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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书内容的部

分或全部，并不得以任何形式传播。 

南京聚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聚铭网络、JUMING）。 

图标为南京聚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商标。对于本

手册出现的其他公司的商标、产品标识和商品名称，由各自权利人拥有。 

除非另有约定，本手册仅作为使用指导，本手册中的所有陈述、信息和建

议不构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 

本手册内容如发生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如需要获取最新手册，请联系南京聚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服务部。 

 

联系信息 

地     址：南京市雨花区软件大道 180号 07栋 406室 

邮     编：210000 

电     话：025-52205520 025-52205570 

传     真：025-52205565 

邮     箱：support@juminfo.com 

网     址：www.juminfo.com 

全国客服电话：400-1158-400 

 

mailto:support@jum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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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临问题和挑战 

1.1. 面临问题 

随着各类信息技术及软硬件系统的持续演进，信息安全问题日益严峻，而

且我国当前信息系统安全产业及相关安全法律法规及其标准也不甚完善，这导

致国内信息安全保障工作严重滞后于信息技术发展的速度。 

由此，目前各企业 IT 系统安全面临巨大的困境，主要包括： 

 落后的边界隔离理念 VS 灵活多变的渗透技术 

 日益臃肿的攻击特征库 VS 专业智能的 SaaS 服务 

 一片祥和的监控页面 VS 暗流涌动的隐蔽信道 

总而言之，只重视边界的防护，而忽视内部系统的安全问题的传统观念已

经无法适应当前日益严峻的安全形势；没有安全事件和告警不等于没有被攻击

者盯上和攻击。 

1.2. 当前挑战 

   企业面临的信息安全挑战包括： 

1. 企业购置了大量安全设备及产品，但这些产品所报告出来的问题往往不是难

于理解就是极其分散，从而无法确定当前企业的网络和系统运行到底是否安

全； 

2. 一般安全设备所报告的安全事件，往往存在误报率高，需要人工甄别； 

3. 传统安全设备或系统只会报告当前发生了什么，而无法对未来的安全形势进

行预判，简而言之，就是缺乏一定的安全形势预估能力； 

4. 传统的安全设备，如入侵检测或入侵防护一般不会存储过程数据，所以在出

现安全问题时，完全无法对历史数据进行回溯，所以如何调查安全事件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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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可能的任务； 

5. 一般的传统的安全设备，无论是防火墙、入侵检测/入侵防护、防病毒等系统

都是利用特征库对相关安全问题进行检测，如果数据被加密或者文件被做了

免杀处理，则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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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户需求 

针对上述问题和挑战，一般企业的信息安全管理人员不仅对各类安全合规

方面功能有着较高要求，而且对这在日常安全问题的发现、潜在问题的萃取、

未发生问题的预防等都有较高期望，特别是对于一些隐蔽安全问题的追根溯源

（包括各类高级持续威胁等），也有现实需求，包括： 

1. 通过企业网站等途径的外部渗透行为； 

2. 通过邮件钓鱼等途径的鱼叉攻击行为； 

3. 访问控制混乱而导致的隐蔽通道或服务端口暴露问题； 

4. 内部潜在威胁源或威胁用户的发现； 

5. 潜在的数据泄露或外传风险； 

6. 安全问题爆发时的预警和处置； 

7. 其它各类用户或异常行为的侦测，如异常地区访问、异常时间访问、异常访

问次数、异常用户类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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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聚铭安全态势与管控平台解决方案 

 

南京聚铭网络科技自主开发的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安全态势感知与管控平

台，统一采集各类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包括各类设备、应用日志以及网

络流量和各种脆弱性，提供基于标准风险模型通过实时分析、离线分析、关联

分析、统计分析、规则库、专家经验库以及外部安全情报的交换、机器学习等

多方位进行风险分析。 

聚铭安全态势感知与管控平台，充分收集各类安全相关数据，通过大范围

和深度地广泛检查，尽可能发现相关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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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解决方案整体框架 

