可信任的程序路径中，可执行文件是否可以运行。程序信任的安全策略设置，请参考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可信任的执行路径]。 

 程序终止保护：未许可对象是否可以强行终止指定的程序。程序终止的安全策略设置，请参考[错误！

未找到引用源。程序终止]。 

 

4.1.1.1.2. 文件系统保护 

文件系统保护是指，设置保护功能的运行模式，在受保护对象上保护文件及文件夹。 

点击“设置修改”来设置基本运行模式（运行，监视，终止），点击“高级设置”来设置各详细功能的运行模

式（运行，终止）。 

文件系统保护功能的安全策略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文件系统]。 

 

 

图4.1.6文件系统保护的运行模式设置界面 

 

运行 

如果文件系统保护功能的运行模式设置为“运行”，则右侧显示“运行中”。 

文件系统保护高级设置中，所有运行模式都为“运行”的情况下，“运行中”为蓝色。 

高级设置中，部分运行模式为“监视”或者“终止”的情况下，“运行中”为绿色。 

 

监视 

如果文件系统保护的运行模式设置为“监视”，则右侧显示“监视中”。 

文件系统保护的运行模式为“监视”的情况下，文件系统保护的控制功能不会运行，只记录各功能产生的审计

日志。 

 

终止 

如果文件系统保护的运行模式设置为“终止”，则右侧显示“不运行”。运行模式为“不运行”的情况下，进

程保护的控制功能不运行，审计日志也不会记录。 

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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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文件系统保护的高级设置界面 

 文件保护：选择是否运行保护功能，在控制对象访问指定的文件或文件夹时根据访问对象的权限对文

件或文件夹进行保护。文件保护功能的安全策略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文件保护]。 

 特权程序：选择是否运行保护功能，不经允许的情况下绝对不能运行特权程序（SETUID 程序等，提

升权限的程序）。特权程序的安全策略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特权程序]。 

 一致性审计：选择是否运行审计功能，周期性检查文件是否改变。一致性审计的安全设置，请参考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一致性审计]。 

 模块加载卸载：选择是否运行保护功能，不经允许的情况下不能加载内核模块。未经易路平安许可的

用户，在系统上不能运行内核模块的加载命令，如“ insmod”（ Linux），“modeload”

（Solaris），“kmadmin -L”（HP-UX）。 

 可执行文件验证：是否运行保护功能，在文件管理中设置了可执行权限的可执行文件才可以执行。可

执行文件验证功能的行为动作，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文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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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3. 连接控制 

连接控制是指，设置保护功能的运行模式，在受保护对象上保护网络连接。 

点击“设置修改”来设置基本运行模式（运行，监视，终止），点击“高级设置”来设置各子功能的运行模式

（运行，终止）。 

连接控制功能的安全策略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网络]。 

 

图4.1.4连接控制的运行模式设置界面 

 

运行 

如果连接控制功能的运行模式设置为“运行”，则右侧显示“运行中”。 

连接控制高级设置中，所有运行模式都为“运行”的情况下，“运行中”为蓝色。 

高级设置中，部分运行模式为“监视”或者“终止”的情况下，“运行中”为绿色。 

 

监视 

如果连接控制的运行模式设置为“监视”，则右侧显示“监视中”。 

连接控制的运行模式为“监视”的情况下，连接控制的控制功能不会运行，只记录各功能产生的审计日志。 

 

终止 

如果连接控制的运行模式设置为“终止”，则右侧显示“不运行”。运行模式为“不运行”的情况下，连接控

制的控制功能不运行，审计日志也不会记录。 

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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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连接控制高级设置界面 

 进程端口：选择是否运行系统保护功能，在指定进程通过网络访问连入连出时进行保护。进程端口功

能的安全策略设置，请参考本文[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文件端口]。 

 连入端口：选择是否运行系统保护功能，在通过网络连入指定端口时进行保护。连入端口的安全策略

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连入端口]。 

 连出端口：选择是否运行系统保护功能，在通过网络指定端口连出时进行保护。连出端口的安全策略

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连出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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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4. 用户安全 

用户安全是指，设置保护功能的运行模式，在受保护对象上对已连接用户和组进行登录验证。 

点击“设置修改”来设置基本运行模式（运行，监视，终止），点击“高级设置”来设置各子功能的运行模式

（运行，终止）。 

网络保护功能的安全策略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用户验证]。 

 

图4.1.6用户安全的运行模式设置界面 

 

运行 

如果用户验证功能的运行模式设置为“运行”，则右侧显示“运行中”。 

用户验证高级设置中，所有运行模式都为“运行”的情况下，“运行中”为蓝色。 

高级设置中，部分运行模式为“监视”或者“终止”的情况下，“运行中”为绿色。 

 

监视 

如果用户验证的运行模式设置为“监视”，则右侧显示“监视中”。 

用户验证的运行模式为“监视”的情况下，用户验证的控制功能不会运行，只记录各功能产生的审计日志。 

 

终止 

如果用户验证的运行模式设置为“终止”，则右侧显示“不运行”。运行模式为“不运行”的情况下，用户验

证的控制功能不运行，审计日志也不会记录。 

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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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用户安全高级设置界面 

 密码管理：选择是否运行管理功能，根据用户管理中设置的密码策略对密码进行管理。密码管理功能

的安全策略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用户管理]。 

 登录管理：选择是否运行管理功能，根据用户管理中设置的锁定策略对用户的登录尝试和会话进行管

理。登录管理功能的安全策略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用户管理]，[锁定策略]。 

 远程登录：选择是否运行保护功能，根据用户管理和组管理中设置的远程登录策略，对远程访问进行

控制。远程登录功能的安全策略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用户管理]和[错误！未找到引用

源。组管理]。 

 SU（Substitute User）：选择是否运行管理功能，根据用户管理中设置的 SU(Substitute User)策略，

对利用其它没有注销用户的权限执行 shell 的行为进行控制。SU(Substitute User)功能的安全策略的

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用户管理]的[SU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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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5. 日志记录 

日志记录是指，设置所有审计日志的记录功能运行模式，在受保护对象上记录易路平安服务保护功能产生的控

制日志和监视日志等。 

点击“设置修改”来设置基本运行模式（运行，监视，终止），点击“高级设置”来设置各子功能的运行模式

（运行，终止）。 

日志记录的查看及过滤功能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日志]。 

 

 

图4.1.8日志记录的运行模式设置界面 

 

运行 

如果日志记录功能的运行模式设置为“运行”，则右侧显示“运行中”。 

日志记录高级设置中，所有运行模式都为“运行”的情况下，“运行中”为蓝色。 

高级设置中，部分运行模式为“监视”或者“终止”的情况下，“运行中”为绿色。 

 

终止 

如果日志记录的运行模式设置为“终止”，则右侧显示“不运行”。运行模式为“不运行”的情况下，所有的

审计日志也不会记录。 

 

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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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日志记录高级设置界面 

 进程执行日志：选择是否运行记录功能，对已运行的进程的运行状况进行日志记录。进程执行日志的

日志查看，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日志查看]。 

 进程监视日志：选择是否运行监视功能，对已设置进程监视时记录日志。进程监视日志功能的设置，

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进程特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命令执行]，[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程序终止保护]。进程监视功能的日志查看，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日志查看]。 

 文件监视日志：选择是否运行日志记录功能，监视功能对设定的文件或文件夹进行监视时记录日志。

文件监视日志功能的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文件保护]，[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特权程

序]，[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一致性审计]。文件监视日志查看，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日志

查看]。 

 网络监视日志：选择是否运行日志记录功能，在监视功能对设置的进程或端口进行网络监视的时候记

录日志。网络监视日志功能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进程端口]，[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连入端口]，[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连出端口]。文件监视日志的查看，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日志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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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产品信息 

显示已安装易路平安的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信息和各安装模块的版本信息及安装信息。 

 

图4.1.10产品信息界面 

 操作系统：显示已安装易路平安的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种类和版本信息。 

 服务模块：显示负责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GUI）和保护对象上已安装的模块之间通讯的服务模块的

版本信息。 

 日志处理模块：处理易路平安的服务保护功能产生的审计日志的处理模块的版本信息。 

 用户验证模块：易路平安用户验证模块（PAM）的版本信息。 

 运行模式：显示易路平安的安装模块信息。 

・易路平安以 Agent 形式安装后，在没有注册到 Enterprise 服务的情况下，显示为“单机”。 

・易路平安以 Agent 形式安装后，已经注册到 Enterprise 服务的情况下，显示为“代理”。 

・易路平安以 Enterprise 服务形式安装后，显示“企业”。 

 文件日志记录模块：易路平安以文件形式记录审计日志的运行模式标示。 

 安装路径：显示易路平安的安装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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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 环境设置 

已通过易路平安安全管理员认证的安全管理员进行密码设置/修改以及服务模块和日志处理模块的运行参数修

改。 

 

图4.1.11环境设置界面 

密码修改 

点击环境设置界面来修改安全管理员的密码。 

 

图4.1.12安全管理员的密码修改界面 

在安全管理员密码修改界面上，需要输入现密码和新密码才可以修改安全管理员的密码。 

易路平安在保护对象上安装之后，安全管理员的密码并没有设置，所以“现密码”栏为空，需要输入“新密码”

和“确认新密码”之后，进行密码修改。 

服务模块的属性修改 

点击环境设置界面的服务模块，进行服务模块属性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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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3服务模块属性修改界面 

 

 连接最大等待时间：设置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GUI）和保护对象服务模块之间连接的最大等待时间

（可能值：1-180 秒） 

 数据收发最大等待时间：设置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GUI）和保护对象服务模块之间数据传送时的最

大等待时间（可能值：0-999 秒） 

 查看进程最大可能个数：在进程管理功能（[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进程管理]）中，设置要查看的进

程最大个数（可能值：2048 个至 8192 个） 

 服务加入控制域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查看域用户：保护对象的服务加入域的情况下，设置是否可以查

看控制域的帐户。 

日志传送设置修改 

日志传送设置是指，如果有特定类型的日志产生，将以邮件形式发送到指定的邮件地址。 

点击环境设置界面的，来进行日志传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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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4日志传送设置修改界面 

 发送邮件：选择“使用”时，一旦有特定类型的日志（安全事件）产生，将以设置好的题目发送到指

定的邮件地址。 

 SMTP 服务：SMTP 服务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及端口。 

 发件人：发信人的邮件地址。 

 收件人：收信人的邮件地址。 

 抄送：邮件抄送人的邮件地址。 

 题目：邮件的题目。 

 信息类型：产生日志时邮件传送的信息类型，主要有"kill", "command", "acl", "setuid", "X-auth", "X-

readonly", "integrity", "incoming", "outgoing", "procport"等。 

要指定的信息类型，请参考[表 4.1.1]。 

表4.1.1消息种类 

No 信息类型 产生条件 

1 kill 程序终止保护（4.2.5程序终止保护）控制中，程序终止保护行为被拒绝时 

2 command 命令执行（4.2.3命令执行）控制中，命令执行被拒绝时 

3 acl 文件保护（4.3.2文件保护）控制中，访问被拒绝时 

4 setuid 特权程序（4.3.3特权程序）控制中，SETUID 程序执行被拒绝时 

5 X-auth （Windows服务专用）安全属性的“执行验证”属性设置后，该可执行文件执行被

拒绝时 

6 X-readonly （Windows版本专用）安全属性的“只读”属性设置后，对该文件进行写或者删除

被拒绝时 

7 integrity 一致性审计（4.3.4一致性审计）中，审计对象文件变更时 

8 incoming 连入端口（4.4.2连入端口）控制中，网络连接被拒绝时 

9 outgoing 连出端口（4.4.3连出端口）控制中，网络连接被拒绝时 

10 procport 进程端口（4.4.1进程端口）控制中，网络连接被拒绝时 

11 P-trace 进程(4.2进程)功能的“监视”标志设置后，进程运行时 

12 F-trace 文件系统（4.3文件系统）功能的“监视”标志设置后，访问该文件时 

13 N-trace 网络（4.4网络）功能的“监视”标志设置后，网络连接时 

14 exec 进程执行日志（[4.1.1.1.5日志记录]的高级设置)，进程执行时 

15 module 模块加载控制（[4.1.1.1.2文件系统保护]的高级设置），未经允许的对象加载模块

被拒绝时 

 

日志处理模块的属性修改 

点击环境设置界面的日志处理模块，来进行日志处理模块的属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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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5日志处理模块设置界面 

 连接最大等待时间：设置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GUI）和保护对象服务模块之间连接的最大等待时间

（可能值：1-180 秒） 

 数据收发最大等待时间：设置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GUI）和保护对象服务模块之间数据传送时的最

大等待时间（可能值：0-999 秒） 

 临时日志文件的最长保存时间：保护对象的 Agent 代理上产生的日志若不能传送到 Enterprise 服务

上，或者 Enterprise 服务的日志数据库不能存储日志，这样的情况下需要产生临时日志文件。临时日

志文件在保存时间超过后自动删除（可能值：1 天到 30 天） 

 数据库日志保存最长时间：保护对象上产生的日志在 Enterprise 服务的日志数据库保存之后，这些日

志在日志数据库中所能保存在最长时间。从日志产生的时间开始计算，若超过保存在最长天数，则自

动从日志数据库删除日志。（可能值：1 天到 24855 天） 

 从保护模块处一次查看的最大可能日志条数：日志处理模块从保护模块那里一次查看所能接收日志的

最大条数（可能值：256 到 1024 条） 

 往日志数据库一次写入日志的最大条数：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已连接的保护对象服务是 Enterprise 服

务的情况下，日志处理模块一次可以写入日志数据库的记录最大条数（可能值：256 到 4096 条） 

 文件日志记录方式：保护对象服务上产生的日志，在保护对象上以文件记录的方式。 

如果设置为“一个文件循环记录”，按照各功能，在一个文件中记录日志直到第 99999 条为止。

99999 条之后产生的日志将记录进同一个文件，从第 1 条开始记录。这样的方式不会造成磁盘空间的

浪费，但是以前的日志会被新的日志覆盖，不能保障日志的安全性。 

如果设置为“多个文件累计记录”，则日志文件以日期记录，一个文件中 99999 条记录之后，新产

生的日志将被记录到新日志文件中，还是 99999 条为止。以日期记录日志文件的方式，日志可以得

到更强的保护，但是由于生成了多个日志文件，可能会占用大量的磁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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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管理设置修改（Enterprise 服务适用） 

点击环境设置界面的日志数据库配置，进行数据库管理设置的修改。 

 

图4.1.16日志管理设置修改界面 

数据库备份 

以文件方式周期性的备份 Enterprise 服务的日志数据库中保存的日志。 

 备份：日志数据库中保存的日志是否进行周期性的备份。 

 周期：日志备份的周期。 

 类型：以什么类型备份日志。从 SQL 和 CSV 中选择，如果以后要恢复备份的日志，请选择 SQL 类型。 

 路径：指定要备份的日志存放的位置。 

 已备份日志的删除：备份之后是否删除日志数据库中的日志。 

数据库最优化设置 

对于 Enterprise 的日志数据库，周期性的清除不需要的空间（数据库的 vacuum 处理）。 

 运行：是否运行数据库的最优化功能。 

 周期：日志数据库最优化功能运行的周期。 

日志保存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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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7日志保存天数界面 

设置各 Agent 代理上产生的日志在 Enterprise 服务的日志数据库保存的时间。 

若要改变日志保存天数，双击服务的 IP 地址，出现日志保存天数界面，输入日志保存天数（1 天到 24855 天）

后，点确定使设置生效。 

 

图4.1.18日志保存天数设置界面 

从日志产生的时间计算起，保存天数超过之后便从日志数据库中自动删除该日志。 

数据库初始化 

日志管理设置修改界面中点击 DB 初始化，出现对话框“是否进行数据库初始化？”。点击 Y，Enterprise 服

务的日志数据库中的日志会全部清除。 

 

图4.1.19数据库初始化界面 

如果进行数据库初始化操作，则数据库中保存的日志将被全部删除。 

数据库恢复 

日志管理设置界面中点 DB 还原，出现文件查找界面，查找通过数据库备份功能导出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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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0数据库恢复功能的文件查找界面 

文件查找界面中，选择以前备份的日志文件，点确定，来进行数据库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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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监管群组 

左侧安全功能“主界面”点击后，右侧出现监管群组的组设置界面。可以把多个控制对象分组，这样在访问控

制等服务保护策略指定控制对象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以组为单位指定控制对象。 

 

 

图4.1.21监管群组（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4.1.22监管群组（右侧主界面） 

监管群组的添加/修改/删除 

右侧主界面上选择一个控制对象组规则，点击上方的“添加”按钮，出现“控制对象组规则设置”界面。设置

完成之后，新添加的组规则将出现在已选的规则之下。 

添加控制对象组规则，还可以使用“策略添加向导”。 

选择一个组规则，点击上方的“修改”按钮，或者双击一个组规则，出现“控制对象组规则设置”界面，可以

在此改变组规则。 

选择一个组规则，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所选的组规则。 

4.2. 程序 

4.2.1. 程序管理 

程序管理功能是指，显示运行中的进程的安全属性，设置特定程序的安全迂回权限（S-全部，C-命令执行，K-

终止进程，F-文件保护，N-网络），搜索以及终止进程。 

进程管理设置 

点击管理控制台左侧的“程序–程序管理”，右侧主界面出现程序管理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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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程序管理（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4.2.2程序管理（右侧主界面） 

程序管理（右侧主界面）中，在特定进程上右键单击，出现进程查找/程序终止保护/迂回权限设置。 

 

图4.2.3进程管理（右键单击） 

进程查找 

进程查找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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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4进程查找 

 查找内容：输入要查找的内容。 

 查找位置：选项有进程名称，进程 ID，父进程名称，父进程 ID，迂回权限。 

 查找选项：选项有“以查找内容开始”，“包含查找内容”。 

像上面这样设置之后，移动到相关位置，就可以看到关于这个进程的详细信息。 

程序终止保护 

程序终止保护选择之后会出现类似下面的界面： 

 

图4.2.5程序终止保护 

点“是（Y）”之后，所选进程就会被终止。 

特权程序配置 

特权程序配置设置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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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6特权程序配置 

特权程序配置是指，给特定进程赋予下列权限，可以迂回（绕过）安全管理员设定的安全领域。 

 执行验证功能：可执行文件验证控制，模块装载控制，特权程序执行控制功能的迂回执行。 

 命令执行功能：命令执行控制，程序信任控制功能的迂回执行。 

 程序终止保护功能：程序终止保护控制功能的迂回执行。 

 文件保护功能：文件保护功能的迂回执行。 

 网络功能：网络（连入端口，连出端口，进程端口）控制功能的迂回执行。 

对特定进程如要设置上述的所有迂回权限，则选择“所有安全功能”。如果选择的进程有多个同名进程存在，

则选择“应用于所有同名进程”。 

点击“确认”按钮，对进程设置的迂回权限即时生效。 

特定进程启动时自动被赋予迂回权限，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进程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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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进程特权 

