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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antec Data Center Security：
Server Advanced 的五大功能

Symantec Data Center Security：Server Advanced 簡稱：DCS SA。由字義來看，
它就是一套由賽門鐵克提供的專用於保護資料中心內重要伺服主機的進階防護解決方
案。這是一套已經在正式環境運行很久，專用於保護檔案伺服主機、AD 主機、郵件
伺服主機、ERP 伺服主機、網頁伺服主機、SQL server 主機、提款機 (ATM)、銷售點
系統 (POS)、販賣機 (Kiosks)、工業控制伺服器 (ICS) 等內嵌系統的防護解決方案。
提供企業、零售業、政府機構、金融業、醫療保健、教育單位等重視資訊系統可用性
與資訊安全性行業重要系統防護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方案，所以 DCS SA 的
前一個版本的名稱也非常直覺就稱為 (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賽門
鐵克重要系統防護方案簡稱：SCSP。

為何會將 SCSP 改名為 Symantec Data Center Security：Server Advanced ？拜近
十年來電腦運算效能的大幅提升所賜與整體 IT 成本最佳化的需求、更好的 IT 管理、
自動化、靈活性和擴充延展性。虛擬化已經完全改變了整個 IT 基礎架構，主機虛擬化、
網路虛擬化、桌面虛擬化、安全虛擬化，近期的軟體定義資料中心以及雲端發展，其
主要驅動力也是來自於虛擬化。所以；DCS SA 就是可讓企業保護並強化其實體與虛
擬伺服器，並保護與持續監控其內部部署、公用及私有雲端資料中心的安全和遵循狀
態的高階防護方案。DCS SA 可針對實體與虛擬伺服器基礎架構提供安全偵測、監控
和預防功能。除了針對虛擬與實體基礎架構和跨 AWS 與 OpenStack 雲端提供無代理
程式型防惡意程式防護和安全監控之外，還能提供應用程式與受保護的白名單，及精
密的入侵偵測和預防；檔案、系統和系統管理員鎖定；以及檔案完整性和組態監控，
以保護實體與虛擬伺服器。它也支援完全強化的 OpenStack Keystone。

接下來；本文會以防護實體與虛擬伺服器、防護虛擬的基礎架構以及防護以軟體
導向的資料中心等幾個面向來介紹 DCS SA，對於非伺服主機的單機作業系統及內
嵌系統的防護，目前產品名稱並沒多大有改變，稱為：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Client Edition，與 DCS SA 採用完全相同的防護技術與機制。

為了保護實體與虛擬伺服器，過去 IT 專業人員仰賴的是傳統的防護技術，例如防毒程
式。儘管這些技術仍然是最基本的防禦和保護層，今日的威脅態勢確實需要強化即時
和主動式的安全功能，為伺服器提供更足夠的防護能力，以滿足每個系統對於逐漸提
高的機密性、完整性及可用性要求。若無法為每一台獨一無二的伺服器提供最佳化的
安全性，包括：網頁、檔案、應用程式或資料庫，企業就仍將使資料中心暴露於風險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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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 VMware® 環境的全方位防護
虛擬化已使得資料中心轉型，讓企業能夠以我們從未想過的
方式回應業務需求。但除了業務靈活性以外，虛擬化亦帶來
虛擬化專案主管未察覺的全新安全與遵循風險。事實上，最
近的一項研究報告中，Gartner 引述「60% 的虛擬伺服器，
比它們在 2012 年所取代的實體伺服器更不安全。」若沒有
方法可保護虛擬架構、伺服器、應用程式及其中包含了資訊
的各個層級，會增加資料外洩與重大企業停機時間的風險。

在虛擬環境中，應用程式與作業系統所受到的網路攻擊，與
實體環境是完全相同的。此外，虛擬機器管理員軟體和管理
伺服器層級所面臨的風險更需要防護及監控功能。考量虛擬
環境中的安全性時，務必要選擇能在整個虛擬架構中抵禦內
部員工風險與外部威脅、且不會影響效能的技術。