聚铭安全态势感知与管控平台，具有完全分布式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框架，

包含了数据采集、数据预处理、数据分析、高级分析、数据可视以及安全处理

和响应、安全知识库（含漏洞库、安全事件库、安全配置库、日志配置库等），

如下图所示： 

 

3.2. 方案组成 

与传统的安全管理中心（SOC）或下一代安全管理中心（NGSOC）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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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是（传统 SOC 或 NGSOC 均是依赖于收集第三方日志或脆弱性，在问题

的解读和追溯上存在非常大的不足，因而不足以支撑整体安全管理），由于安全

态势感知与管控平台集成了众多自有的安全问题感知子模块，这些安全感知子

模块包含了如下内容： 

 网络攻击检测子模块 

 网络性能检测子模块 

 文件安全检测子模块 

 威胁情报检测子模块 

 日志安全审计子模块 

 漏洞扫描检查子模块 

 安全配置核查子模块 

 

另外，除上述基础安全检测子模块外，聚铭安全态势感知与管控平台还综

合了如下高级安全检查功能： 

 安全对象失陷分析子模块 

 安全问题告警分析子模块 

 主机及用户行为分析子模块 

 网站安全检测分析子模块 

 安全风险分析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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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各类模块外，为了向用户提供完善的安全运维能力，聚铭安全态

势感知与管控平台提供了完善的安全资产管理模块、安全运维工单模块、安全

预警模块以及安全知识库等模块。 

可以看出聚铭安全态势感知与管控平台是安全管理平台的集大成者，覆盖

了安全管理的方方面面，是安全问题处理专家和安全管理平台的“瑞士军刀”。 

3.3. 解决的安全问题 

    以下就聚铭安全态势感知与管控平台能够探知和发现的安全问题进行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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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安全 

众所周知，网站是企业等单位的重要信息资产，网站的安全（虽然网站一

般被部署在 DMZ 区，但也不排除存在利用攻陷网站向内网渗透的行为）问题不

仅关乎企业的网络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其被随意篡改或者修改则会造成

严重的政治问题或名誉问题。 

聚铭安全态势感知与管控平台包含独有技术对网站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

其检查的范围主要包含针对网站漏洞的攻击或渗透行为、各种网站链接挂马行

为、网页篡改行为以及其它针对网站的拒绝服务攻击、一般漏洞扫描等等。 

举例而言，聚铭安全态势感知与管控平台曾经在某客户部署的系统中发现

针对网站的漏洞（Weblogic 反序列化漏洞利用攻击），植入 ELF 格式的勒索及

挖矿软件（可以看出 Linux 的世界也并不平静，反而由于其是开源的可能更容

易存在问题）。 

 数据库安全 

除了网站以外，数据库是企业另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资产，数据库出现安

全问题会对企业的信息安全工作以及日常工作产生毁灭性的打击，如 2018 年

出现的 XX 酒店将关键数据库信息暴露在公网上（其数据库类型为 MySQL）而

且密码极其简单，直接被一般黑客所破解，导致大量重要客户数据的信息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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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对企业声誉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举例而言，聚铭安全态势感知与管控平台也曾经发现在客户现场出现将数

据库端口直接暴露在公网上的行为，导致俄罗斯黑客在短时间内对其管理员密

码发起了大量的猜测，不过幸而被安全态势感知与管控平台发现，从而避免了

重大损失。 

 

 其它安全问题 

以上内容主要针对企业重要信息资产的边界检测和防护，而企业内网安

全，包括北向安全以及东西向安全，因为经权威机构调研，信息安全的堡垒一

般总是从内部被攻破的，这主要是存在如下原因： 

1. 内部系统移动介质的滥用，导致各类僵尸、蠕虫以及木马等恶意软件的

传播； 

2. 企业员工由于存在各种好奇心，会有意或无意地打开各类钓鱼邮件，从

而导致其工作计算机沦陷； 

3. 企业员工在上网时，下载和安装了一些做过免杀处理的软件从而导致被

种植木马及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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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另外，企业员工在上网时，由于其系统没有及时更新相关软件，从而被