进程特权功能是指，指定进程执行时，设置安全功能的迂回权限，就可以访问保护领域。特定进程实时迂回权

限的说明，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进程管理]。 

进程特权设置 

点击管理控制台左侧的“进程–进程特权”，右侧主界面出现进程特权一览表。 

 

图4.2.7进程特权（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4.2.8进程特权（右侧主界面） 

进程特权功能把“进程”，“迂回权限”，“控制对象”等所有字段的内容做 AND 运算，实现访问控制。 

进程特权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 

特定进程若需要迂回权限，点击右侧主界面上方的“添加”按钮，出现“进程权限规则设置”界面，设置之后

就可以添加新的规则。 

添加新的进程特权规则是，也可以使用“添加策略向导”。 

选择一个进程特权规则，点击上方的“修改”按钮，出现“进程权限规则设置”界面，可以修改该进程特权规

则。 

选择一个进程特权规则，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所选的进程进程特权规则就会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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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9进程特权：添加进程特权规则 

在“进程特权规则设置”界面中，可以修改进程特权规则。 

 所有功能：所有安全功能的迂回权限设置。 

 进程：需要迂回权限的进程的绝对路径（也可以指定程序名）。 

 执行验证功能：可执行文件的验证控制，模块加载控制，特权进程执行控制功能的迂回权限设置。 

 命令执行功能：命令执行控制，程序信任控制功能的迂回权限设置。 

 程序终止保护功能：程序终止保护控制功能的迂回权限设置。 

 文件保护功能：文件保护功能的迂回权限设置。 

 网络功能：网络（连入端口，连出端口，进程端口）控制功能的迂回权限设置。 

 监视：已设置进程在访问资源（文件，文件夹）时，是否记录日志。 

点击右侧 ，出现“打开文件”界面，选择进程之后点击“确认”按钮，来添加新的进程特权对象。 

 

 

控制对象的添加 

右侧主界面下方的“添加”按钮点击之后，出现“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进程字段中若指定进程的“绝对路径”，则只有在绝对路径运行时的进程才被赋予迂回权限。 

进程字段中若输入“程序名”，则进程以绝对路径或相对路径运行时都可以被赋予迂回权限。 



 

  51 

 

图4.2.10进程特权：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这里指定的控制对象在访问资源时，上述的“进程权限规则设置”会起作用。 

点击右侧的 ，出现“控制对象”界面。 

 

图4.2.11进程特权：控制对象界面 

若选择“AND(&)”运算符，则增加的控制对象将和前面的控制对象做 AND 运算。 

若运算符选“NOT(!)”，则表示所选控制对象没有操作权限。如果控制对象栏目为空，则作用于所有控制对象。 

进程特权规则的生效 

进程特权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以及控制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完成之后，点击上方的“应用”按钮使更新生

效。 

“特权程序”设置时的动作 

如果像[表 4.2.1]，则该设置的结果如[ 

实例 进程 
执行 

验证 

命令 

执行 

进程 

终止 

文件 

保护 
网络 控制对象 

1 /bin/tar × × × ○ × 
root & 

192.168.0.1 

2 /bin/kill × × ○ × × roo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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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68.0.2 

3 /bin/sh ○ ○ ○ ○ ○ 
root & 

192.168.0.3 

表 4.2.2]。 

表4.2.1特权程序设置 

实例 进程 
执行 

验证 

命令 

执行 

进程 

终止 

文件 

保护 
网络 控制对象 

1 /bin/tar × × × ○ × 
root & 

192.168.0.1 

2 /bin/kill × × ○ × × 
root & 

192.168.0.2 

3 /bin/sh ○ ○ ○ ○ ○ 
root & 

192.168.0.3 

表4.2.2特权程序结果 

实例 结果 备注 

1 
只有从 192.168.0.1 连接的 root 用户可以在执行命令 tar 

时取得文件保护的迂回权限 

系统备份管理员需要 

(tar, backup, ufsdump …) 

2 
只有从 192.168.0.2 连接的 root 用户可以在执行命令

kill 时取得程序终止保护的迂回权限 

系统操作管理员需要 

 (kill 关联命令) 

3 
只有从 192.168.0.3 连接的 root 用户可以在执行命令 sh

时取得所有迂回权限 

系统安全管理员需要 

(登录时使用的 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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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命令执行 

命令执行功能是指，没有许可的用户在保护对象上绝对不能执行命令，受保护的命令如果被执行则记录日志。

命令执行功能记录的日志在“日志–日志查看”界面的进程项目中查看。 

命令执行的设置 

点击管理控制台界面左侧的“进程–命令执行”，右侧出现命令执行策略设置界面。 

 

图4.2.12命令执行（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4.2.13命令执行（右侧主界面） 

 

命令执行功能把“命令”，“参数”，“控制对象”等所有字段定义的内容做 AND 运算，实现访问控制。 

命令执行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 

点击右侧命令执行界面上方的“添加”按钮，在出现的“命令执行规则设置”界面上设置有关命令执行对象的

规则。之后点击“确认”按钮就可以添加新的命令执行规则。 

命令执行规则也可以通过“策略添加向导”来添加。 

选择一个命令执行规则，点击上方的“修改”按钮，在“命令执行规则设置”界面中修改所选的命令执行规则。 

选择一个命令执行规则，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所选的命令执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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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4命令执行规则设置界面 

在“命令执行规则设置”界面中可以设置命令执行规则。 

 命令：要保护的命令的绝对路径。“*”表示匹配任意字符。 

 参数：要保护的命令的参数。 

 监视：命令执行时所有行为都记录日志。 

点击 ，出现“查找文件”界面，选择要保护的命令之后，点击“确认”来添加新的命令。 

控制对象的添加 

点击右侧主界面的监管对象上方的“添加”按钮，出现“监管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图4.2.15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这里指定的控制对象在访问时，上述的“命令执行规则设置”会起作用。 

点击右侧的 ，出现“监管对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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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6 监管对象界面 

如果选择“AND(&)”，则新添加的控制对象会和以前添加的控制对象进行 AND 运算。 

如果选择“NOT(!)”，则表示添加的控制对象没有权限。 

如果没有监管对象，则设定的命令将没有安全特权，并且所有用户都不能执行它们。 

命令执行策略的应用 

命令执行对象添加/变更/删除以及控制对象添加/变更/删除完成之后，点击上方的“应用”按钮将应用设置好

的策略到保护对象上。 



 

  56 

设置了“命令执行”的动作 

如果命令执行的设置和[表 4.2.3]一样，则各设置的对应的结果如[ 

实例 命令 参数 1 参数 2 控制对象 

1 /bin/useradd   root & 192.168.0.1 

2 /bin/reboot   root & 192.168.0.2 

3 /bin/ifconfig   root & 192.168.0.3 

表 4.2.4]。 

表4.2.3命令执行设置 

实例 命令 参数 1 参数 2 控制对象 

1 /bin/useradd   root & 192.168.0.1 

2 /bin/reboot   root & 192.168.0.2 

3 /bin/ifconfig   root & 192.168.0.3 

表4.2.4命令执行结果 

实例 结果 备注 

1 
只有从 192.168.0.1 连接的 root 用户才可以运行命令

useradd 

系统帐户管理员需要 

(userdel, groupadd, 等) 

2 
只有从 192.168.0.2 连接的 root 用户才可以运行命令

reboot 

系统操作管理员需要 

(halt, boot, shutdown 等) 

3 
只有从 192.168.0.3 连接的 root 用户才可以运行命令

ifconfig 

系统网络管理员需要 

(netstat, snoop, arp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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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程序信任 

程序信任功能是指，安全管理员设置可信任路径，可执行文件只有在可信任路径上可以执行，重要程序可以安

全的运行，可以防止恶意程序的运行。依据程序信任功能产生的日志可以在“日志–日志查看”的进程栏中查

看。 

程序信任路径的设置 

管理控制台界面左侧的“进程–程序信任”点击之后，右侧出现程序信任设置界面。 

 

图4.2.17程序信任路径（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4.2.18程序信任（右侧主界面） 

程序信任功能把“执行文件”，“进程”，“父进程 1”~“父进程 8”的所有字段定义的内容做 AND 运算，

实现访问控制。 

程序信任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 

点击右侧程序信任界面上方的“添加”按钮，出现“程序信任规则设置”界面，在此界面上设置程序信任规则，

设置之后点“确认”，来添加新的规则。 

选择一个程序信任规则之后，点击上方的“修改”按钮，在“程序信任规则设置”界面中对所选项进行更改。 

选择一个或多个规则，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所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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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9程序信任路径规则界面 

在“程序信任规则设置”界面中，可以设置程序信任规则。 

 可执行文件：添加可执行文件的绝对和相对路径。可以使用“NOT(!)”和“*”。 

 进程路径：运行可执行文件的可信任进程及父进程的绝对路径。 

点击右侧的 ，在“文件查看”界面中选择可执行文件或进程。点击“确认”，新增加一个程序信任对象。 

进程路径中可以使用“*”，也可以使用中间省略功能。中间省略功能只有在子进程和父进程之间使用。 



 

  59 

 

图4.2.20进程：程序信任规则设置–中间省略 

 

 

程序信任策略的应用 

程序信任策略设置完成之后，点击右上方的“应用”可以将设置的内容传输到服务上并起作用。 

“程序信任”设置后的动作 

如果像[表 4.2.5]，结果如[表 4.2.6]所示。 

表4.2.5程序信任设置 

实例 可执行文件 进程 父进程 父进程 1 父进程 2 

1 apachectl webstart.sh. bash login in.telnetd 

2 apacheclt webstop.sh bash login In.telnetd 

 

 

用户登录过程的进程流及可信赖执行路径的匹配如下所示。 

in.telnetd → login → shell(csh, bash 等) → 命令 

[父进程1]  [父进程]  [进程]    [可执行文件] 

以及， 

in.telnetd → login →  中间省略 → 命令 

[父进程n]  [父进程n-1] [父进程n-2~进程]      [可执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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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6程序信任结果 

实例 结果 

1 
Web 管理员登录系统，运行只有自己知道的信任进程路径 webstart.sh，可以启动

web 服务。 

2 
Web 管理员登录系统，运行只有自己知道的信任进程路径 webstop.sh，可以停止

web 服务。 

 

 

  

[表4.2.5]中，进程字段的webstart.sh是web管理员创建的可信赖进程路径，其内容是“apachectl start”

。如果不通过webstart.sh的程序信任，其他系统用户不能启动web服务。只有通过Web管理员自己知

道的可信赖路径，才可以启动web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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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程序终止保护 

程序终止保护功能是指，未经允许的用户在保护对象上不能强制终止进程。 

程序终止保护设置 

管理控制台左侧的“进程–程序终止保护”点击后，在右侧出现程序终止保护设置界面。 

 

图4.2.21程序终止保护（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4.2.22程序终止保护（右侧主界面） 

程序终止保护功能把“进程”，“控制对象”所有字段定义的内容做 AND 运算，实现访问控制。 

程序终止保护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 

右侧程序终止保护规则界面上方的“添加”按钮点击之后，在“程序终止保护控制规则设置”中设置终止规则，

之后点“确认”来添加一个新的规则。 

也可以通过“策略添加向导”来添加新的规则。 

选择一个项目，点击上方的“修改”按钮，在“程序终止保护规则设置”界面中进行规则更改。 

选择一个或多个项目，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所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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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23程序终止保护控制规则设置 

在“程序终止保护控制规则设置”界面中进行程序终止保护规则设置。 

 进程：保护对象上的进程的绝对路径或相对路径。 

 监视：记录有关程序终止保护功能产生的日志。 

点击右侧的 出现“文件查找”界面，在此界面选择进程。然后点“确认”来添加新的程序终止保护对象。 

控制对象的添加 

右侧控制对象规则上方的“添加”按钮点击后，出现“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图4.2.24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这里指定的控制对象访问时，上面的“程序终止保护规则控制设置”会起作用。 

点击右侧的 ，出现“控制对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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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25控制对象界面 

如果选择“AND(&)”，则新添加的控制对象会和原来的控制对象做 AND 运算。 

如果选择“Not(!)”，则该用户没有访问权限。 

 

程序终止保护规则的应用 

当所有终止策略设置完成之后，点击右侧的“应用”可以应用当前设置的内容到保护对象服务上。 

设置了“程序终止保护”时的动作 

如果像[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一样，则各实例的结果如[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表4.2.7程序终止保护设置 

实例 进程 控制对象 

1 maild root & 192.168.0.1 

2 mysqld root & 192.168.0.2 

3 httpd root & 192.168.0.3 

表4.2.8程序终止保护设置结果 

实例 结果 备注 

1 
只有从 192.168.0.1 连接的 root 用户才可以终止进程

maild 
系统邮件管理员需要 

2 
只有从 192.168.0.2 连接的 root 用户才可以终止进程

mysqld 
系统数据库管理员需要 

3 
只有从 192.168.0.3 连接的 root 用户才可以终止进程

httd 
系统 web 管理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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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文件系统 

4.3.1. 文件管理 

文件管理功能是指，对文件或文件夹的安全属性进行管理。 

点击管理控制台左侧的“文件系统–文件管理”，右侧主界面部分出现文件管理界面。 

 

 

 

图4.3.1文件管理（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4.3.2文件管理（右侧主界面） 

文件管理功能中可以对系统存在的可执行文件设置“执行验证”安全属性。 

 

执行验证属性 

执行验证属性是指，如果没有从管理员那里取得执行权限，则该文件不能执行，从而防止外部流入的恶意代码

在系统上执行。文件管理界面上，若执行验证栏目显示“P”，则该文件属于执行验证属性已设置的文件，可

以执行。若没有“P”，则文件不属于执行验证文件，也就不能执行。 

Unix/Linux服务上，不能使用文件管理功能的只读安全属性。要使用文件的只读属性，请选择文件保护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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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x/Linux 服务中，执行验证控制在时间基线设定后起作用。如要设置时间基线，点击文件管理界面右上方的

“时间基线设置”按钮，可以设置及修改时间基线。时间基线设置之后，时间基线之后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如果

没有安全管理员对其设置安全属性，则默认没有执行权限。 

 

 

图4.3.3时间基线设置 

 

 

 

安全属性设置 

要设置安全属性，选择文件或文件夹后，点击右键，在出现的菜单上选择“安全属性”，来设置执行验证和只

读属性。可以选择多个文件或者文件夹，一起设置他们的安全属性。 

 

Unix/Linux服务上，安全管理员设定的时间为执行验证功能作用的基本时间，为了使用执行验证功能，

易路平安安装之后，请务必点击文件管理界面中“基准时间设置”，对基准时间进行设置。另外，基

准时间以前生成的所有文件都会被设置上执行验证属性。 

新程序安装或者操作系统及使用中的程序进行更新或者打补丁时，在Unix/Linux服务上，对于新安装的

可执行文件，推荐设置执行验证属性，或者重新设置基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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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4安全属性菜单选择 

 

图4.3.5安全验证属性设置 

 

图4.3.6安全验证属性设置完成 

进行安全属性修改时，若选择项目为文件夹，则[图 4.3.5]的安全属性设置界面中的“作用范围”部分可以选择，

各“作用范围”的说明部分见[表 4.3.1]。 

表4.3.1安全属性设置作用范围 

安全属性 说明 

仅作用于所选文件和文件夹 只有所选的文件和文件夹的安全属性可以被设置。 

仅作用于所选的文件夹和包含的文

件 

所选文件夹内的所有文件的安全属性可以被设置。 

作用于包含的所有文件夹及文件 所选文件夹内的所有文件和子文件夹的安全属性都可以被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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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文件保护 

文件保护功能是指，实施对文件或文件夹的保护（访问控制）。进程要访问保护对象上的文件或者文件夹时，

若进程具备“文件保护”的迂回权限，则文件保护的控制功能不会实行。易路平安安装后的最初状态中，通过

控制台访问的控制不能实现。 

 

 

 

文件保护设置 

管理控制台左侧的“文件系统–文件保护”点击后，右侧出现文件保护一览表。 

 

图4.3.7文件保护（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4.3.8文件保护设置（右侧主界面） 

文件保护功能把“文件/文件夹”，“使用权限”，“控制对象”等所有字段的内容做 AND 运算，实现访问控

制。即，“控制对象”在使用“进程”访问“文件/文件夹”时，分析“使用权限”。 

文件保护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 

文件保护功能有效的状态下，如果对不存在的文件/文件夹的保护设置实施之后，尽管文件保护对象已

经注册，但是该设置没有效。所以要在文件保护对象的文件/文件夹存在的状态下，设置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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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主界面选择一个文件保护规则后，点击上方的“添加”按钮，在出现的“文件保护规则设置”设置规则，

设置完成的规则将出现在所选的规则之后。 

也可以用“策略添加向导”来添加文件保护规则。 

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修改”按钮，在出现的“文件保护规则设置”界面中对规则进行更改。 

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所选规则。 

 

图4.3.9文件保护规则界面 

在“文件保护规则设置”界面设置文件保护规则信息。 

 文件：指定访问要保护对象的文件文件夹的绝对路径。也可以用“*”来匹配文件名。 

 进程：指定要赋予访问权限的进程的名称，以“,”隔开。指定的进程在访问保护对象的资源时，使

用权限起作用。如果省略进程则默认为应用于“所有进程”。 

 读：对该文件文件夹赋予读权限。 

 写：对该文件文件夹赋予写权限。“写”权限包括“读”权限和“属性修改”，但不包含“删除”权

限。 

 执行：如果该文件是可执行文件，则允许其执行。若选择了“执行”权限则“读”权限自动选择。 

 删除：对该文件文件夹赋予删除权限。该权限包含“读”权限，“属性修改”和“写”权限。 

 属性修改：对该文件文件夹赋予属性修改的权限。 

 监视：对该文件文件夹的所有操作全部记录日志。 

点击右侧的 ，在“文件查找”界面中选择文件或者进程，点击“确认”之后就可以添加新的文件保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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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对象的添加 

点击下方的“添加”按钮，出现“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图4.3.10控制对象规则设置 

这里指定的控制对象若访问文件保护对象的文件或者文件夹，则上述的“文件保护规则设置”起作用。 

点击右侧 ，出现“控制对象”界面。 

 

图4.3.11控制对象界面 

如果选择了“AND(&)”，则要增加的控制对象以 AND 和之前添加的控制对象连接。 

如果选择“NOT(!)”，则要添加的控制对象没有权限。 

 

文件保护规则的应用 

文件保护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以及控制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完成之后，点击上方的“应用”按钮，更新后

的规则会保存和起作用。 

 