DCS SA 與其他虛擬安全與遵循解決方案不同，可讓企業
使 用 精 細 的 政 策 導 向 控 制， 完 整 地 保 護 及 監 控 VMware 
vSphere 5.x 環境。運用以最新 vSphere 最佳實務準則與
強化的原則、立即可用的政策，能為橫跨 Windows® 與非
Windows 虛擬機器、虛擬機器管理員軟體 (Hypervisor) 和
管理伺服器等虛擬資料中心提供最佳的安全性、最高的系統
運轉率，並降低資料外洩的風險與未能遵循法規的相關罰
則。由於 DCS SA 是非特徵型的政策導向技術，亦可讓企業
在允許執行後監控列入白名單的應用程式，以不影響系統效
能的方式提供零時差攻擊的防護。

■ 適用於 VMware 環境的無代理程式型防惡意程式，可以免
除防毒風暴 (AV Storm)：一般實體主機上的各個虛擬機
器同時執行防毒掃描時，會增加共用資源的負荷，系統效
能也會降低。DCS SA 可針對單一主機上所有虛擬機器使
用無代理程式安全虛擬硬體裝置 (SVA) 的單一執行個體。
因此可免除惱人的防毒風暴問題、強化的掃描快取功能，
可改善無代理程式型惡意程式偵測的效能。與 Symantec 
DeepSight 整合，為檔案與網址提供信譽安全技術。

■ 無代理程式的網路型威脅偵測與防護 ( 網路 IPS)，會在資
料封包檢測時運用網路自我檢查，以偵測威脅。安全系統
管理員可以擁有定義套用到工作負載的多種安全政策選
擇。客戶可藉由建立特定應用程式的網路 IPS 政策，使網
路效能最佳化並降低磁碟 IOPS。

■ 自動佈建安全控制項目並協調政策－－ Operations Director
可將安全佈建工作流程自動化、啟用以應用程式為中心的
安全服務，以及運用與 Vmware NSX Service Composer 
( 服務撰寫程式 ) 緊密整合，讓您在完全抽象化的資源群
組中，自動佈建安全控制項目並協調政策。當虛擬機器在
主機之間移動時，它們的安全政策也會跟著自動套用。如
此一來您就能建置快速應變的 IT 即服務架構。虛擬基礎

架構便可享有十分靈活的安全服務，進而減少維運開支。
在新的工作負載佈建期間提供隨時待命的安全機制，減少
安全風險。也可以將這些功能延伸到合作夥伴產品，例如
Palo Alto Networks NextGen Firewall。

■ 統一管理主控台：Unified Management Console (UMC)。
UMC 是一項最新的網頁式主控台硬體裝置，可針對 Data 
Center Security 產品提供一致的管理體驗。客戶將可在
Symantec ™ Data Center Security(DCS) 產品系列中使
用 UMC 註冊，並設定功能、報告及產品。

■ VMware vCenter ™管理伺服器防護功能：根據 VMware
強 化 指 南 加 強 vCenter 的 安 全 性。 保 護 管 理 伺 服 器
vCenter 不致遭受外部攻擊與內部員工濫用，因為只要有
一個未經授權的變更，就可能危害所有相關主機和虛擬機
器，進而中斷營運關鍵作業。

■ 在 VMware ESX® 與 VMware ESXi ™虛擬機器管理員軟體
進行整合，無需為每台虛擬機器掃描病毒以及更新病毒定
義檔並提高作業成效：預先建立的政策能監控與攔截惡意
活動，提供即時偵測並矯正惡意程式感染情形。

■ VMware ESX 和 ESXi 訪客機器防護功能：預先建立的政
策能根據獨特的工作負載 (Workload) 強化虛擬機器。訪
客機器內檔案隔離功能，可讓系統管理員根據檔案的建立
天數設定規則，進而淘汰和清除檔案，以及根據檔案數量
或檔案夾大小設定清除資料夾的規則，並產生警示。此功
能支援法規命令與內部資料保存政策。

二、防堵對伺服器的內部、外部攻擊、零時差漏
洞及目標式攻擊

伺服器經常在資料洩漏的入侵、搜尋和擷取階段中，遭到網
路罪犯鎖定。現今用來對付伺服器的技巧從精細的滲透技巧
到內部人員無心的設定錯誤都有。DCS SA 能讓企業抵禦內
部與外部攻擊，如 Microsoft SQL® 注入、緩衝區溢位和漏洞
攻擊，以及惡意內部員工濫用與系統設定錯誤。藉由強化資
料中心，就能阻止進一步的滲透並避免敏感資料外洩。主要
功能包括：