直接渗透，如聚铭安全态势感知与管控平台近期在一些企业和单位发现的门罗币

矿机（一段时间以来，此矿机使用 443 端口和矿池通讯，但最近发现的样本为使

用 TCP 3333 端口或 23333 端口与矿池通讯）； 

5. 最后，也不排除一些别有用心的员工故意在办公网或生产网传播恶意软

件，从而导致企业信息安全的问题。 

 

    总而言之，通过聚铭安全态势感知与管控平台可以充分发现南北向以及各

类东西向安全问题，包括诸如各类木马行为、隐蔽通道连接、勒索软件行为

（含与服务器通讯以及横向传播）以及各类电子加密货币矿机行为，充分保障

内部服务器及用户终端的安全，避免造成各类损失。 

 系统安全上线和巡检 

聚铭安全态势感知与管控平台包含有丰富的安全评测工具，可以对各类系

统、数据或应用的安全漏洞以及安全配置问题进行评估，以充分应对系统的安

全上线和定期以及不定期的安全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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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合规 

因为聚铭安全态势感知与管控平台包含有丰富且全面的安全子系统，故可

以完全支撑企业对于安全合规的要求，合规范围包括网络安全法、等级保护

（1.0 和 2.0）以及各行业其它相关信息安全法律法规等，也可以符合如 SOX 法

案、HIPAA、PCIDSS 等境外法规，总体而言它包含（但不限于）如下功能可对

安全合规提供支撑： 

1. 主机、数据库、中间件、应用、安全设备、网络设备等的日志留存； 

2. 用户上网行为相关日志留存； 

3. 网络边界攻击行为检测； 

4. 主机、数据库、中间件、应用、安全设备、网络设备等的漏洞检测及发现； 

5. 主机、数据库、中间件、应用、安全设备、网络设备等的安全配置问题检测

及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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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功能简介 

4.1. 对象失陷风险感知 

在聚铭安全态势感知与管控平台中，对象不仅包含了各种形态的资产信

息，还包括各类没有被纳入到资产的对象，这些对象可能是各类服务器或主机

以及账号或网站，故一般用户无需配置资产也可以对相关对象的失陷问题进行

查看和处理，这大大降低了初次使用本平台的门槛，也减轻了相关配置工作。 

对象失陷的含义是相关主机、账号、网站等对象由于某些原因，如遭受鱼

叉攻击或水坑攻击而被植入各类木马、勒索软件以及蠕虫等恶意程序，从而产

生相应的异常行为，导致重要数据被泄漏、重要文件被加密等；严重还会在内

网（包括工作网络或生产网络等）肆意传播（横向传播）最终造成企业相关重

要信息资产（不仅指有形资产还包括无形资产）的损失。 

一般而言对象的失陷会包含探测、植入、回传、横向传播、收集数据以及

数据外穿等若干阶段，如果在其中任意一环发现问题，则能够防止损失，评估

对象失陷风险的感知是聚铭安全态势感知与管控平台的核心内容，如下图所

示： 

 

4.2. 外部攻击威胁感知 

    所谓外部威胁是指有外网主机或系统对内网的主机或系统发起的网络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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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能的非法连接及探测。 

网络攻击一般是指攻击者利用受害者主机或系统存在的一些缺陷/漏洞或者

配置上的不足或者网络拓扑存在的问题，使用专用工具或手段对其进行探测、

尝试、渗透，试图最终获得目标主机或系统的控制权，或者使受害者无法正常

运行。 

另外，可能的非法连接是指利用受害者主机或系统在某种情况下出现了不

应暴露的端口，从而被非法入侵者所利用，如错误地将一些远程登录服务、数

据库服务等暴露在公网环境。 

聚铭安全态势感知与管控平台充分探知上述这些威胁，从而达到实时监

控、实时处理的目的。 

 

 

4.3. 外连攻击威胁感知 

所谓外连威胁是指内网主机或系统对外网相关主机或系统发起的攻击或可

疑连接，若存在此类威胁则说明内网主机可能存在失陷危险。 

内网主机或系统的失陷原因可能存在多种可能，如因为从某些网站或服务

器下载、安装了有害的程序或木马，或者被邮件钓鱼（如鱼叉攻击）诱使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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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危险邮件，或者插入移动介质而被感染了有害程序或木马，或者被内网其它