只读权限许可时的行为 

如[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中设置，用户 root 若要访问文件“/data”，则访问结果如[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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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设置（读） 

实例 文件/文件夹 进程名 使用权限 控制对象 

1 /data （无） 读 root 

2 /data Vi 读 root 

3 /da* （无） 读 root 

表4.3.3访问（读） 

访问种类 运行 实例 1 实例 2 实例 3 

读 
vi data ○ ○ ○ 

cat data ○ × ○ 

写 

vi data  

（编辑后保存） 
× × × 

mv data data1 × × × 

执行 ./data × × × 

删除 rm data × × × 

属性修改 
chmod 777 

data 
× × × 

 

写权限许可时的行为 

如[表 4.3.4]中设置，用户 root 若要访问文件“/data”，则访问结果如[ 

实例 文件/文件夹 进程名 使用权限 控制对象 

1 /data （无） 写 root 

2 /data Vi 写 root 

3 /da* （无） 写 root 

表 4.3.5]。 

表4.3.4设置（写） 

实例 文件/文件夹 进程名 使用权限 控制对象 

1 /data （无） 写 root 

2 /data Vi 写 root 

3 /da* （无） 写 root 

表4.3.5访问结果（写） 

访问种类 运行 实例 1 实例 2 实例 3 

读 
vi data ○ ○ ○ 

cat data ○ × ○ 

写 

vi data  

（编辑后保存） 
○ ○ ○ 

mv data data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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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data × × × 

删除 rm data × × × 

属性修改 
chmod 777 

data 
○ × ○ 

 

可执行权限许可时的行为 

如[表 4.3.6]中设置，用户 root 若要访问文件“/data”，则访问结果如[ 

实例 文件/文件夹 进程名 使用权限 控制对象 

1 /data （无） 执行 root 

2 /data Vi 执行 root 

3 /da* （无） 执行 root 

表 4.3.7]（执行权限包含读权限）。 

表4.3.6设置（执行） 

实例 文件/文件夹 进程名 使用权限 控制对象 

1 /data （无） 执行 root 

2 /data Vi 执行 root 

3 /da* （无） 执行 root 

表4.3.7访问结果（执行） 

访问种类 运行 实例 1 实例 2 实例 3 

读 
vi data ○ ○ ○ 

cat data ○ × ○ 

写 

vi data  

（编辑后保存） 
× × ○ 

mv data data1 × × ○ 

执行 ./data ○ ○ × 

删除 rm data × × × 

属性修改 
chmod 777 

data 
× × × 

 

“读”“写”“删除”权限许可时的行为 

如[表 4.3.8]中设置，用户 root 若要访问文件“/data”，则访问结果如[ 

实例 文件/文件夹 进程名 使用权限 控制对象 

1 /data （无） 读，写，删除 root 

2 /data Vi 读，写，删除 root 

3 /da* （无） 读，写，删除 root 

表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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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8设置(读，写，删除) 

实例 文件/文件夹 进程名 使用权限 控制对象 

1 /data （无） 读，写，删除 root 

2 /data Vi 读，写，删除 root 

3 /da* （无） 读，写，删除 root 

表4.3.9访问结果(写) 

访问种类 运行 实例 1 实例 2 实例 3 

读 
vi data ○ ○ ○ 

cat data ○ × ○ 

写 

vi data  

（编辑后保存） 
○ ○ ○ 

mv data data1 ○ × ○ 

执行 ./data × × × 

删除 rm data ○ ○ ○ 

属性修改 
chmod 777 

data 
○ × ○ 

 

属性修改权限许可时的行为 

如[表 4.3.10]中设置，用户 root 若要访问文件“/data”，则访问结果如[ 

实例 文件/文件夹 进程名 使用权限 控制对象 

1 /data （无） 属性修改 root 

2 /data touch 属性修改 root 

表 4.3.11 访问结果]。 

表4.3.10设置(属性修改) 

实例 文件/文件夹 进程名 使用权限 控制对象 

1 /data （无） 属性修改 root 

2 /data touch 属性修改 root 

表4.3.11访问结果（写） 

访问种类 运行 实例 1 实例 2 

读 
vi data × × 

cat data × × 

写 

vi data  

（编辑后保存） 
× × 

mv data data1 × × 

执行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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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rm data × × 

属性修改 

chmod 777 data ○ × 

chown tom:tom data ○ × 

touch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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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特权程序 

管理控制台左侧的“文件系统–SETUID 限制”点击后，右侧出现特权程序设置界面。 

 

图4.3.12setuid 限制（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4.3.13 SETUID限制（右侧主界面） 

SETUID 限制功能是指，在运行设置了 SETUID 位的命令时，根据用户或连接的 IP 地址判断许可或阻断。 

特权程序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 

右侧主界面选择一个 SETUID 限制规则后，点击上方的“添加”按钮，在出现的“SETUID 限制规则设置”设

置规则，设置完成的规则将出现在所选的规则之后。 

也可以用“策略添加向导”来添加 SETUID 限制规则。 

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修改”按钮，在出现的“SETUID 限制规则设置”界面中对规则进行更改。 

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所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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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14 SETUID限制规则设置界面 

在“SETUID 限制规则设置”界面设置新添加的 SETUID 限制信息。 

 特权程序：设置了 SETUID 位的可执行文件。 

 监视：对所选的 SETUID 程序进行日志记录。 

点击右侧的 ，在出现的“文件查找”界面中，选择要控制的特权程序，然后点“确认”来添加新的特权

程序。 

 

控制对象的添加 

“SETUID 限制”添加后，点击下方的“添加”按钮来添加“控制对象规则”。 

 

图4.3.15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这里设置要访问 SETUID 限制程序的控制对象（用户或 IP），设置是否要赋予他们权限。 

点击右侧的 ，出现“控制对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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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16监管对象界面 

监管对象可以选择用户，组，控制对象组和 IP 地址。 

如果选择了“AND(&)”，则要增加的控制对象以 AND 和之前添加的控制对象连接。 

如果选择“NOT(!)”，则要添加的控制对象没有权限。 

 

SETUID 限制规则的应用 

SETUID 限制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以及控制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完成之后，点击上方的“应用”按钮，更新

后的规则会保存和起作用。 

 

 

 

  

如果SETUID限制控制列表中没有注册的规则，则系统所有的setuid程序都不受易路平安特权程序功能

的控制。 

如注册了setuid程序，也只有许可的对象才可以运行这些setuid程序，特权程序控制列表中没有注册的s

etuid程序全部不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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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文件异常检测 

文件异常检测是指，对服务器上重要文件的变更进行审计，以指定的周期对文件进行检查，如发现文件有变动，

则记录审计日志。 

管理控制台左侧的“文件系统–文件异常检测”点击后，右侧出现文件异常检测界面。 

 

 

图4.3.17文件异常检测（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4.3.18文件异常检测（右侧主界面） 

文件异常检测菜单 

文件异常检测菜单如下图所示。 

 添加：添加一致性审计对象。 

 删除：删除一致性审计对象。 

 更新：以现在时刻更新对象文件的一致性审计信息。如文件更新过或修改过，那么必须点击“更新”，

使对象文件的一致性审计信息更新。 

 审计：检测各对象文件的一致性。 

 审计周期：设置检测周期，在特定时间进行一致性检测。检测 

对象文件的添加 

点击“添加”按钮，在出现的“文件异常检测规则设置”界面中，点击[…]在“文件查看”界面中选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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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19检测对象的添加 #1 

“文件查找”界面中选择要进行一致性审计的文件，然后点“确认”。“文件查看”的“路径”栏中可以直接

输入路径，点“转到”或者按回车键就可以直接转到该目录。 

 

图4.3.20检测对象的添加 #2 

文件更新时要记录日志的情况下，选择“监视”选项。如需要，在“说明”栏里输入信息，然后点“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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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21检测对象添加 #3 

 

删除一致性对象文件 

选定要删除的项目，点击“删除”按钮来删除。 

 

图4.3.22检测对象的删除 

检测审计的周期设置 

点击“检查周期设置”，出现下面一致性周期设置界面。周期以天/周/月为单位，在指定的时间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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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23检查周期设置 

异常审计 

如要立刻进行一致性审计，点击“审计”按钮进行审计。 

更新 

已经进行一致性审计对象注册的文件，如果修改过，则需要点击“更新”使对象文件的一致性审计信息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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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连接 

4.4.1. 程序连接 

进程端口功能是指，特定进程通过网络从系统连入连出时对系统提供保护功能。进程端口功能记录的日志在

“日志–日志查看”中的网络项目中查看。 

 

程序连接的设置 

点击左侧的“连接–程序连接”，右侧出现程序连接策略设置界面。 

 

图4.4.1连接设置界面（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4.4.2程序连接（右侧主界面） 

 

程序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 

右侧主界面选择一个规则后，点击上方的“添加”按钮，在出现的“程序连接规则设置”界面中设置规则，设

置完成的规则将出现在所选的规则之后。 

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修改”按钮，在出现的“程序连接规则设置”界面中对规则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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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所选规则。 

 

图4.4.3程序连接规则设置界面 

在“程序连接规则设置”界面中对进程端口规则进行设置。 

 进程：指定控制对象进程的绝对路径。点击 ，在出现的“文件查找”界面中选择进程。“*”表

示所有进程。[图4.4.3]中，进程“httpd”的所有网络通信都会被监视控制。 

 端口：输入指定进程的通信端口。端口可能值为1到65535，也可以输入区间A-B（端口A开始到端口

B结束）。“*”表示所有端口。[图4.4.3]中连入端口80和8080被监视，所有连出端口都被监视。 

 进程连入端口：通过进程从外部连入系统内部的端口。 

 进程连出端口：通过进程从系统内部连出到外部的端口。 

 监视：记录进程所有网络通信的日志。 

 说明：进程端口规则的说明信息。 

 

进程对象的添加 

点击右侧主界面上方的“添加”按钮，出现“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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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4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控制对象规则：输入可以访问该进程端口的IP地址。“*”表示所有IP地址，多个IP地址以“,”隔开，

IP地址前面的“!”表示该对象除外。[图4.4.4]中，IP地址“192.168.0.2”和“192.168.0.1”允许访问，

此外所有IP都不允许远程访问。 

点击右边的 ，出现“控制对象”界面，输入IP地址。 

如果选择“Not(!)”，则添加的IP地址不允许访问。 

 说明：控制对象规则的说明信息。 

 

图4.4.5控制对象界面 

策略添加向导 

使用策略添加向导顺序添加网络端口规则和控制对象规则。 

策略应用 

当所有网络端口策略设置完成之后，点击右侧的“应用”可以应用当前设置的内容到保护对象服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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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连入端口 

连入端口功能是指，通过特定端口连入系统时对系统提供保护的功能。连入端口功能记录的日志在“日志–日

志查看”的网络项目中查看。 

 

连入端口设置 

点击左侧的“连接–外对内连接”，右侧出现连入端口策略设置界面。 

 

图4.4.6外对内连接（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4.4.7外对内连接（右侧主界面） 

 

外对内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 

右侧主界面选择一个规则后，点击上方的“添加”按钮，在出现的“连入端口规则设置”界面中设置规则，设

置完成的规则将出现在所选的规则之后。 

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修改”按钮，在出现的“连入端口规则设置”界面中对规则进行更改。 

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所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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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8外对内连接规则设置界面 

在“外对内连接规则设置”界面可以设置连入端口信息。 

 端口：输入指定进程的通信端口。端口可能值为1到65535，也可以输入区间A-B（端口A开始到端口

B结束）。“*”表示所有端口。[图4.4.8]中从外部通过3389端口连入的网络通信被监视。 

 监视：记录进程所有连入的网络通信的日志。 

 说明：连入端口规则的说明信息。 

 

监管对象的增加 

点击右侧主界面上方的“添加”按钮，出现“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图4.4.9控制对象规则设置 

 控制对象规则：输入可以通过该进程端口连接的外部IP地址。“*”表示所有IP地址，多个IP地址以“,”

隔开，IP地址前面的“!”表示该对象除外。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控制对象规则设置]中，IP地址

“192.168.0.1”不允许访问，此外所有IP都允许远程访问。 

点击右侧的 ，在出现的“控制对象”界面中输入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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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10控制对象界面 

如果选择“Not(!)”，则添加的IP地址不允许访问。 

 说明：控制对象的说明信息。 

策略添加向导 

使用策略添加向导顺序添加连入端口规则和控制对象规则。 

策略应用 

当所有连入端口策略设置完成之后，点击右侧的“应用”可以应用当前设置的内容到保护对象服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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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内对外连接 

连出端口是指，通过特定端口连出时对系统提供保护的功能。连出端口功能记录的日志在“日志–日志查看”

的网络项目中查看。 

 

内对外连接设置 

点击左侧的“网络–连出端口”，右侧出现连出端口策略设置界面。 

 

图4.4.11内对外连接（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4.4.12内对外连接（右侧主界面） 

内对外连接的添加/修改/删除 

右侧主界面选择一个规则后，点击上方的“添加”按钮，在出现的“内对外连接规则设置”界面中设置规则，

设置完成的规则将出现在所选的规则之后。 

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修改”按钮，在出现的“内对外连接规则设置”界面中对规则进行更改。 

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所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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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13内对外连接规则设置界面 

在“内对外连接规则设置”界面中设置连出端口规则。 

 端口：输入从服务器上连出的端口。端口可能值为1到65535，也可以输入区间A-B（端口A开始到端

口B结束）。“*”表示所有端口。[图4.4.13]中，外部的337端口到400端口的连出网络通信被监视。 

 监视：记录进程所有的连出网络通信的日志。 

 说明：连出端口规则的说明信息。 

 

监管对象的增加 

点击右侧主界面上方的“添加”按钮，出现“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图4.4.14控制对象规则设置 

 控制对象规则：输入可以通过该进程端口连接到外部的IP地址。“*”表示所有IP地址，多个IP地址以

“,”隔开，IP地址前面的“!”表示该对象除外。 [图4.4.14控制对象规则设置]中，IP地址“192.168.

0.1”允许访问，此外所有IP都不允许连出。 

点击右侧的 ，在出现的“监管对象”界面中输入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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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15监管对象界面 

如果选择“Not(!)”，则添加的IP地址不允许访问。 

 说明：控制对象的说明信息。 

策略添加向导 

使用策略添加向导顺序添加连出端口规则和控制对象规则。 

策略应用 

当所有连出端口策略设置完成之后，点击右侧的“应用”可以应用当前设置的内容到保护对象服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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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用户 

4.5.1.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功能是指，查看并管理系统存在的用户（添加/修改/删除），还有对用户登录和密码修改进行控制。 

 

 

用户管理设置 

点击左侧的“用户–用户管理”，右侧出现用户管理界面，显示系统存在的用户列表。 

 

图4.5.1用户管理（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4.5.2用户管理（右侧主界面） 

用户管理功能可以添加新用户，修改已有用户和删除用户，以及设置用户的“远程登录策略”和“SU 策略”。 

用户的添加/修改/删除 

用户登录和密码修改控制功能不能对控制台用户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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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右侧主界面上，鼠标右键单击后选择“添加”菜单，或者点击用户管理界面上方的按钮可以添加用户。右键

单击选“修改”或者点击上方的来对用户进行修改。右键单击选“删除”或者点击上方的来删除所选用户。 

 

 

图4.5.3用户添加/修改/删除（鼠标右键单击选项） 

 

 

图4.5.4用户信息界面 

在“用户信息”界面中可以查看有关该用户的信息。 

 用户名：输入要添加用户的名称。 

 组：设置要添加用户所属的组。可以从列表中选择。 

 全称：用户的全称及该用户的说明信息。 

 主目录：输入该用户的主目录。 

 Shell：用户登录系统之后要使用的 shell。 

 密码/确认密码：输入用户在登录系统时使用的密码。 

 失效日：失效日设置之后，用户在失效日之后被锁定，并不能登录系统。 

 用户锁定/解锁：设置锁定或解锁来控制用户是否可以登录系统。如果设置了用户锁定，则右侧出现

红色标识。 

安全策略默认值 

右侧主界面中鼠标右键点击，选择“安全策略默认值”，或者点击按钮，可以确认安全策略默认值。用户最初

登录时用户安全策略文件会用默认值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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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值修改由“锁定策略”和“密码策略”两部分组成。如要修改默认值，选择策略之后点击，或者鼠标右键

单击也可以。另外，修改后的值如要复原，可以点击按钮。 

 

图4.5.5用户安全策略默认值界面 

锁定策略 

 登录尝试次数：设置用户登录的尝试次数，用户登录失败次数如超过该值，则用户被锁定。 

 登录尝试次数初始化时间：设置用户初始化时间，登录时登录尝试次数没有超过的情况下，或者设定

的初始化时间超过之后，登录失败计数器归 0。 

 未使用期间：设置未使用期间，用户在该期间如果没有登录，则用户登录时被锁定，不能登录。 

 同时连接会话数：控制用户同时连接的会话数，如超过此数字则不能连接。 

 自动注销时间：一定时间内，如果用户不活动（没有键盘输入），则自动注销该用户。该功能设置用

户登录的 shell 变量，使用操作系统支持的功能。 

密码策略 

 密码最小使用日：在该时间之前，用户不能修改密码。 

 密码最大使用日：在此期间用户不能修改密码。 

 密码失效前警告日：登录时提示密码的失效时间。 

 密码最小长度：修改密码时小于该长度不能修改。 

 密码最大长度：修改密码时超过此长度不能修改。 

 最近密码个数：修改密码时，以前用过的密码不能使用。会检查密码列表，与以前密码做比较。 

 字母个数：修改密码时，需要包含的字母个数。 

 数字个数：修改密码时，需要包含的数字个数。 

 特殊字符个数：修改密码时，需要包含的特殊字符个数。 

 相同字符许可个数：修改密码时，若同样字符个数超过该值，则不允许修改密码。 

 连续字符许可个数：修改密码时，若连续字符个数超过该值，则不允许修改密码。 

 和现在密码不同的字符个数：修改密码时，如果新密码和现在密码相同的字符数超过该设置值，则不

允许修改密码。 

组管理 

把可以登录系统的 IP 划分成组，这样在设置策略时就可以使用组，而不是 IP。 

组的添加/修改/删除 

“用户安全策略默认值”界面的“IP 地址组”左侧上方的点击之后，可以添加组。点击来修改组，点击来删除

注册过的组。 

 

图4.5.6IP地址组的组名设置界面 

IP地址的添加/修改/删除 

“用户安全策略默认值”界面的“IP 地址组”右侧上方的点击之后，可以添加要分组的 IP 地址。点击来修改

IP 地址，点击来删除注册过的 IP 地址。 

安全策略基本值中若策略设置值为“0”，则表示该策略不能使用。用户安全策略文件存在的情况下，

用户登录时，用户安全策略文件中不使用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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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7IP地址组的IP添加界面 

安全策略默认值设置完成 

“锁定策略”，“密码策略”和“IP地址组”添加/修改/删除后，点击“用户安全策略默认值”上方的来保存

修改。 

安全策略 

在右侧主界面上选择用户之后，鼠标右键单击点击“安全策略”，或者点击按钮，可以确认该用户相关的安全

策略。“安全策略”由“用户信息”“锁定策略”“密码策略”“远程登录策略”和“SU 策略”组成。 

 

图4.5.8用户安全策略界面 

用户信息 

在“用户信息”可以查看该用户相关的信息。 

 用户名：所选用户的名称。 

 状态：该用户是否可以登录系统。如果状态是“可以使用”则该用户可以登录系统，如果是“锁定”

则该用户被锁定，不能登录系统。 

若状态是“锁定”，要解除锁定需要主界面鼠标右键选择“修改”。“用户信息”界面上方的“用户

锁定”选择框去掉即可。 

 最后登录时间：该用户最近登录的时间。 

 密码修改时间：该用户最近修改密码的时间。 

锁定策略/密码策略 

锁定策略/密码策略功能，请参考“基本策略默认值”。 

远程登录策略 

远程登录策略是用户通过telnet，ssh或ftp服务访问系统的控制策略。 

各服务“远程登录策略”的设置都一样，选定该服务下方的“拒绝访问”，则用户不能通过该服务登录系统。 

如果没有选定“拒绝访问”，则“时间”“星期”“IP地址”的设置值全部满足的情况下才可以登录，如果有

一项不能满足就不能登录。 

添加/修改/删除时间 

系统用户通过上述服务远程访问系统的时间可以通过来添加。 

 

图4.5.9服务使用时间设置界面 

选择一个时间，点击来对访问时间进行修改。 

选择一个时间，点击可以删除该时间。 

 

星期的添加/修改 

设置用户通过上述服务进行远程访问的星期。选择可能的星期之后，只有在选择的星期才能登录，其他时间都

不能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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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地址的添加/修改/删除 

系统用户通过上述服务远程访问系统的IP地址可以通过来添加。 

 

图4.5.10使用服务可能的IP地址设置界面 

IP地址的添加有两种方法。IP地址组和IP地址。 

IP地址组可以选择在“用户安全策略默认值– IP地址组”中注册过的IP地址组，IP地址方式就是输入要访问的I

P地址。 

如果要修改IP地址，可以选择要修改的IP或组之后，点击。 

如果要删除IP地址，可以选择要修改的IP或组之后，点击。 

SU策略 

已登录系统的用户使用su服务可以转换成其他用户（switch user），SU策略是对这种行为进行控制的策略。

只有在SU列表中注册过的用户才可以转换用户，此外所有用户都不能转换。 

SU的添加/修改/删除 

要对已登录的用户通过su转换成其他用户的行为进行许可，可以点击来添加对象用户到列表中。要对已注册用

户进行修改，可以选择用户之后点。要删除已注册用户，可以选择用户之后点击。 

用户安全策略设置完成 

“锁定策略”“密码策略”“远程登录策略”“SU策略”添加/修改/删除完成之后，点击“用户安全策略”界

面上方的，来保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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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组管理 

组管理功能是指，查看和管理系统存在的组（添加/修改/删除），还提供组远程登录策略功能。 

组管理设置 

点击左侧的“用户–组管理”，右侧出现组管理界面，显示系统存在的组列表。 

 

图4.5.11组管理（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4.5.12组管理（右侧主界面） 

组管理功能可以增加新组，修改和删除已有组，还可以设置各个组的“安全策略”。 

组的添加/修改/删除 

右侧主界面上鼠标右键单击选择“添加”，或者点击上方的，可以添加新的组。鼠标右键单击选“修改”或者

点击上方的，可以对所选组进行修改。鼠标右键选“删除”或者点击可以删除所选的组。 

 

图4.5.13组的添加/修改/删除（鼠标右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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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14组信息界面 

“组信息”界面显示该组的相关信息。 

 组名：输入要添加/修改的组名称。 

 组 ID：组添加时自动分配，不能修改。 

 组员：可以查看该组的成员，但不能修改。 

 说明：关于该组的说明，不能修改。 

安全策略 

右侧主界面中选定一个组，鼠标右键单击，选择“安全策略”，或者点击，可以对所选组的安全策略进行确认。

“安全策略”中显示“组信息”和“远程登录策略”。 

 

图4.5.15组安全策略界面 

组信息 

“组信息”中显示该组的有关信息。 

 组名：所选组的名称。 

 组 ID：所选组的 ID。 

 组员：所选组的成员。 

远程登录策略 

远程登录策略是对所选组所属成员通过telnet，ssh或ftp等服务访问系统时进行控制的策略。 

telnet，ssh和ftp的“远程登录策略”设置方法都一样，都是选择页面上的“访问拒绝”，那么该组就不能使

用该服务访问系统。 

“拒绝访问”选择框如果没有被选中，则“时间”“星期”“IP地址”等各设置值都满足时才能登录，一个不

满足便不能登录。 

添加/修改/删除时间 

组员通过上述服务远程访问系统的时间可以通过来添加。 

 

图4.5.16服务使用时间设置界面 

选择一个时间，点击来对访问时间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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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个时间，点击可以删除该时间。 

星期的添加/修改 

设置组员通过上述服务进行远程访问的星期。选择可能的星期之后，只有在选择的星期才能登录，其他时间都

不能登录。 

IP地址的添加/修改/删除 

点击，来设置组员通过上述服务进行远程登录的IP地址。 

 

图4.5.17使用服务的IP地址设置界面 

IP地址的添加有两种方法。IP地址组和IP地址。 

IP地址组可以选择在“用户安全策略默认值– IP地址组”中注册过的IP地址组，IP地址方式就是输入要访问的I

P地址。 

如果要修改IP地址，可以选择要修改的IP或组之后，点击。 

如果要删除IP地址，可以选择要修改的IP或组之后，点击。 

组安全策略设置完成 

“远程登录策略”添加/修改/删除完成之后，点击“组安全策略”界面上方的，来保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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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日志 

4.6.1. 日志查看 

点击左侧功能选择界面的“日志”，右侧出现如[图 4.6.1]，显示已连接服务上的易路平安系统保护功能和监

视功能产生的日志记录。 

 

图4.6.1日志查看界面 

日志查看功能由“进程”“文件系统”“网络”“用户验证”“监视”“管理”等页面组成，各页面上显示易

路平安对应的服务保护功能产生的日志。 

高级 

点击上方，对日志查看界面上要显示的项目进行选择。 

点击，恢复日志查看项目的默认值，点击，选择所有日志项目。 

刷新 

点击上方，更新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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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1. 程序日志查看 

选择日志查看界面上方的“程序”页面，易路平安的服务保护功能中，与[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进程]关联的

审计日志在此查看。点击高级，出现[图4.6.2]，可以选择要查看的日志项目。 

 

图4.6.2进程日志查看设置界面 

进程日志查看界面的各日志项目的说明在[表4.6.1]。 

表4.6.1进程审计日志的项目 

No 日志项目 内容 例 

1 发生时间 时间发生的时间（保护对象上的时刻） 

yyyy-mm-dd hh:mm:ss.mmm 

2011-02-23 

11:23:34.456 

2 主机名 保护对象的主机名 system.redhat.com 

3 服务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217 

4 操作系统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种类 Redhat Linux 

5 操作系统版本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版本 2.6.18-194.el5 

6 本地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101 

7 本地端口 保护对象的端口号 22 

8 终端 连接终端 pts/3 

9 进程ID 保护对象上运行的进程ID号码 6685 

10 进程名 保护对象上运行的进程名称 bash 

11 父进程ID 进程的父进程ID sshd 

12 父进程名 进程的父进程名称 834 

13 有效用户ID 有效用户的ID (Effective User ID) root 

14 有效组ID 有效组的ID (Effective Group ID) root 

15 实际用户ID 实际用户ID (Real User ID) br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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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访问对象 访问客体对象的全路径 /usr/bin/top 

17 消息类型 消息类型 command 

18 消息ID 消息ID 113012 

19 消息 消息 User bruce was 

denied to execute 

"/usr/bin/top" on 

192.168.0.101 

20 发生原因 根据何安全策略产生的消息 COMMAND.CONF: 

7[7]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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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2. 文件系统日志查看 

选择日志查看界面上方的“文件系统”页面，易路平安的服务保护功能中，与[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文件系

统]关联的审计日志在此查看。点击高级，出现[图4.6.3]，可以选择要查看的日志项目。 

 

图4.6.3文件系统日志项目设置界面 

文件系统日志查看界面的各日志项目的说明在[表4.6.2]。 

表4.6.2文件系统审计日志的项目 

No 日志项目 内容 例 

1 发生时间 时间发生的时间（保护对象上的时刻） 

yyyy-mm-dd hh:mm:ss.mmm 

2011-04-19 

09:45:15.888 

2 主机名 保护对象的主机名 system.redhat.com 

3 服务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217 

4 操作系统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种类 Redhat Linux 

5 操作系统版本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版本 2.6.18-194.el5 

6 本地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101 

7 本地端口 保护对象的端口号 22 

8 进程名 保护对象上运行的进程名称 bash 

9 父进程名 进程的父进程名称 su 

10 有效用户ID 有效用户的ID (Effective User ID) root 

11 实际用户ID 实际用户的ID (Real User ID) root 

12 主体权限 为进程设置的迂回权限 (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

源。进程特权]) 

------ 

13 INODE 访问对象客体的INODE号码 23445 

14 访问对象 访问对象客体的全路径 /usr/local/so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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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访问对象属性 (Linux/Unix未使用)为访问对象客体设置的安全属

性 
------ 

16 消息类型 消息类型 acl 

17 消息ID 消息ID 121022 

18 消息 消息 User root was denied 

to access-read home 

directory of secureos 

using bash on 

192.168.0.101 

19 发生原因 根据何安全策略产生的消息 secureos home 

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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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3. 连接日志查看 

选择日志查看界面上方的“连接”页面，易路平安的服务保护功能中，与[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网络]关联的

审计日志在此查看。点击高级，出现[图4.6.4]，可以选择要查看的日志项目。 

 

图4.6.4连接日志项目设置界面 

连接日志查看界面的各日志项目的说明在[表4.6.3]。 

表4.6.3网络审计日志项目 

No 日志项目 内容 例 

1 发生时间 时间发生的时间（保护对象上的时刻） 

yyyy-mm-dd hh:mm:ss.mmm 

2011-02-23 

11:23:34.456 

2 主机名 保护对象的主机名 system.redhat.com 

3 服务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219 

4 操作系统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种类 Redhat Linux 

5 操作系统版本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版本 2.6.18-194.el5 

6 本地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101 

7 本地端口 保护对象的端口号 21 

8 目标IP地址 保护对象连接的外部IP地址 192.168.3.219 

9 目标端口 保护对象连接的外部端口号 0 

10 进程名 保护对象上运行中的进程名 vsftpd 

11 有效用户ID 有效用户的ID (Effective User ID) root 

12 动作 Tcp socket通信动作 accept 

13 消息类型 消息类型 procport 

14 消息ID 消息ID 134022 

15 消息 消息 192.168.0.101 was 

denied to connec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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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21 serviced by 

vsftpd 

16 发生原因 根据何安全策略产生的消息 PROCPORT.CONF: 1[1]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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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4. 用户日志查看 

选择日志查看界面上方的“用户”页面，易路平安的服务保护功能中，与[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用户]关联的

审计日志在此查看。点击高级，出现[图4.6.5]“图4.6.5 用户日志项目设置界面”，可以选择要查看的日志项

目。 

 

图4.6.5用户日志项目设置界面 

用户日志查看界面的各日志项目的说明在[表4.6.4]。 

表4.6.4用户验证审计日志项目 

No 日志项目 内容 例 

1 发生时间 时间发生的时间（保护对象上的时刻） 

yyyy-mm-dd hh:mm:ss.mmm 

2011-02-23 

11:23:34.456 

2 主机名 保护对象的主机名 system.redhat.com 

3 服务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217 

4 操作系统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种类 Redhat Linux 

5 操作系统版本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版本 2.6.18-194.el5 

6 本地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101 

7 终端 连接终端 pts/3 

8 进程名 保护对象上运行中的进程名 bash 

9 有效用户ID 有效用户的ID (Effective User ID) root 

10 消息类型 消息类型 login 

11 消息ID 消息ID 235010 

12 消息 消息 root was succeeded 

to login(console) from 

console 

13 发生原因 根据何安全策略产生的消息 Succeeded 

 

  



 

  106 

4.6.1.5. 监视日志查看 

选择日志查看界面上方的“监视”页面，易路平安的服务保护功能中，与监视设置有关联的审计日志在此查看。

点击高级，出现[图4.6.6]，可以选择要查看的日志项目。 

 

图4.6.6监视日志项目设置界面 

监视日志查看界面的各日志项目的说明在[表4.6.5]。 

表4.6.5监视日志项目 

No 日志项目 内容 例 

1 发生时间 时间发生的时间（保护对象上的时刻） 

yyyy-mm-dd hh:mm:ss.mmm 

2011-04-19 

11:23:34.456 

2 主机名 保护对象的主机名 system.redhat.com 

3 服务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217 

4 操作系统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种类 Redhat Linux 

5 操作系统版本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版本 2.6.18-194.el5 

6 本地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101 

7 本地端口 保护对象的端口号 22 

8 目标IP地址 保护对象连接的外部IP地址 192.168.3.219 

9 目标端口 保护对象连接的外部端口号 0 

10 终端 连接终端 pts/3 

11 进程ID 保护对象上运行的进程ID号码 7875 

12 进程名 保护对象上运行的进程名称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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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父进程ID 进程的父进程ID 7755 

14 父进程名 进程的父进程名称 bash 

15 有效用户ID 有效用户的ID (Effective User ID) john 

16 有效组ID 有效组的ID (Effective Group ID) john 

17 实际用户ID 实际用户的ID (Real User ID) john 

18 主体权限 为进程设置的迂回权限 (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

源。进程特权]) 

------ 

19 INODE 访问对象客体的INODE号码 1212132 

20 访问对象 访问对象客体的全路径 /bin/more 

21 访问对象属性 （Unix/Linux未使用）为访问对象客体设置的安

全属性 

------ 

22 动作 事件发生时，保护对象上的动作 execute 

23 消息类型 消息类型 exec 

24 消息ID 消息ID 144010 

25 消息 消息 more test.sh 

26 发生原因 根据何安全策略产生的消息 T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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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6. 管理日志查看 

选择日志查看界面上方的“管理”页面，易路平安的服务保护功能的策略设置的管理日志在此查看。点击高级，

出现[图4.6.7]，可以选择要查看的日志项目。 

 

图4.6.7管理日志项目设置界面 

管理日志查看界面的各日志项目的说明在[表4.6.6]。 

表4.6.6管理日志项目 

No 日志项目 内容 例 

1 发生时间 时间发生的时间（保护对象上的时刻） 

yyyy-mm-dd hh:mm:ss.mmm 

2011-02-23 

11:23:34.456 

2 主机名 保护对象的主机名 system.redhat.com 

3 服务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217 

4 操作系统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种类 Redhat Linux 

5 操作系统版本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版本 2.6.18-194.el5 

6 本地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101 

7 进程ID 保护对象上运行的进程ID号码 7868 

8 进程名 保护对象上运行的进程名称 soctld 

9 父进程ID 进程的父进程ID 6193 

10 父进程名 进程的父进程名称 soctld 

11 有效用户ID 有效用户的ID (Effective User ID) root 

12 实际用户ID 实际用户的ID (Real User ID) root 

13 消息类型 消息类型 config 

14 消息ID 消息ID 154020 

15 消息 消息 Security option policy 

modified 

16 发生原因 根据何安全策略产生的消息 config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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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过滤设置 

易路平安的服务保护和监视功能产生的审计日志，根据用户的设置可能会有大量日志产生。 

使用易路平安的日志过滤功能，可以抑制异常审计日志的产生，把处理日志而对系统的影响降到最小，同时减

小审计日志带来的磁盘空间的浪费。 

日志过滤设置 

左侧安全功能选择界面的“日志–过滤配置”点击之后，右侧出现已连接服务的易路平安的日志过滤设置界面，

如[图 4.6.9]所示。 

 

图4.6.8过滤设置（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4.6.9日志过滤设置界面（右侧主界面） 

日志过滤功能有以下两种设置。 

 只指定“进程”和“消息类型”时 

“进程”和“消息类型”字段定义的内容做 AND 运算，进行过滤。即，定义了“进程”和“消息类

型”时，在记录之前进行过滤，如果产生的消息和定义的“进程”和“消息类型”一致则不记录日

志。 

 “进程”“消息类型”“控制对象”全部指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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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消息类型”“控制对象”字段定义的内容做 AND 运算之后，三个字段的内容全部匹配时

才记录日志，此外全不记录。 

 

日志过滤设置的添加/修改/删除 

右侧主界面选择一个规则后，点击上方的“添加”按钮，在出现的“日志过滤规则设置”界面中设置规则，设

置完成的规则将出现在所选的规则之后。 

也可以用“策略添加向导”来添加新的日志过滤规则。 

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修改”按钮，在出现的“日志过滤规则设置”界面中对规则进行更改。 

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所选规则。 

 

图4.6.10日志过滤规则设置界面 

在[图 4.6.10]中，添加新的日志过滤规则。 

 进程：要进行日志过滤的进程名。“*”表示匹配所有进程。点击右边的 ，在出现的“文件查看”

界面中选择要添加的进程。 

 消息类型：选择要指定的日志过滤消息类型。消息类型的详细内容，请参考[表 4.6.7]。 

 说明：日志过滤规则的说明信息。 

点击“确认”，添加一个新的日志过滤规则。 

消息类型 

日志过滤要指定的“消息类型”的种类，请参考[表 4.6.7]。 

表4.6.7消息类型的种类 

No 消息类型 产生条件 

1 kill 程序终止保护(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程序终止保护)控制中，程序终止保护行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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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时 

2 command 命令执行(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命令执行)控制中，命令执行被拒绝时 

3 acl 文件保护(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文件保护)控制中，访问被拒绝时 

4 setuid 特权程序(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特权程序)控制中，SETUID 程序运行被拒绝时 

5 X-auth Windows 安全属性的“执行验证”属性设置后，该可执行文件执行被拒绝时 

6 X-readonly Windows 安全属性的“只读”属性设置后，对该文件进行写或删除操作被拒绝时 

7 integrity 一致性审计(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一致性审计)中，审计对象文件变更时 

8 incoming 连入端口(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连入端口)控制中，网络连接被拒绝时 

9 outgoing 连出端口(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连出端口)控制中，网络连接被拒绝时 