主机所渗透而植入了有害程序；用户应特别重视此类危险；但也不排除内网有

主机或系统主动发起了对外网的攻击。 

从信息安全的角度而言，如果网络中出现外连攻击威胁，则其风险其实要

较外部的攻击威胁更大，从而更应引起相关安全人员的注意。 

 

4.4. 内部互连攻击威胁感知 

所谓内部互连威胁是指有内网主机或系统对其它内网的主机或系统发起的

网络攻击或可能的非法连接及探测。 

内部互连攻击一般是指内网失陷主机对其它内网主机进行探测、尝试、渗

透，试图最终获得目标主机或系统的控制权，从而在内网横向扩散、收集数

据、破坏系统。 

其中，有一类为可能的非法连接是指利用受害者主机或系统在某种情况下

出现了不应暴露的端口，从而被非法入侵者所利用，如错误地开放一些不应打

开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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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脆弱性感知 

脆弱性是一般是在部署时或运行时就自然存在于系统中的；系统运行的操

作系统、应用软件均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脆弱性，另外错误或不当的配置也会

造成系统存在脆弱性；对于高危的脆弱性，如“永恒系列”所利用的 MS17-

010 漏洞等应给予做够的重视。 

而聚铭安全态势感知与管控平台能够充分利用平台集成的相关工具对这些

脆弱性进行主动的发现和提示，以防止用户由于不恰当的配置或者未能及时修

补漏洞而造成的风险，从而导致出现口令被破解、漏洞（特别是网站资产）被

利用等安全事件的发生。 

故脆弱性的感知也是“主动安全”的重要一环，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 

4.6. 云端综合安全感知 

云端综合安全感知可以实时采集监控指标，提供及时有效的安全告警、响

应，通过云端预警功能，根据不同行业和资产的系统类型，对可能存在的威

胁，云端下发安全预警，线下及时排查和进行相关的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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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优势 

5.1. 全面感知 

 全面嵌入各类安全信息感知模块，数据来源覆盖全面，包括网络流量、日

志及各类脆弱性 

 全面感知各层面安全态势问题，包括网络安全态势、主机安全态势、数据

安全态势、应用安全态势、行为等 

 全面监控各方面安全态势问题，包括各类网络东西向安全问题、南北向安

全问题、脆弱性问题等 

5.2. 精准解析 

 利用网络流量分析探针，解析各类主流网络协议，如 HTTP、DNS、SMTP

等，对相关元数据可进行查询和分析，无需单独接入其它设备日志 

 开放的自有标准化语法解析器，灵活度高、精确度高、快速自定义标准化

解析 

 内置了大量的标准化脚本，适应各类主流设备和系统的精确解析 

5.3. 精确分析 

关联场景：基于统计和基于关联 

 基于统计包含：平均统计、方差统计，支持按天、按周统计 

 基于关联包含：状态关联、时序关联、归并关联、筛选关联、端口关联 

多维度关联 

 支持事件与基线关联分析、事件与漏洞关联分析、事件与事件关联分析 

智能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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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多方向网络连接数据及其它用户异常行为自动进行基线分析，无需配置 

5.4. 一键阻断 

 支持搭配聚铭流量探针实现阻断 

 支持联动 SDN实现阻断 

 支持联动 SDWAN 实现阻断 

5.5. 展示丰富 

 丰富的图形化展示：仪表板、业务拓扑图 

 用户自定义仪表板展现业务数据 

 实时监控：便于发现异常、随时挖掘分析 

 热图分布：追踪攻击来源，发现幕后黑手 

5.6. 体系完整 

 系统可选内置网络流量探针，无需第三方提供网络攻击威胁数据接入支持 

 系统内置了漏洞扫描、基线检查等模块，主动检查，及时加固 

 通过日志与漏洞等关联分析被动防御，发现威胁，抵御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