10 procport 进程端口(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进程端口)控制中，网络连接被拒绝时 

11 P-trace 进程(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进程)功能的“监视”标志设置后，访问该文件时 

12 F-trace 文件系统(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文件系统)功能的“监视”标志设置后，访问该文

件时 

13 N-trace 网络(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网络)功能的“监视”标志设置后，网络连接时 

14 exec 进程执行日志([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日志记录]的高级设置)，进程执行时 

15 module 模块加载控制([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文件系统保护]的高级设置)，未经允许的对

象加载模块被拒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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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的服务保护策

略设置（Windows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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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主界面 

安全功能选择部分的最顶端是主界面，它由安全状态和控制对象设置两部分组成。 

5.1.1. 安全状态 

点击左边“主界面”，右方主界面上将显示各系统保护功能的设置及保护状态，产品信息及环境设置信息。 

 

 

图5.1.1安全状态（左侧安全功能选择界面） 

 

图5.1.2安全状态 

5.1.1.1. 系统保护 

对易路平安已连接的服务的各项功能进行运行模式的确认和修改。通过“配置修改”来设置基本运行模式（运

行，监视，终止），通过“高级设置”来进行各子功能的设置（运行，终止）。 

系统保护模式的设置会影响到其他所有服务保护功能的运行模式。 

运行 

如果系统保护的运行模式为“运行”，则右侧出现“运行中”。 

其他所有安全功能的运行模式为“运行”的情况下，“运行中”为蓝色。 

其他安全功能的运行模式有部分为“监视”或者“终止”的情况下，“运行中”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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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系统保护运行中 

监视 

如果设置系统保护的运行模式为“监视”，则右侧出现“监视中”。 

系统保护的运行模式为“监视”的情况下，易路平安所有服务保护的控制功能都不会运行，只依据各保护功能

记录产生的审计日志。 

 

图5.1.4系统保护监视中 

终止 

如果设置系统保护的运行模式为“终止”，右方显示“不运行”。运行模式为“不运行”的情况下，所有系统

保护的控制功能不会运行，审计日志也不会记录。 

如果设置系统保护的运行模式为“终止”，易路平安的“进程保护”，“文件系统保护”，“网络保护”，

“用户验证”，“日志记录”将跟它们本身的设置无关，所有功能都将不运行。 

 

图5.1.5系统保护功能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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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1. 程序保护 

程序保护是指，在保护对象上设置有关程序保护功能的运行模式。 

点击“设置修改”来设置基本运行模式（运行，监视，终止），点击“高级设置”来进行详细的运行模式设置

（运行，终止）。 

程序保护功能的安全策略设置，请参考本文[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进程]。 

 

图5.1.6程序保护的运行模式设置界面 

运行 

如果程序保护功能的运行模式设置为“运行”，则右侧显示“运行中”。 

程序保护高级设置中，所有运行模式都为“运行”的情况下，“运行中”为蓝色。 

高级设置中，部分运行模式为“监视”或者“终止”的情况下，“运行中”为绿色。 

监视 

如果设置程序保护的运行模式为“监视”，则右侧显示“监视中”。 

程序保护的运行模式为“监视”的情况下，程序保护的控制功能不会运行，只依照各功能记录产生的审计日志。 

终止 

如果设置程序保护的运行模式为“终止”，则右侧显示“不运行”。运行模式为“不运行”的情况下，程序保

护的控制功能不运行，审计日志也不会记录。 

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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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7程序保护高级设置界面 

 特权程序：是否允许赋予进程特权。进程特权的安全策略设置，请参考本文[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进程特权]。 

 命令限制：是否允许许可的对象运行指定的命令。执行命令的安全策略设置，请参考本文[错误！未

找到引用源。执行命令]。 

 程序信任：在可信任的进程路径中，可执行文件是否可以运行。可信任的执行路径的安全策略设置，

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可信任的执行路径]。 

 程序终止保护：未许可对象是否可以强行终止指定的进程。程序终止保护的安全策略设置，请参考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程序终止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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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2. 文件系统保护 

文件系统保护是指，设置保护功能的运行模式，在受保护对象上保护文件及文件夹。 

点击“设置修改”来设置基本运行模式（运行，监视，终止），点击“高级设置”来设置各详细功能的运行模

式（运行，终止）。 

文件系统保护功能的安全策略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文件系统]。 

 

图5.1.8文件系统保护的运行模式设置界面 

 

运行 

如果文件系统保护功能的运行模式设置为“运行”，则右侧显示“运行中”。 

文件系统保护高级设置中，所有运行模式都为“运行”的情况下，“运行中”为蓝色。 

高级设置中，部分运行模式为“监视”或者“终止”的情况下，“运行中”为绿色。 

 

监视 

如果文件系统保护的运行模式设置为“监视”，则右侧显示“监视中”。 

文件系统保护的运行模式为“监视”的情况下，文件系统保护的控制功能不会运行，只记录各功能产生的审计

日志。 

 

终止 

如果文件系统保护的运行模式设置为“终止”，则右侧显示“不运行”。运行模式为“不运行”的情况下，进

程保护的控制功能不运行，审计日志也不会记录。 

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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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文件系统保护高级设置界面 

 文件保护：选择是否运行保护功能，在控制对象访问指定的文件或文件夹时根据访问对象的权限对文

件或文件夹进行保护。文件保护功能的安全策略设置，请参考本文[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文件保护]。 

 注册表保护：选择是否运行注册表保护功能，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不能改变指定的注册表项目。注册

表保护功能的安全策略设置，请参考本文[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注册表保护]。 

 一致性审计：选择是否运行审计功能，周期性检查文件是否改变。一致性审计功能的安全策略设置，

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一致性审计]。 

 执行文件验证：选择是否运行执行验证功能，在文件管理界面中，只有赋予了执行验证（P）权限的

执行文件才可以执行。可执行文件验证功能，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文件管理]。 

 防止移动硬盘文件执行：选择是否运行文件运行防止功能，来防止移动硬盘上的可执行文件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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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读：选择是否运行只读功能，在文件管理界面中，未经许可不能改变赋予只读属性的文件或文件夹。

只读属性的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文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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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3. 网络保护 

连接控制是指，设置保护功能的运行模式，在受保护对象上保护网络连接。 

点击“配置修改”来设置基本运行模式（运行，监视，终止），点击“高级设置”来设置各子功能的运行模式

（运行，终止）。 

连接控制功能的安全策略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网络]。 

 

图5.1.10连接控制的运行模式设置界面 

 

运行 

如果连接控制功能的运行模式设置为“运行”，则右侧显示“运行中”。 

连接控制高级设置中，所有运行模式都为“运行”的情况下，“运行中”为蓝色。 

高级设置中，部分运行模式为“监视”或者“终止”的情况下，“运行中”为绿色。 

 

监视 

如果连接控制的运行模式设置为“监视”，则右侧显示“监视中”。 

连接控制的运行模式为“监视”的情况下，连接控制的控制功能不会运行，只记录各功能产生的审计日志。 

 

终止 

如果连接控制的运行模式设置为“终止”，则右侧显示“不运行”。运行模式为“不运行”的情况下，连接控

制的控制功能不运行，审计日志也不会记录。 

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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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1连接控制高级设置界面 

 进程端口：选择是否运行系统保护功能，在指定进程通过网络访问连入连出时进行保护。进程端口功

能的安全策略设置，请参考本文[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文件端口]。 

 连入端口：选择是否运行系统保护功能，在通过网络连入指定端口时进行保护。连入端口的安全策略

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连入端口]。 

 连出端口：选择是否运行系统保护功能，在通过网络指定端口连出时进行保护。连入端口的安全策略

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连出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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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4. 日志记录 

日志记录是指，设置所有审计日志的记录功能运行模式，在受保护对象上记录易路平安服务保护功能产生的控

制日志和监视日志等。 

点击“设置修改”来设置基本运行模式（运行，监视，终止），点击“高级设置”来设置各子功能的运行模式

（运行，终止）。 

日志记录的查看及过滤功能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日志]。 

 

图5.1.12日志记录的运行模式设置界面 

 

运行 

如果日志记录功能的运行模式设置为“运行”，则右侧显示“运行中”。 

日志记录高级设置中，所有运行模式都为“运行”的情况下，“运行中”为蓝色。 

高级设置中，部分运行模式为“监视”或者“终止”的情况下，“运行中”为绿色。 

 

终止 

如果日志记录的运行模式设置为“终止”，则右侧显示“不运行”。运行模式为“不运行”的情况下，所有的

审计日志也不会记录。 

 

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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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3日志记录高级设置界面 

 进程执行日志：选择是否运行记录功能，对已运行的进程的运行状况进行日志记录。进程执行日志的

日志查看，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日志查看]。 

 内部命令日志：选择是否记录日志，记录命令控制台（cmd.exe）中执行的内部命令（Built-In 

Command）。 

 进程监视日志：选择是否运行监视功能，对已设置进程监视时记录日志。进程监视日志功能的设置，

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进程特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命令执行]，[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程序终止保护]。进程监视功能的日志查看，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日志查看]。 

 文件监视日志：选择是否运行日志记录功能，监视功能对设定的文件或文件夹进行监视时记录日志。

文件监视日志功能的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文件保护]，[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一致性

审计]。文件监视日志查看，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日志查看]。 

 网络监视日志：选择是否运行日志记录功能，在监视功能对设置的进程或端口进行网络监视的时候记

录日志。网络监视日志功能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进程端口]，[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连入端口]，[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连出端口]。文件监视日志的查看，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日志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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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产品信息 

显示已安装易路平安的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信息和各安装模块的版本信息及安装信息。 

 

图5.1.14产品信息界面 

 操作系统：显示已安装易路平安的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种类和版本信息。 

 服务模块：显示负责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GUI）和保护对象上已安装的模块之间通讯的服务模块的

版本信息。 

 日志处理模块：处理易路平安的服务保护功能产生的审计日志的处理模块的版本信息。 

 用户验证模块：易路平安用户验证模块（PAM）的版本信息（Linux/Unix 适用，Windows 没有）。 

 运行模式：显示易路平安的安装模块信息。 

・易路平安以 Agent 形式安装后，在没有注册到 Enterprise 服务的情况下，显示为“单机”。 

・易路平安以 Agent 形式安装后，已经注册到 Enterprise 服务的情况下，显示为“代理”。 

・易路平安以 Enterprise 服务形式安装后，显示“企业”。 

 文件日志记录模块：易路平安以文件形式记录审计日志的运行模式标示。 

 安装路径：显示易路平安的安装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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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 环境设置 

已通过易路平安安全管理员认证的安全管理员进行密码设置/修改以及服务模块和日志处理模块的运行权限修

改。 

 

图5.1.15环境设置界面 

密码修改 

点击环境设置界面的密码修改，来进行安全管理员的密码修改。 

 

图5.1.16安全管理员的密码修改界面 

在安全管理员密码修改界面上，需要输入现在密码和新密码才可以修改安全管理员的密码。 

易路平安在保护对象上安装之后，安全管理员的密码并没有设置，所以“现密码”栏为空，需要输入“新密码”

和“确认新密码”之后，进行密码修改。 

服务模块的属性修改 

点击环境设置界面的配置修改，进行服务模块属性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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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7服务模块属性修改界面 

 

 连接最大等待时间：设置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GUI）和保护对象服务模块之间连接的最大等待时间

（可能值：1-180 秒） 

 数据收发最大等待时间：设置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GUI）和保护对象服务模块之间数据传送时的最

大等待时间（可能值：0-999 秒） 

 查看进程最大可能个数：在进程管理功能（[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进程管理]）中，设置要查看的进

程最大个数（可能值：2048 个至 8192 个） 

 服务加入控制域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查看域用户：保护对象的服务加入域的情况下，设置是否可以查

看控制域的帐户。 

日志传送设置修改 

日志传送设置是指，如果有特定类型的日志产生，将以邮件形式发送到指定的邮件地址。 

点击环境设置界面的日志传送配置修改，来进行日志传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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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8日志传送设置修改界面 

 发送邮件：选择“使用”时，一旦有特定类型的日志（安全事件）产生，将以设置好的题目发送到指

定的邮件地址。 

 SMTP 服务：SMTP 服务的 IP 地址或者主机名及端口。 

 发件人：发信人的邮件地址。 

 收件人：收信人的邮件地址。 

 抄送：邮件抄送人的邮件地址。 

 题目：邮件的题目。 

 信息类型：产生日志时邮件传送的信息类型，主要有"kill", "command", "acl", "setuid", "X-auth", "X-

readonly", "integrity", "incoming", "outgoing", "procport"等。 

日志处理模块的属性修改 

点击环境设置界面的日志处理模块配置修改，来进行日志处理模块的属性修改。 

 

图5.1.19日志处理模块设置界面 

 连接最大等待时间：设置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GUI）和保护对象服务模块之间连接的最大等待时间

（可能值：1-180 秒） 

 数据收发最大等待时间：设置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GUI）和保护对象服务模块之间数据传送时的最

大等待时间（可能值：0-999 秒） 

 临时日志文件的最长保存时间：保护对象的 Agent 代理上产生的日志若不能传送到 Enterprise 服务

上，或者 Enterprise 服务的日志数据库不能存储日志，这样的情况下需要产生临时日志文件。临时日

志文件在保存时间超过后自动删除（可能值：1 天到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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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日志保存最长时间：保护对象上产生的日志在 Enterprise 服务的日志数据库保存之后，这些日

志在日志数据库中所能保存在最长时间。从日志产生的时间开始计算，若超过保存在最长天数，则自

动从日志数据库删除日志。（可能值：1 天到 24855 天） 

 从保护模块处一次查看的最大可能日志条数：日志处理模块从保护模块那里一次查看所能接收日志的

最大条数（可能值：256 到 1024 条）。 

 往日志数据库一次写入日志的最大条数：易路平安管理控制台已连接的保护对象服务是 Enterprise 服

务的情况下，日志处理模块一次可以写入日志数据库的记录最大条数（可能值：256 到 4096 条）。 

 文件日志记录方式：保护对象服务上产生的日志，在保护对象上以文件记录的方式。 

如果设置为“一个文件循环记录”，各功能在一个文件中记录日志直到第 99999 条为止。99999 条

之后产生的日志将记录进同一个文件，从第 1 条开始记录。这样的方式不会造成磁盘空间的浪费，但

是以前的日志会被新的日志覆盖，不能保障日志的安全性。 

如果设置为“多个文件累计记录”，则日志文件以日期记录，一个文件中 99999 条记录之后，新产

生的日志将被记录到新日志文件中，还是 99999 条为止。以日期记录日志文件的方式，日志可以得

到更强的保护，但是由于生成了多个日志文件，可能会占用大量的磁盘空间。 

日志管理设置修改（Enterprise 服务适用） 

点击环境设置界面的日志数据库配置，进行数据库管理设置的修改。 

 

图5.1.20日志管理设置修改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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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备份 

以文件方式周期性的备份 Enterprise 服务的日志数据库中保存的日志。 

 备份：日志数据库中保存的日志是否进行周期性的备份。 

 周期：日志备份的周期。 

 类型：以什么类型备份日志。SQL 和 CSV 中选择一个，如果以后要恢复备份的日志，请选择 SQL 类

型。 

 路径：指定要备份的日志存放的位置。 

 已备份日志的删除：备份之后是否删除日志数据库中的日志。 

数据库最优化设置 

对于 Enterprise 的日志数据库，周期性的清除不需要的空间（数据库的 vacuum 处理）。 

 运行：是否运行数据库的最优化功能。 

 周期：日志数据库最优化功能运行的周期。 

日志保存天数 

 

图5.1.21日志保存天数界面 

设置各 Agent 代理上产生的日志在 Enterprise 服务的日志数据库保存的时间。 

若要改变日志保存天数，双击服务的 IP 地址，出现日志保存天数界面，输入日志保存天数（1 天到 24855 天）

后，点确定使设置生效。 

 

图5.1.22日志保存天数设置界面 

从日志产生的时间计算起，保存天数超过之后便从日志数据库中自动删除该日志。 

数据库初始化 

日志管理设置修改界面中点击 DB 初始化，出现对话框“是否进行数据库初始化？”。点 Y，Enterprise 服务

的日志数据库中的日志会全部清除。 

 

图5.1.23数据库初始化界面 

数据库初始化操作如果进行，则数据库中保存的日志将被全部删除。 

数据库恢复 

日志管理设置界面中点 DB 还原，出现文件查找界面，查找通过数据库备份功能导出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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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4数据库恢复功能的文件查找界面 

文件查找界面中，选择以前备份的日志文件，点确定，来进行数据库恢复。 

  



 

  133 

5.1.2. 监管群组 

左侧安全功能“主界面”的监管群组点击后，右侧出现监管群组的组设置界面。可以把多个控制对象分组，这

样在访问控制等服务保护策略指定控制对象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以组为单位指定控制对象。 

 

 

图5.1.25监管群组组（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5.1.26控制对象组的选择（右侧主界面） 

监管群组组的添加/修改/删除 

右侧主界面上选择一个监管群组规则，点击上方的“添加”按钮，出现“监管群组规则设置”界面。设置完成

之后，新添加的组规则将出现在已选的规则之下。 

添加监管群组规则，还可以使用“策略添加向导”。 

选择一个组规则，点击上方的“修改”按钮，或者双击一个组规则，出现“监管群组规则设置”界面，可以在

此改变组规则。 

选择一个组规则，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所选的组规则。 

 

图5.1.27监管群组组规则设置界面 

在“监管群组组规则设置”界面，对新添加组规则进行信息完善。 

 监管群组名称：可以把多个控制对象放在一个组中，输入该控制对象组的名称。该输入不接受特殊数

字或者空格。 

 说明：该控制对象组的说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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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认”，添加一个新的控制对象组。 

监管对象的添加 

右侧主界面下方界面的“添加”按钮点击后，出现“监管群组规则设置”界面。 

 

图5.1.28监管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在这里指定控制对象组要包含的控制对象。 

点击右侧的 ，出现“控制对象”界面。 

 

图5.1.29监管对象界面 

如果选择“NOT(!)”，则表示添加的控制对象没有权限。 

控制对象组规则的修改 

控制对象组的添加/修改/删除以及控制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之后，点击上方的确定来使更改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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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程序 

5.2.1. 进程管理 

进程管理功能是指，显示运行中的进程包括安全特权在内的详细信息，设置特定进程的安全迂回权限（S-全部，

C-命令执行，K-终止进程，F-文件保护，N-网络），搜索以及终止进程。 

进程管理设置 

点击管理控制台左侧的“程序–程序管理”，右侧主界面出现程序管理一览表。 

 

图5.2.1程序管理（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5.2.2程序管理（右侧主界面） 

程序管理设置的进程查找/程序终止保护/迂回权限设置 

程序管理（右侧主界面）中，鼠标选择特定程序后，右键单击会出现下面的选项。 

程序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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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查找界面如下： 

 

图5.2.3程序管理：程序查找 

 查找内容：输入要查找的内容。 

 查找位置：选项有进程名称，进程 ID，父进程名称，父进程 ID，迂回权限。 

 查找选项：选项有“从查找内容开始”，“包含查找内容”。 

像上面这样设置之后，移动到相关位置，就可以看到关于这个程序的详细信息。 

程序终止 

程序终止选择之后会出现类似下面的界面： 

 

图5.2.4进程管理：程序终止保护 

选择“是（Y）”之后，进程就会被终止。 

特权权限配置 

特权程序设置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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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5进程管理：迂回权限设置 

特权权限是指，给特定进程赋予下列权限，可以迂回（绕过）安全管理员设定的安全领域。 

 执行验证功能：可执行文件验证控制，模块装载控制，特权程序执行控制功能的迂回执行。 

 命令执行功能：命令执行控制，程序信任控制功能的迂回执行。 

 程序终止保护功能：程序终止保护控制功能的迂回执行。 

 文件保护功能：文件保护功能的迂回执行。 

 网络功能：网络（连入端口，连出端口，进程端口）控制功能的迂回执行。 

 

 

对特定进程如要设置上述的所有迂回权限，则选择“所有安全功能”。如果选择的进程有多个同名进程存在，

则选择“应用于所有同名进程”。 

点击“确认”按钮，对进程设置的迂回权限即时生效。 

 

  

易路平安 Windows版本有别于Unix/Linux版本，不提供网络迂回权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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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特权程序 

特权程序功能是指，指定进程执行时，设置安全功能的迂回权限，就可以访问保护领域。特定进程是否具备迂

回权限，可以参照进程管理的迂回权限一栏。 

特权程序设置 

点击管理控制台左侧的“程序–特权程序”，右侧主界面出现进程特权一览表。 

 

图5.2.6特权程序（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5.2.7特权程序（右侧主界面） 

特权程序功能把“进程”，“迂回权限”，“控制对象”等所有字段的内容做 AND 运算，实现访问控制。 

特权程序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 

特定进程若需要迂回权限，点击右侧主界面上方的“添加”按钮，出现“进程权限规则设置”界面，设置之后

就可以添加新的规则。 

添加新的特权程序规则是，也可以使用“添加策略向导”。 

选择一个特权程序规则，点击上方的“修改”按钮，出现“进程权限规则设置”界面，可以修改该进程特权规

则。 

选择一个进程特权规则，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所选的进程进程特权规则就会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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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8进程特权：添加进程特权规则 

在“进程特权规则设置”界面中，可以修改进程特权规则。 

 进程：指定需要迂回权限的进程的绝对路径。 

 所有功能：所有安全功能的迂回权限设置。 

 执行验证功能：可执行文件的验证控制，模块加载控制，特权进程执行控制功能的迂回权限设置。 

 命令执行功能：命令执行控制，程序信任控制功能的迂回权限设置。 

 程序终止保护功能：程序终止保护控制功能的迂回权限设置。 

 文件保护功能：文件保护功能的迂回权限设置。 

 网络功能：网络（连入端口，连出端口，进程端口）控制功能的迂回权限设置。 

 监视：已设置进程在访问资源（文件，文件夹）时，是否记录日志。 

点击右侧 ，出现“打开文件”界面，选择进程之后点击“确认”按钮，来添加新的进程特权对象。 

控制对象的添加 

右侧主界面下方的“添加”按钮点击之后，出现“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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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9进程特权：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这里指定的控制对象在访问资源时，上述的“进程权限规则设置”会起作用。 

点击右侧的 ，出现“控制对象”界面。 

 

图5.2.10进程特权：控制对象界面 

运算符若选“无”，则表示所选控制对象具有操作权限。 

若运算符选“NOT(!)”，则表示所选控制对象没有操作权限。如果控制对象栏目为空，则作用于所有控制对象。 

进程特权规则的应用 

进程特权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以及，控制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完成之后，点击上方的“应用”按钮使更新

生效。 

“迂回权限”设置时的动作 

如果像[表 5.2.1 迂回权限设置]，则该设置的结果如[ 

实例 进程 
执行验

证 

命令执

行 

程序终止

保护 

文件保

护 
网络 控制对象 

1 

C:\windows\

system32\cm

d.exe 

○ ○ ○ ○ ○ Administrator 

表 5.2.2]。 

表5.2.1迂回权限设置 

实例 进程 
执行验

证 

命令执

行 

程序终止

保护 

文件保

护 
网络 控制对象 

1 

C:\windows\

system32\cm

d.exe 

○ ○ ○ ○ ○ Administrator 

表5.2.2迂回权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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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结果 

1 管理员 Administrator 在执行 cmd.exe 的时候，具备所有权限，其他用户不具备迂回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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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命令限制 

命令限制功能是指，没有许可的用户在保护对象上绝对不能执行命令，受保护的命令如果被执行则记录日志。

命令执行功能记录的日志在“日志–日志查看”界面的进程项目中查看。 

命令限制的设置 

点击管理控制台界面左侧的“程序–命令限制”，右侧出现命令限制策略设置界面。 

 

图5.2.11 命令限制（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5.2.11命令执行（右侧主界面） 

命令限制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 

点击右侧命令执行界面上方的“添加”按钮，在出现的“命令限制规则设置”界面上设置有关命令执行对象的

规则。之后点击“确认”按钮就可以添加新的命令执行规则。 

选择一个命令执行规则，点击上方的“修改”按钮，在“命令限制规则设置”界面中修改所选的命令执行规则。 

选择一个命令执行规则，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所选的命令执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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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12命令限制规则设置界面 

在“命令限制规则设置”界面中可以设置命令执行规则。 

 命令：要保护的命令的绝对路径。点击 ，出现“查找文件”界面，选择命令的绝对路径。

[图 5.2.12]中设置了命令“C:\Windows\System32\cmd.exe”为控制对象。 

 参数：要保护的命令的参数。 

 监视：命令执行的所有相关行为进行日志记录。 

 说明：命令执行规则的说明信息。 

 

 

控制对象的添加 

点击右侧主界面的控制对象上方的“添加”按钮，出现“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易路平安 Windows版本有别于Unix(Linux)版本，不支持命令执行功能的“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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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13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控制对象规则：输入可以执行已设定命令的用户，“*”表示所有用户，多个用户用“,”隔开，用户

前的“!”表示例外。[图5.2.13]中，Administrator和Guest可以执行已设定的命令，此外的所有用户都

没有权限。 

 说明：控制对象规则的说明信息。 

点击右侧的 出现“控制对象”界面，选择用户ID。 

 

图5.2.14控制对象界面 

点击策略添加向导，可以顺序地添加命令执行规则和控制对象规则。 

命令执行策略的应用 

命令执行策略设置完成之后，点击上方的“应用”按钮将应用设置好的策略到保护对象上。 

设置了“命令执行”的动作 

如果命令执行的设置和[表 5.2.3 命令执行设置]一样，则各设置的对应的结果如[表 5.2.4 命令执行结果]。 

 

表5.2.3命令执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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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命令 参数 1 参数 2 控制对象 

1 C:\Windows\System32\cmd.exe   !* 

2 C:\Windows\System32\Notepad.exe   Administrator, Guest 

3 C:\Windows\System32\Notepad.exe   !Administrator, * 

表5.2.4命令执行结果 

用户 执行 实例 1 实例 2 实例 3 

Administrator 
cmd.exe X O O 

Notepad.exe O O X 

Guest 
cmd.exe X O O 

Notepad.exe O O O 

Guest2 
cmd.exe X O O 

Notepad.exe O X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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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程序信任 

程序信任功能是指，安全管理员设置可信任路径，可执行文件只有在可信任路径上可以执行，重要程序可以安

全的运行，可以防止恶意程序的运行。依据程序信任功能产生的日志可以在“日志–日志查看”的进程栏中查

看。 

程序信任的设置 

管理控制台界面左侧的“进程–程序信任”点击之后，右侧出现程序信任设置界面。 

 

图5.2.15程序信任（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5.2.16程序信任（右侧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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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信任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 

点击右侧程序信任界面上方的“添加”按钮，出现“程序信任规则设置”界面，在此界面上设置可执行路径规

则，设置之后点“确认”，来添加新的规则。 

选择一个程序信任规则之后，点击上方的“修改”按钮，在“程序信任规则设置”界面中对所选项进行更改。 

选择一个或多个规则，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所选项目。 

 

图5.2.17程序信任规则界面 

在“程序信任规则设置”界面中，可以设置程序信任规则。 

 可执行文件：添加可执行文件的绝对和相对路径。点击 ，出现“文件查找”界面，在此界面选

择命令的绝对路径。另外“*”表示所有可执行文件。如果选择“Not(!)”，输入可执行文件在指定的

进程路径之外才可以执行，在指定的进程路径上不能执行。[图 5.2.18 程序信任规则设置界面]中，

“C:\Windows\System32\notepad.exe”在设置的进程路径上可以执行。 

 进程路径：运行可执行文件的可信任进程及父进程的绝对路径。点击 ，在“文件查看”界面中

选择进程的绝对路径。 

进程路径中可以使用“*”，也可以使用中间省略功能。中间省略功能只有在进程和进程之间使用。 

[图 5.2.18 程序信任规则设置界面]中，只有通过“C:\Windows\System32\cmd.exe”才可以运行

可执行文件。[图 5.2.19 程序信任规则设置–中间省略]中，进程“C:\Windows\explorer.exe”中，

经过中间进程，而最终由进程“C:\Windows\System32\cmd.exe”来运行可执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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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18程序信任规则设置–中间省略 

 

 

程序信任策略的应用 

程序信任策略设置完成之后，点击右上方的“应用”可以将设置的内容传输到服务上并起作用。 

“程序信任”设置后的动作 

如果像[表 5.2.5 程序信任设置]设置，结果如[表 5.2.6 程序信任结果]所示。 

表5.2.5程序信任设置 

※中间省略功能 

expolorer.exe → cmd.exe  → notepad.exe 

[父进程]  [进程]  [可执行文件] 

这样设置的情况下 ， expolorer.exe中运行cmd.exe ， 在cmd.exe中可以运行notepad.exe ， 除此之

外，notepad.exe运行在“不可信赖路径”，所有绝对不能执行。 

 

expolorer.exe → cmd.exe  → notepad.exe 

[父进程n]    [父进程n-1  [进程]      [可执行文件] 

~父进程]  

这样设置的情况下，不管expolorer.exe和cmd.exe中间运行了多少进程运行了什么进程，最后cmd.

exe运行，并在cmd.exe中运行notepad.exe。这样的路径被认为是“可信赖路径”，在这一的路径

中，notepad.exe可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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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 1 实例 2 

可执行文件 
C:\Windows\System32\notepad.

exe 

!C:\Window\System32\notepad.

exe 

进程 C:\Windows\System32\cmd.exe C:\Windows\System32\cmd.exe 

父进程   

父进程 1  C:\Windows\expolorer.exe 

表5.2.6程序信任 

实例 动作 结果 

1 
cmd.exe 中运行 notepad.exe Notepad.exe 可以运行 

窗口（expolorer.exe）中执行 notepad.exe Notepad.exe 不能运行 

2 

窗口（expolorer.exe）中执行 cmd.exe 后 ，在 

cmd.exe 中运行 notepad.exe 
Notepad.exe 可以运行 

远程桌面连接后运行 notepad.exe Notepad.exe 不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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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程序终止保护 

程序终止保护功能是指，未经允许的用户在保护对象上不能强制终止进程。程序终止保护功能产生的日志在

“日志–日志查看”的进程栏目中查看。 

程序终止保护设置 

管理控制台左侧的“进程–程序终止保护”点击后，在右侧出现程序终止保护设置界面。 

 

图5.2.19程序终止保护（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5.2.20程序终止保护（右侧主界面） 

程序终止保护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 

右侧程序终止保护规则界面上方的“添加”按钮点击之后，在“程序终止保护控制规则设置”中设置终止规则，

之后点“确认”来添加一个新的规则。 

选择一个项目，点击上方的“修改”按钮，在“程序终止保护控制规则设置”界面中进行规则更改。 

选择一个或多个项目，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所选项。 



 

  151 

 

图5.2.21程序终止保护控制规则设置 

在“程序终止保护控制规则设置”界面中进行程序终止保护规则设置。 

 进程：保护对象上的进程的绝对路径或相对路径。点击 出现“文件查找”，在此界面选择文件

的绝对路径。[图 5.2.22 程序终止保护控制规则设置]中，进程“C:\Windows\explorer.exe”作为控

制对象已经设置。 

 监视：记录有关程序终止保护功能产生的日志。 

 说明：对该程序终止保护规则进行说明。 

控制对象的添加 

右侧控制对象规则上方的“添加”按钮点击后，出现“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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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22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控制对象规则：可以终止指定进程的用户。“*”表示所有用户，“,”用来区分多个用户。如果用户

前面有“!”，则表示此用户除外。[图5.2.23 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中，用户Administrator可以终止

进程，但是用户Guest就不能终止进程。 

点击右侧的 出现“控制对象”界面，在此界面选择用户。 

 

图5.2.24 控制对象界面 

如果选择“Not(!)”，则该用户没有访问权限。 

 说明：控制对象规则的说明信息。 

策略添加向导 

使用策略添加向导顺序添加程序终止保护规则和控制对象规则。 

程序终止保护规则的应用 

当所有终止策略设置完成之后，点击右侧的“应用”可以应用当前设置的内容到保护对象服务上。 

设置了“程序终止保护”的动作 

如果程序终止保护设置跟表 4.4.5.1 一样，则各实例的结果如表 4.4.5.2. 

 

表5.2.7程序终止保护设置 

实例 进程 控制对象 

1 

C:\Windows\explorer.exe 

!* 

2 Administrator, Guest 

3 !Administrator, * 

表5.2.8程序终止保护设置的结果 

用户 实例 1 实例 2 实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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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 X O X 

Guest X O O 

Guest2 X X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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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文件系统 

5.3.1. 文件管理 

文件管理功能是指，对文件或文件夹的安全属性进行管理。 

点击管理控制台左侧的“文件系统–文件管理”，右侧主界面部分出现文件管理界面。 

 

图5.3.1文件管理（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5.3.2文件管理（右侧主界面） 

文件管理功能设置系统存在的文件/文件夹的安全属性（“执行验证”，“只读”）。 

执行验证属性 

执行验证属性是指，如果没有从管理员那里取得执行权限，则该文件不能执行，从而防止外部流入的恶意代码

在系统上执行。文件管理界面上，若执行验证栏目显示“P”，则该文件属于执行验证属性已设置的文件，可

以执行。若没有“P”，则文件不属于执行验证文件，也就不能执行。 

自动设置执行验证属性的条件如下： 

 在执行验证功能终止状态下生成的文件 

 已设置文件保护功能迂回权限的进程所生成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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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读属性 

只读属性是指，文件或文件夹中的文件内容不能修改，从而对重要文件进行保护。文件只读属性设置之后，文

件的内容不能改变，文件夹只读属性设置之后，文件夹内的所有文件其内容都不能改变。文件管理界面的只读

栏为“Y”，指示该项已设置只读属性，内容不能改变。 

若复制已设置只读属性的文件，则复制的文件自动设置为只读文件。 

安全属性设置 

要设置安全属性，选择文件或文件夹后，点击右键，在出现的菜单上选择“安全属性”，来设置执行验证和只

读属性。可以选择多个文件或者文件夹，一起设置他们的安全属性。 

 

图5.3.3安全属性菜单选择 

 

图5.3.4执行验证属性设置 

 

图5.3.5执行验证属性设置完成 

进行安全属性修改时，若选择项目为文件夹，则[图 5.3.4 执行验证属性设置]的安全属性设置界面中的“作用

范围”部分可以选择，各“作用范围”的说明部分见[表 5.3.1 安全属性设置作用范围]。 

表5.3.1安全属性设置作用范围 

作用范围 说明 

新程序安装及操作系统或使用中程序更新或打补丁时，Windows操作系统中，执行验证功能终止或在取

得文件保护功能的迂回权限之后，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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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作用于所选文件和文件夹 只有所选的文件和文件夹的安全属性可以被设置。 

仅作用于所选的文件夹和包含

的文件 

所选文件夹内的所有文件的安全属性可以被设置。 

作用于包含的所有文件夹及文

件 

所选文件夹内的所有文件和子文件夹的安全属性都可以被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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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文件保护 

文件保护功能是指，实施对文件或文件夹的保护（访问控制）。进程要访问保护对象上的文件或者文件夹时，

若进程具备“文件保护”的迂回权限，则文件保护的控制功能不会实行。 

 

 

文件保护设置 

管理控制台左侧的“文件系统–文件保护”点击后，右侧出现文件保护一览表。 

 

图5.3.6文件保护（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5.3.7文件保护（右侧主界面） 

 

文件保护功能把“文件/文件夹”，“使用权限”，“控制对象”等所有字段的内容做 AND 运算，实现访问控

制。即，“控制对象”在使用“进程”访问“文件/文件夹”时，分析“使用权限”。 

文件保护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 

右侧主界面选择一个文件保护规则后，点击上方的“添加”按钮，在出现的“文件保护规则设置”设置规则，

设置完成的规则将出现在所选的规则之后。 

也可以用“策略添加向导”来添加文件保护规则。 

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修改”按钮，在出现的“文件保护规则设置”界面中对规则进行更改。 

文件保护功能有效的状态下，如果对不存在的文件/文件夹的保护设置实施之后，尽管文件保护对象已

经注册，但是该设置没有效果。所以在文件保护对象的文件/文件夹存在的状态下，实施保护功能的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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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所选规则。 

 

图5.3.8文件保护规则界面 

在“文件保护规则设置”界面设置文件保护规则信息。 

 文件：指定访问要保护对象的文件文件夹的绝对路径。也可以用“*”来匹配文件名。 

 进程：指定要赋予访问权限的进程的名称，以“,”隔开。指定的进程在访问保护对象的资源时，使

用权限起作用。如果省略进程则默认为应用于“所有进程”。 

 读：对该文件文件夹赋予读权限（cd, open, copy）。 

 写：对该文件文件夹赋予写权限（create, mkdir, rename, move, open<write, append, create, 

truncate>）。“写”权限包括“读”权限和“属性修改”，但不包含“删除”权限。 

 执行：如果该文件是可执行文件，则允许其执行。若选择了“执行”权限则“读”权限自动选择。 

 删除：对该文件文件夹赋予删除权限（del, rmdir）。该权限包含“读”权限，“属性修改”和“写”

权限。 

 属性修改：对该文件文件夹赋予属性修改的权限（attrib）。 

 监视：对该文件文件夹的所有操作全部记录日志。 

点击右侧的 ，在“文件查找”界面中选择文件或者进程，点击“确认”之后就可以添加新的文件保护对象。 

控制对象的添加 

点击下方的“添加”按钮，出现“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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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9控制对象规则设置 

这里指定的控制对象若访问文件保护对象的文件或者文件夹，则上述的“文件保护规则设置”起作用。 

点击右侧 ，出现“控制对象”界面。 

 

图5.3.10控制对象界面 

如果选择了“AND(&)”，则要增加的控制对象以 AND 和之前添加的控制对象连接。 

如果选择“NOT(!)”，则要添加的控制对象没有权限。 

文件保护规则的应用 

文件保护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以及控制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完成之后，点击上方的“应用”按钮，更新后

的规则会保存和起作用。 

只读权限设置时的行为 

如[表 5.3.2 设置（读权限）]中设置，用户 Administrator 若要访问文件“C:\data.bat”，则访问结果如[表

5.3.3 访问结果（读权限）]。 

表5.3.2设置（读权限） 

实例 文件/文件夹 进程名 使用权限 控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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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data.bat （无） 读 Administrator 

2 C:\data.bat notepad.exe 读 Administrator 

3 C:\da* （无） 读 Administrator 

表5.3.3访问结果（读权限） 

访问类型 运行 实例 1 实例 2 实例 3 

读 
notepad.exe data.bat ○ ○ ○ 

type data.bat ○ × ○ 

写 

notepad.exe data.bat 

（编辑后保存） 
× × × 

move data.bat data1.bat × × × 

执行 data.bat × × × 

删除 del data.bat × × × 

属性修改 attrib +R data.bat × × × 

 

写权限许可时的行为 

如[表 5.3.4 设置（写权限）]中设置，用户 Administrator 若要访问文件“C:\data.bat”，则访问结果如[表

5.3.5 访问结果（写权限）]（写权限包含读权限和属性修改）。 

表5.3.4设置（写权限） 

实例 文件/文件夹 进程名 使用权限 控制对象 

1 C:\data.bat （无） 写 Administrator 

2 C:\data.bat notepad.exe 写 Administrator 

3 C:\da* （无） 写 Administrator 

表5.3.5访问结果（写权限） 

访问类型 运行 实例 1 实例 2 实例 3 

读 
notepad.exe data.bat ○ ○ ○ 

type data.bat ○ × ○ 

写 

notepad.exe data.bat 

（编辑后保存） 
○ ○ ○ 

move data.bat data1.bat ○ × ○ 

执行 data.bat × × × 

删除 del data.bat × × × 

属性修改 attrib +R data.bat ○ × ○ 

 



 

  161 

对文件夹设置“写”权限的情况下，用户 Administrator 访问文件夹“C:\data_dir”的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5.3.6设置（写权限） 

实例 文件/文件夹 进程名 使用权限 控制对象 

1 C:\data_dir （无） 运行 Administrator 

2 C:\*dir notepad.exe 运行 Administrator 

表5.3.7访问结果（写权限） 

访问类型 运行 实例 1 实例 2 

读 
notepad.exe data.bat ○ ○ 

type data.bat ○ × 

写 

notepad.exe data.bat 

（编辑后保存） 
○ ○ 

move data.bat data1.bat ○ × 

mkdir newdata ○ × 

执行 data.bat × × 

删除 del data.bat × × 

属性修改 attrib +R data.bat ○ × 

 

可执行权限许可时的行为 

如[表 5.3.8 设置（执行）]中设置，用户 Administrator 若要访问文件“C:\data.bat”，则访问结果如[表 5.3.9

访问结果（执行）]（执行权限包含读权限）。 

表5.3.8设置（执行） 

实例 文件/文件夹 进程名 使用权限 控制对象 

1 C:\data.bat （无） 执行 Administrator 

2 C:\data.bat notepad.exe 执行 Administrator 

3 C:\*da （无） 执行 Administrator 

表5.3.9访问结果（执行） 

访问类型 运行 实例 1 实例 2 实例 3 

读 
notepad.exe data.bat ○ ○ ○ 

type data.bat ○ × ○ 

写 

notepad.exe data.bat 

（编辑后保存） 
× × ○ 

move data.bat data1.bat × × ○ 

执行 data.ba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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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del data.bat × × ○ 

属性修改 attrib +R data.bat × × ○ 

 

“读”“写”“删除”权限许可时的行为 

如[表 5.3.10 设置（读，写，删除）]中设置，用户 Administrator 若要访问文件“C:\data.bat”，则访问结果

如[表 5.3.11 访问结果（写）]。 

表5.3.10设置（读，写，删除） 

实例 文件/文件夹 进程名 使用权限 控制对象 

1 C:\data.bat  读，写，删除 Administrator 

2 C:\data.bat vi 读，写，删除 Administrator 

3 /da*  读，写，删除 Administrator 

表5.3.11访问结果（读，写，删除） 

访问类型 运行 实例 1 实例 2 实例 3 

读 
vi data ○ ○ ○ 

cat data ○ × ○ 

写 

vi data  

（编辑后保存） 
○ ○ ○ 

mv data data1 ○ × ○ 

执行 .C:\data.bat × × × 

删除 rm data ○ ○ ○ 

属性修改 chmod 777 data ○ × ○ 

 

属性修改权限许可时的行为 

如[表 5.3.12 设置（属性修改）]中设置，用户 Administrator 若要访问文件“C:\data.bat”，则访问结果如[表

5.3.13 访问结果（写）]。 

 

表5.3.12设置（属性修改） 

实例 文件/文件夹 进程名 使用权限 控制对象 

1 C:\data.bat （无） 属性修改 Administrator 

2 C:\data.bat touch 属性修改 Administrator 

表5.3.13访问结果（写） 

访问类型 运行 实例 1 实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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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vi data × × 

cat data × × 

写 

vi data  

（编辑后保存） 
× × 

mv data data1 × × 

执行 .C:\data.bat × × 

删除 rm data × × 

属性修改 

chmod 777 data ○ × 

chown tom:tom data ○ × 

touch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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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文件监视 

文件监视功能是指，文件或文件夹建立，删除，属性修改，打开，读，写时产生的日志记录下来，提供重要文

件或文件夹的访问记录。文件监视功能产生的日志可以在“日志–日志查看”的监视项里面查看。 

文件监视的设置 

管理控制台左侧的“文件系统–文件监视”点击后，右侧出现文件监视策略设置界面。 

 

 

图5.3.11文件监视（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5.3.12文件监视（右侧主界面） 

文件监视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 

右侧主界面选择一个监视规则后，点击上方的“添加”按钮，在出现的“文件监视规则设置”设置规则，设置

完成的规则将出现在所选的规则之后。 

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修改”按钮，在出现的“文件监视规则设置”界面中对规则进行更改。 

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所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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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13文件监视规则设置界面 

在“文件监视规则设置”界面中，对文件监视规则进行设置。 

 文件：输入监视的文件或文件夹的绝对路径。点击 ，在出现的“文件查找”中选择文件或文件

夹。如果使用“*”，则文件夹下所有文件和文件夹都是被监视对象。[图 5.3.13 文件监视规则设置界

面]中，“C:\Secret”下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都受监视。 

 访问动作：对指定文件操作时要监视的动作。 

・建立 : 监视文件或文件夹的建立 

・删除 : 监视文件或文件夹的删除 

・属性修改 : 监视文件属性的修改 

・打开 : 监视文件的打开 

・读 : 监视文件的读操作 

・写 : 监视文件内容的修改 

 说明：监视对象规则的说明信息 

控制对象的添加 

右侧控制对象规则界面上方的“添加”按钮点击后，出现“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图5.3.14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166 

 控制对象规则：设置要访问受监视文件或文件夹的系统用户。“*”表示所有用户，多个用户之间用

“ ,”隔开，例外用户前面加“ !”。 [图 5.3.14 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中，用户“Guest”和

“Administrator”访问时被监视，此外的所有用户不被监视。 

右侧的 点击之后，在“控制对象”界面中选择用户。 

 

图5.3.15控制对象界面 

如果选择“NOT(!)”，则所选用户不受监视。 

 说明：控制对象规则的说明信息。 

 

 

策略添加向导 

使用策略添加向导顺序添加文件监视规则和控制对象规则。 

策略应用 

当所有文件监视策略设置完成之后，点击右侧的“应用”可以应用当前设置的内容到保护对象服务上。 

  

控制对象规则没有设置的情况下，所有用户的访问行为都不受监视，所以请务必设置控制对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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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注册表保护 

Windows 的系统信息和设置信息保存在注册表（Registry）中，若更改了重要的注册表设置信息，会对系统造

成严重的影响。因此，对于如此重要的注册表，只有许可的用户才可以访问及修改。 

注册表保护设置 

点击左侧的“文件系统–注册表保护”，出现注册表保护设置界面。 

 

图5.3.16注册表保护（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5.3.17注册表保护（右侧主界面） 

注册表保护菜单 

注册表保护设置界面由要保护的注册表项目部分和访问控制对象两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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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18注册表设置 

 

图5.3.19注册表控制对象设置 

注册表设置 

 添加：添加要保护的注册表项目。 

 修改：更改所选注册表项目。 

 删除：删除所选注册表项目。 

 策略添加向导：注册表保护策略的添加可以用向导方式完成。 

 应用：使添加或改变后的策略起作用。（注册表设置更改后，一定要点击“应用”使更新的内容生效） 

访问用户设置 

 添加：添加要访问注册表的控制对象（用户）。 

 修改：修改所选访问对象（用户）信息。 

 删除：删除所选访问对象。 

注册表控制规则的添加 

点击[图 5.3.18 注册表设置]的“添加”按钮，出现“注册表保护规则设置”界面。点击 ，在“注册表查

找”界面中选择注册表项目。 

 

图5.3.20注册表保护规则的添加 #1 

在“注册表查找”界面中选择要保护的注册表项目之后点击“确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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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21注册表保护规则的添加 #2 

在“注册表保护规则设置”界面中，有所选的注册表项目。如需要，可以在“说明”中输入说明信息，之后点

“确认”完成设置。 

 

图5.3.22注册表保护规则的添加 #3 

设置完成后在下面界面上可以确认规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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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23注册表保护规则添加完成 

注册表控制对象 

注册表规则添加之后，点击控制对象设置上方的“添加”按钮来添加控制对象（用户）。 

 

图5.3.24控制对象设置 #1 

在“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中，点击 出现“控制对象”界面，来选择保护对象服务上的用户。 

 

图5.3.25控制对象设置 #2 

“控制对象”界面中设置对访问用户的许可和禁止。如果运算符选“无”，则所选控制对象可以访问已设定的

注册表对象。如果运算符选“NOT(!)”，则所选用户不能访问已设定的注册表对象。如要使用“控制对象组”，

则“主界面–控制对象组”设置之后，就可以以组为单位作为控制对象。控制对象选择之后点击“确认”按钮。

“*”表示所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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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26控制对象设置 #3 

可以选择多个控制对象，重复 2 到 3 次之后，就会出现如下图那样用“,”隔开各个用户。控制对象设置完成

之后点“确认”按钮。 

 

图5.3.27控制对象设置 #4 

策略添加向导 

使用策略添加向导顺序添加注册表保护规则和控制对象规则。 

策略应用 

当所有注册表保护策略设置完成之后，点击右侧的“应用”可以应用当前设置的内容到保护对象服务上。 

注册表保护应用示例 

除 Administrator 之外的所有用户都不能访问注册表的情况下，可以设置控制对象如下图所示。即，允许 Adm

inistrator 访问，其他用户（!*）都不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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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28注册表保护应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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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文件异常检测 

文件异常检测是指，对服务器上重要文件的变更就行审计，以指定的周期对文件进行检查，如发现文件有变动，

则记录审计日志。 

管理控制台左侧的“文件系统–文件异常检测”点击后，右侧出现异常检测界面。 

 

图5.3.29文件异常检测（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5.3.30一致性审计（右侧主界面） 

文件异常检测菜单 

一致性审计菜单如下图所示。 

 

图5.3.31文件异常检测菜单 

 添加：添加文件异常审计的对象。 

 删除：删除文件异常审计的对象。 

 更新：以现在时刻更新对象文件的异常审计信息。如文件更新过或修改过，那么必须点击“更新”，

使对象文件的异常审计信息更新。 

 审计：检查各对象文件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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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周期设置：设置运行周期，使文件异常检测在特定的时间进行检查。 

添加文件异常对象文件 

点击“添加”按钮，出现“文件异常检测规则设置”界面。点击“…”按钮来启动“文件查找”。 

 

图5.3.32文件异常检测对象添加 #1 

在“文件查找”界面中选择要进行一致性审计的文件，然后点击“确认”。也在“文件查找”的“路径”中直

接输入文件路径，然后点击“转到”或按回车键转到期望的文件夹中。 

 

图5.3.33文件异常检测对象添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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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更新时要记录日志的情况下，选择“监视”选项。如需要，在“说明”栏里输入信息，然后点“确认”。 

 

图5.3.34文件异常检测对象添加 #3 

删除文件异常检测对象文件 

选定要删除的项目，点击“删除”按钮来删除。 

 

图5.3.35一致性对象的删除 

文件异常检测的周期设置 

点击“审计周期设置”，出现下面一致性周期设置界面。周期以天/周/月为单位，在指定的时间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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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36文件异常检测周期设置 

文件异常检测 

如要立刻进行文件异常检测，点击“审计”按钮进行审计。 

更新 

已经进行文件异常检测审计对象注册的文件，如果修改过，则需要点击“更新”使对象文件的文件异常检测审

计信息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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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连接 

5.4.1. 程序连接 

程序连接功能是指，特定进程通过网络从系统连入连出时对系统提供保护功能。进程端口功能记录的日志在

“日志–日志查看”中的网络项目中查看。 

程序连接的设置 

点击左侧的“连接–程序连接”，右侧出现程序连接策略设置界面。 

 

图5.4.1程序连接（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5.4.2程序连接（右侧主界面） 

程序连接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 

右侧主界面选择一个规则后，点击上方的“添加”按钮，在出现的“程序连接规则设置”界面中设置规则，设

置完成的规则将出现在所选的规则之后。 

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修改”按钮，在出现的“程序连接规则设置”界面中对规则进行更改。 

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所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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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3程序连接规则设置界面 

在“程序连接规则设置”界面中对进程端口规则进行设置。 

 进程：指定控制对象进程的绝对路径。点击 ，在出现的“文件查找”界面中选择进程。“*”表

示所有进程。[图5.4.3 进程端口规则设置界面]中，进程“C:\Program Files\FileZilla Server\FileZil

la server.exe”的所有网络通信都会被监视控制。 

 端口：输入指定进程的通信端口。端口可能值为1到65535，也可以输入区间A-B（端口A开始到端口

B结束）。“*”表示所有端口。[图5.4.3 进程端口规则设置界面]中连入端口20到22被监视，所有连

出端口都被监视。 

 进程连入端口：通过进程从外部连入系统内部的端口。 

 进程连出端口：通过进程从系统内部连出到外部的端口。 

 监视：记录进程所有网络通信的日志。 

 说明：进程端口规则的说明信息。 

进程对象的增加 

点击右侧主界面上方的“添加”按钮，出现“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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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4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控制对象规则：输入可以访问该进程端口的IP地址。“*”表示所有IP地址，多个IP地址以“,”隔开，

IP地址前面的“!”表示该对象除外。[图5.4.4 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中，IP地址“192.168.0.2”和

“192.168.0.1”被允许访问，此外所有IP都不允许远程访问。 

点击右边的 ，出现“控制对象”界面，输入IP地址。 

 

图5.4.5控制对象界面 

如果选择“Not(!)”，则添加的IP地址不允许访问。 

 说明：控制对象规则的说明信息 

策略添加向导 

使用策略添加向导顺序添加网络端口规则和控制对象规则。 

策略应用 

当所有网络端口策略设置完成之后，点击右侧的“应用”可以应用当前设置的内容到保护对象服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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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外对内连接 

外对内连接功能是指，通过特定端口连入系统时对系统提供保护的功能。外对内连接功能记录的日志在“日志

–日志查看”的网络项目中查看。 

外对内连接设置 

点击左侧的“连接–外对内连接”，右侧出现外对内连接策略设置界面。 

 

图5.4.6外对内连接（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5.4.7外对内连接（右侧主界面） 

外对内连接对象的添加/修改/删除 

右侧主界面选择一个规则后，点击上方的“添加”按钮，在出现的“外对内连接规则设置”界面中设置规则，

设置完成的规则将出现在所选的规则之后。 

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修改”按钮，在出现的“外对内连接规则设置”界面中对规则进行更改。 

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所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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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8外对内连接规则设置界面 

在“外对内连接规则设置”界面可以设置连入端口信息。 

 端口：输入指定进程的通信端口。端口可能值为1到65535，也可以输入区间A-B（端口A开始到端口

B结束）。“*”表示所有端口。[图5.4.8连入端口规则设置界面]中从外部通过3389端口连入的网络通

信被监视。 

 监视：记录进程所有连入的网络通信的日志。 

 说明：连入端口规则的说明信息。 

 

控制对象的增加 

点击右侧主界面上方的“添加”按钮，出现“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图5.4.9控制对象规则设置 

 控制对象规则：输入可以通过该进程端口连接的外部IP地址。“*”表示所有IP地址，多个IP地址以“,”

隔开，IP地址前面的“!”表示该对象除外。[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控制对象规则设置]中，IP地址“1

92.168.0.1”不允许访问，此外所有IP都允许远程访问。 

点击右侧的 ，在出现的“控制对象”界面中输入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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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10控制对象界面 

如果选择“Not(!)”，则添加的IP地址不允许访问。 

 说明：控制对象的说明信息。 

策略添加向导 

使用策略添加向导顺序添加连入端口规则和控制对象规则。 

策略应用 

当所有连入端口策略设置完成之后，点击右侧的“应用”可以应用当前设置的内容到保护对象服务上。 

  



 

  183 

5.4.3. 内对外连接 

内对外连接是指，通过特定端口连出时对系统提供保护的功能。连出端口功能记录的日志在“日志–日志查看”

的网络项目中查看。 

连出端口设置 

点击左侧的“连接–内对外连接”，右侧出现连出端口策略设置界面。 

 

 

图5.4.11内对外连接（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5.4.12内对外连接（右侧主界面） 

内对外连接的添加/修改/删除 

右侧主界面选择一个规则后，点击上方的“添加”按钮，在出现的“内对外连接规则设置”界面中设置规则，

设置完成的规则将出现在所选的规则之后。 

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修改”按钮，在出现的“内对外连接规则设置”界面中对规则进行更改。 

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所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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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13内对外连接规则设置界面 

在“内对外连接规则设置”界面中设置内对外连接规则。 

 端口：输入从服务器上连出的端口。端口可能值为1到65535，也可以输入区间A-B（端口A开始到端

口B结束）。“*”表示所有端口。“图5.4.13端口规则设置界面”中，外部的337端口到400端口的连

出网络通信被监视。 

 监视：记录进程所有的连出网络通信的日志。 

 说明：连出端口规则的说明信息。 

 

控制对象的增加 

点击右侧主界面上方的“添加”按钮，出现“控制对象规则设置”界面。 

 

图5.4.14控制对象规则设置 

 控制对象规则：输入可以通过该进程端口连接到外部的IP地址。“*”表示所有IP地址，多个IP地址以

“,”隔开，IP地址前面的“!”表示该对象除外。 [图5.4.14控制对象规则设置]中，IP地址“192.168.

0.1”允许访问，此外所有IP都不允许连出。 

点击右侧的 ，在出现的“控制对象”界面中输入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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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15控制对象界面 

如果选择“Not(!)”，则添加的IP地址不允许访问。 

 说明：控制对象的说明信息。 

策略添加向导 

使用策略添加向导顺序添加连出端口规则和控制对象规则。 

策略应用 

当所有连出端口策略设置完成之后，点击右侧的“应用”可以应用当前设置的内容到保护对象服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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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用户 

5.5.1.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功能是指，查看并管理系统存在的用户。 

点击左侧的“用户–用户管理”，右侧出现用户管理界面。 

 

 

图5.5.1用户管理（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5.5.2用户管理（右侧主界面） 

用户管理功能可以添加新用户，修改已有用户和删除用户。 

添加用户 

点击用户目录上方的“添加”按钮，或选择右键弹出菜单上的“添加”，在出现的用户信息界面中增加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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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3用户信息界面 

输入新用户并点“确认”来增加用户。 

 用户名 ：用户名中不能有「" / \ [ ] : ; | = , + * ? <> @」，最大 20 个字符。 

 组 ：点击「…」来选择用户所属的组。 

 全名 ：用户全名，最大 64 个字符。 

 说明 ：用户的说明信息，最大 128 个字符。 

 密码修改：选择该项之后，可以修改用户密码。 

 到期 ：选择该项，可以设置用户何时到期。 

 用户锁定：选择该项，则此用户被锁定，不能登录系统。 

修改用户 

选择要修改的用户，点击上方的“修改”，或者在要修改的用户项目上右键单击，选择弹出菜单上的“修改”，

在出现的用户信息界面上修改用户信息。 

删除用户 

选择要删除的用户后点击上方的“删除”，或者在要删除的用户项目上右键单击，选择“删除”，可以删除所

选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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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组管理 

组管理功能是指，查看和管理系统存在的组。 

点击左侧的“用户验证–组管理”，右侧出现组管理界面。 

 

图5.5.4组管理（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5.5.5组管理（右侧主界面） 

组管理功能可以增加新组，修改和删除已有组。 

添加组 

点击组目录上方的“添加”按钮，或者在组目录右键单击，选择弹出菜单上的“添加”，可以增加新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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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6组信息界面 

输入组名和说明之后点击“确认”来添加新组。 

 组名：不能输入「" / \ [ ] : ; | = , + * ? <> @」，最大 256 个字符。 

 说明：组说明信息，最大 128 个字符。 

修改组 

选择要修改的组之后点击上方的“修改”按钮，或者右键单击，在弹出菜单上选择“修改”可以修改组名和说

明信息。 

删除组 

选择要删除的组之后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或者右键单击，在弹出菜单上选择“删除”可以删除所选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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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日志 

5.6.1. 日志查询 

点击左侧功能选择界面的“日志查询”的，右侧出现如[图 5.6.1 日志查询界面]，显示已连接服务上的易路平

安系统保护功能和监视功能产生的日志记录。 

 

图5.6.1日志查询界面 

日志查询功能由“进程”“文件系统”“网络”“用户验证”“监视”“管理”等页面组成，各页面上显示易

路平安对应的服务保护功能产生的日志。 

高级（日志项目设置） 

点击上方的高级，对日志查询界面上要显示的项目进行选择。 

点击默认值，恢复日志查看项目的默认值，点击全选，选择所有日志项目。 

更新 

点击上方的更新，更新日志信息。 

 

5.6.1.1. 进程日志查看 

选择日志查看界面上方的“程序”页面，易路平安的服务保护功能中，与[5.2 进程]关联的审计日志在此查看。

点击高级，出现[图5.6.2 程序日志项目设置界面]，可以选择要查看的日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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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2进程日志项目设置界面 

进程日志查看界面的各日志项目的说明在[表5.6.1 进程审计日志的项目]。 

表5.6.1进程审计日志的项目 

No 日志项目 内容 例 

1 发生时间 时间发生的时间（保护对象上的时刻） 

yyyy-mm-dd hh:mm:ss.mmm 

2011-02-23 

11:23:34.456 

2 主机名 保护对象的主机名 WIN-

GGP3DJJPQQQ 

3 服务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217 

4 操作系统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种类 Win2008 

5 操作系统版本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版本 6.00.6001 

6 本地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101 

7 本地端口 保护对象的端口号 5667 

8 终端 连接终端 pts/3 

9 进程ID 保护对象上运行的进程ID号码 6685 

10 进程名 保护对象上运行的进程名称 cmd.exe 

11 父进程ID 进程的父进程ID 500 

12 父进程名 进程的父进程名称 explorer.exe 

13 有效用户ID 有效用户的ID (Effective User ID) Administrator 

14 有效组ID 有效组的ID (Effective Group ID) Administrator 

15 实际用户ID 实际用户ID (Real User ID) bruce 

16 访问对象 访问客体对象的全路径 c:\windows\syst

em32 

17 消息类型 消息类型 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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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消息ID 消息ID 113012 

19 消息 消息 User bruce was 

denied to execute 

"C:\notepad.exe" 

on 192.168.0.101 

20 发生原因 根据何安全策略产生的消息 COMMAND.CONF

: 7[7]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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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2. 文件系统日志查看 

选择日志查看界面上方的“文件系统”页面，易路平安的服务保护功能中，与[5.3文件系统]关联的审计日志在

此查看。点击高级，出现[图5.6.3文件系统日志项目设置界面]，可以选择要查看的日志项目。 

 

图5.6.3文件系统日志项目设置界面 

文件系统日志查看界面的各日志项目的说明在[表5.6.2文件系统审计日志的项目]。 

表5.6.2文件系统审计日志的项目 

No 日志项目 内容 例 

1 发生时间 时间发生的时间（保护对象上的时刻） 

yyyy-mm-dd hh:mm:ss.mmm 

2011-02-23 

11:23:34.456 

2 主机名 保护对象的主机名 WIN-GGP3DJJPQQQ 

3 服务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217 

4 操作系统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种类 Win2008 

5 操作系统版本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版本 6.00.6001 

6 本地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101 

7 本地端口 保护对象的端口号 5667 

8 进程名 保护对象上运行的进程名称 cmd.exe 

9 父进程名 进程的父进程名称 explorer.exe 

10 有效用户ID 有效用户的ID (Effective User ID) Administrator 

11 实际用户ID 实际用户的ID (Real User ID) bruce 

12 主体权限 为进程设置的迂回权限 (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

源。进程特权]) 

-N---- 

13 INODE 访问对象客体的INODE号码 0 

14 访问对象 访问对象客体的全路径 c:\windows\syste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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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5 访问对象属性 为访问对象客体设置的安全属性 ------ 

16 消息类型 消息类型 acl 

17 消息ID 消息ID 113012 

18 消息 消息 User bruce was 

denied to execute 

"C:\notepad.exe" on 

192.168.0.101 

19 发生原因 根据何安全策略产生的消息 COMMAND.CONF: 

7[7]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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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3. 连接日志查看 

选择日志查看界面上方的“连接”页面，易路平安的服务保护功能中，与[5.4网络]关联的审计日志在此查看。

点击高级，出现[图5.6.4网络日志项目设置界面]，可以选择要查看的日志项目。 

 

图5.6.4连接日志项目设置界面 

连接日志查看界面的各日志项目的说明在[表5.6.3网络审计日志项目]。 

表5.6.3网络审计日志项目 

No 日志项目 内容 例 

1 发生时间 时间发生的时间（保护对象上的时刻） 

yyyy-mm-dd hh:mm:ss.mmm 

2011-02-23 

11:23:34.456 

2 主机名 保护对象的主机名 WIN-GGP3DJJPQQQ 

3 服务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217 

4 操作系统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种类 Win2008 

5 操作系统版本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版本 6.00.6001 

6 本地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101 

7 本地端口 保护对象的端口号 5667 

8 目标IP地址 保护对象连接的外部IP地址 192.168.3.202 

9 目标端口 保护对象连接的外部端口号 80 

10 进程名 保护对象上运行中的进程名 filezilla server.exe 

11 有效用户ID 有效用户的ID (Effective User ID) Administrator 

12 动作 以 保 护 对 象 为 基 准 ， 网 络 传 输 的 方 向 

(INCOMING/OUTGOING) 

INCOMING 

13 消息类型 消息类型 procport 

14 消息ID 消息ID 113012 

15 消息 消息 User bruc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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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ied to execute 

"C:\notepad.exe" on 

192.168.0.101 

16 发生原因 根据何安全策略产生的消息 PROCPORT.CONF: 

7[7]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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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4. 用户验证日志查看 

选择日志查看界面上方的“用户验证”页面，易路平安的服务保护功能中，与[5.5用户验证]关联的审计日志在

此查看。点击高级，出现[图5.6.5用户验证日志项目设置界面]，可以选择要查看的日志项目。 

 

图5.6.5用户验证日志项目设置界面 

用户验证日志查看界面的各日志项目的说明在[表5.6.3 用户验证审计日志项目]。 

表5.6.4用户验证审计日志项目 

No 日志项目 内容 例 

1 发生时间 时间发生的时间（保护对象上的时刻） 

yyyy-mm-dd hh:mm:ss.mmm 

2011-02-23 

11:23:34.456 

2 主机名 保护对象的主机名 WIN-GGP3DJJPQQQ 

3 服务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217 

4 操作系统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种类 Win2008 

5 操作系统版本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版本 6.00.6001 

6 本地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101 

7 终端 连接终端 pts/3 

8 进程名 保护对象上运行中的进程名 filezilla server.exe 

9 有效用户ID 有效用户的ID (Effective User ID) Administrator 

10 消息类型 消息类型 procport 

11 消息ID 消息ID 113012 

12 消息 消息 User bruce was 

denied to execute 

"C:\notepad.exe" on 

192.168.0.101 

13 发生原因 根据何安全策略产生的消息 PROCPORT.CONF: 7[7]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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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5. 监视日志查看 

选择日志查看界面上方的“监视”页面，易路平安的服务保护功能中，与[5.2用户验证]，[5.3 文件系统]，[5.4

 网络]功能的监视设置有关联的审计日志在此查看。点击高级，出现[图5.6.6监视日志项目设置界面]，可以选

择要查看的日志项目。 

 

图5.6.6监视日志项目设置界面 

监视日志查看界面的各日志项目的说明在[表5.6.3 监视日志项目]。 

表5.6.5监视日志项目 

No 日志项目 内容 例 

1 发生时间 时间发生的时间（保护对象上的时刻） 

yyyy-mm-dd hh:mm:ss.mmm 

2011-02-23 

11:23:34.456 

2 主机名 保护对象的主机名 WIN-GGP3DJJPQQQ 

3 服务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217 

4 操作系统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种类 Win2008 

5 操作系统版本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版本 6.00.6001 

6 本地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101 

7 本地端口 保护对象的端口号 5667 

8 目标IP地址 保护对象连接的外部IP地址 192.168.3.202 

9 目标端口 保护对象连接的外部端口号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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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终端 连接终端 pts/3 

11 进程ID 保护对象上运行的进程ID号码 6685 

12 进程名 保护对象上运行的进程名称 cmd.exe 

13 父进程ID 进程的父进程ID 500 

14 父进程名 进程的父进程名称 explorer.exe 

15 有效用户ID 有效用户的ID (Effective User ID) Administrator 

16 有效组ID 有效组的ID (Effective Group ID) Administrator 

17 实际用户ID 实际用户的ID (Real User ID) bruce 

18 主体权限 为进程设置的迂回权限 (参考[错误！未找到引

用源。进程特权]) 

-N---- 

19 INODE 访问对象客体的INODE号码 0 

20 访问对象 访问对象客体的全路径 c:\windows\system32 

21 访问对象属性 为访问对象客体设置的安全属性 ------ 

22 动作 以 保 护 对 象 为 基 准 ， 网 络 传 输 的 方 向 

(INCOMING/OUTGOING) 

INCOMING 

23 消息类型 消息类型 command 

24 消息ID 消息ID 113012 

25 消息 消息 User bruce was 

denied to execute 

"C:\notepad.exe" on 

192.168.0.101 

26 发生原因 根据何安全策略产生的消息 COMMAND.CONF: 

7[7]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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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6. 管理日志查看 

选择日志查看界面上方的“管理”页面，易路平安的服务保护功能的策略设置的管理日志在此查看。点击高级，

出现[图5.6.7管理日志项目设置界面]，可以选择要查看的日志项目。 

 

图5.6.7管理日志项目设置界面 

管理日志查看界面的各日志项目的说明在[表5.6.6 管理日志项目]。 

表5.6.6管理日志项目 

No 日志项目 内容 例 

1 发生时间 时间发生的时间（保护对象上的时刻） 

yyyy-mm-dd hh:mm:ss.mmm 

2011-02-23 

11:23:34.456 

2 主机名 保护对象的主机名 WIN-GGP3DJJPQQQ 

3 服务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217 

4 操作系统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种类 Win2008 

5 操作系统版本 保护对象的操作系统版本 6.00.6001 

6 本地IP地址 保护对象的IP地址 192.168.3.101 

7 进程ID 保护对象上运行的进程ID号码 2028 

8 进程名 保护对象上运行的进程名称 soctld.exe 

9 父进程ID 进程的父进程ID 592 

10 父进程名 进程的父进程名称 service.exe 

11 有效用户ID 有效用户的ID (Effective User ID) NT 

AUTHORITY\SYSTEM 

12 实际用户ID 实际用户的ID (Real User ID) NT 

AUTHORITY\SYSTEM 

13 消息类型 消息类型  

14 消息ID 消息ID 154020 

15 消息 消息 Security op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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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ed. 

16 发生原因 根据何安全策略产生的消息 config update 

 

  



 

  202 

5.6.2. 过滤设置 

易路平安的服务保护和监视功能产生的审计日志，根据用户的设置可能会有大量日志产生。 

如果使用易路平安的日志过滤功能，可以抑制异常审计日志的产生，把处理日志而对系统的影响降到最小，同

时减小审计日志带来的磁盘空间的浪费。 

日志过滤设置 

左侧安全功能选择界面的“日志–过滤设置”点击之后，右侧出现已连接服务的易路平安的日志过滤设置界面，

如图 5.6.8 所示。 

 

图5.6.8过滤设置（左侧功能选择界面） 

 

图5.6.9日志过滤设置界面（右侧主界面） 

日志过滤功能有以下两种设置。 

 只指定“进程”和“消息类型”时 

“进程”和“消息类型”字段定义的内容做 AND 运算，进行过滤。即，定义的“进程”和“消息类

型”时，在记录之前进行过滤，如果产生的消息和定义的“进程”和“消息类型”一致则不记录日

志。 

 “进程”“消息类型”“控制对象”全部指定时 

“进程”“消息类型”“控制对象”字段定义的内容做 AND 运算之后，三个字段的内容全部匹配时

才记录日志。 

日志过滤设置的添加/修改/删除 

右侧主界面选择一个规则后，点击上方的“添加”按钮，在出现的“日志过滤规则设置”界面中设置规则，设

置完成的规则将出现在所选的规则之后。 

也可以用“策略添加向导”来添加新的日志过滤规则。 

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修改”按钮，在出现的“日志过滤规则设置”界面中对规则进行更改。 

选择一个规则，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所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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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10日志过滤规则设置界面 

在[图 5.6.10 日志过滤规则设置界面]中，添加新的日志过滤规则。 

 进程：要进行日志过滤的进程名。“*”表示匹配所有进程。点击右边的 ，在出现的“文件查看”

界面中选择要添加的进程。 

 消息类型：选择要指定的日志过滤消息类型。消息类型的详细内容，请参考“表 5.6.7 消息类型的种

类”。 

 说明：日志过滤规则的说明信息。 

点击“确认”，添加一个新的日志过滤规则。 

消息类型 

日志过滤要指定的“消息类型”的种类，请参考“表 5.6.7 消息类型的种类”。 

表5.6.7消息类型的种类 

No 消息类型 产生条件 

1 kill 程序终止保护（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程序终止保护）控制中，程序终止保护行为被拒

绝时 

2 command 命令执行（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命令执行）控制中，命令执行被拒绝时 

3 acl 文件保护（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文件保护）控制中，访问被拒绝时 

4 setuid （Unix/Linux 服务专用）特权程序（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特权程序）控制中，SETUID 

程序执行被拒绝时 

5 X-auth （Windows 服务专用）安全属性的“执行验证”属性设置后，该可执行文件执行被拒

绝时 

6 X-

readonly 

（Windows 版本专用）安全属性的“只读”属性设置后，对该文件进行写或者删除被

拒绝时 

7 integrity 一致性审计（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一致性审计）中，审计对象文件变更时 

8 incoming 连入端口（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连入端口）控制中，网络连接被拒绝时 

9 outgoing 连出端口（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连出端口）控制中，网络连接被拒绝时 

10 procport 进程端口（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进程端口）控制中，网络连接被拒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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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trace 进程(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进程)功能的“监视”标志设置后，进程运行时 

12 F-trace 文件系统（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文件系统）功能的“监视”标志设置后，访问该文件

时 

13 N-trace 网络（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网络）功能的“监视”标志设置后，网络连接时 

14 exec 进程执行日志（[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日志记录]的高级设置)，进程执行时 

15 module （Unix/Linux 服务专用）模块加载控制（[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文件系统保护]的高级

设置），未经允许的对象加载模块被拒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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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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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操作系统DAC和易路平安文件保护控制的关系 

系统安全功能的“任意访问控制（DAC, Discretionary Access 

Control）”和易路平安的“文件保护”控制相互之间不干扰，文件访问控制以下列顺序执行。 

文件访问控制，从左边到右进行判断。在不违反系统的“任意访问控制”和易路平安的“文件保护”功能的情

况下，特定文件的操作才可以进行。 

Linux (内核版本 2.6.*)中:   DAC  → 文件保护 

Unix 中 :    文件保护 → DAC 

Windows 中 :    文件保护 → D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