■ 目標式預防政策：這項單鍵式預防政策能套用至資料外洩
的情境，或做為從監控改為預防的方式。

■ 流程存取控制 (PAC)( 新增 )：運用全方位的 IPS 防護功能，
預防新型態的威脅。PAC 能對執行中的流程提供額外的
控制。

■ 立即可用的 IDS 和 IPS 政策：針對 Windows® 環境預先
建立的政策能監控與預防可疑的伺服器活動。

■ 應用程式與裝置控制：鎖住組態設定值、檔案系統與抽取
式媒體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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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機防火牆：控制進出伺服器的入埠與離埠網路流量。

■ Symantec ™ Security Information Manager：與賽門鐵
克領先市場的資安事端與事件管理解決方案相容。

三、取得 IT 遵循狀態的即時能見度
為遵循如 PCI 資料安全標準 3.0(PCI DSS)、北美電力可靠度
公司 (NERC) 和其他標準規定，企業必須定期監控其環境，
以瞭解是否發生違反政策並建置補償性的控制機制。DCS 
SA 能能以單一解決方案讓企業執行即時監控、合併事件記
錄以製作報表與分析，同時透過精細的政策導向控制機制，
避免進一步的政策違規。以集中化的解決方案展現遵循能
力。重要功能包括：

■ 即時檔案完整性監控：即時識別對檔案的變更，包括進行
變更的人員與變更內容。

■ 組態監控：即時識別政策違規與可疑活動。

■ 系統強化：鎖住重要伺服器的組態與設定值。

■ 最低權限存取控制：使用精細的政策導向控制，限制應用
程式與作業系統的行為。

■ 支援各種實體與虛擬平台：支援 VMware、Windows、
RedHat®、Solaris®、Linux®、AIX®、HP-UX® 和 其 他 伺
服器平台。

■ IT 分析多維模型 (analytics cube) 整合性 ( 新增 )：運用
靈活且強化儀表板功能，強化現有 DCS SA 報表功能，達
到更深入的能見度。

■ 合併的事件記錄：合併並轉寄記錄，以進行長期保留、報
告和鑑識分析。

■ 預防檔案與系統竄改：鎖住組態、設定值與檔案。

■ 補償性的 HIPS 控制機制：使用政策導向的最低權限存取
控制，限制應用程式與作業系統的行為。

■ Symantec ™ Control Compliance Suite：與賽門鐵克統
一的 IT 遵循解決方案相容。

四、新舊版作業系統的修補程式風險緩和作業
將軟體修補程式套用到新舊作業系統，雖然可改善安全態
勢，但同時也會造成系統停機。此外，為停產的作業系統
支付延長支援的費用可能非常昂貴而無法繼續。透過 DCS 
SA，能減少與舊系統支援相關的維護成本，並在修補程式
發佈周期間保護重要系統。客戶能藉由強化新舊系統的應用
程式與作業系統，確保資料中心具備最高的安全性，系統具
備最高的可用性。主要功能包括：

■ 系統強化：鎖住重要伺服器的組態與設定值。

■ 最低權限存取控制：使用精細的政策導向控制，限制應用
程式與作業系統的行為。

■ 支援各種實體與虛擬平台：支援 VMware、Windows、
RedHat®、Solaris®、Linux®、AIX®、HP-UX® 和 其 他 伺
服器平台。

五、為軟體導向的資料中心及雲端應用提供安全
應變能力

虛擬資料中心具備高度的彈性，而且關聯的虛擬機器也不
斷在變動。為了能確保安全控制功能在這種環境中仍然可
以正常運作，DCS SA 運用了 VMware NSX 平台延伸性和
Service Composer 整合性，發揮基礎架構中每個細節的惡
意程式防護功能，例如，每部主機單一執行個體安全虛擬硬
體裝置，能夠強制執行每部訪客虛擬伺服器的專屬安全政
策。隨著虛擬機器在主機之間移動時，安全政策也會自動地
如影隨形。

DCS SA 6.5 推出 OpenStack Keystone 強化功能。Keystone
是一項 OpenStack 專案，可提供 OpenStack 系列中產品專
用的身分、權杖 (Token)、目錄和政策服務。

Keystone 可建置 OpenStack 身分 API，進而提供使用者集
中目錄，以對應至使用者可存取的 OpenStack 服務，及提
供跨雲端作業系統的通用驗證系統。Keystone 可與現有的
後端目錄服務 ( 例如 LDAP) 整合，並支援多重驗證機制，包
括標準使用者名稱與密碼認證、以 Token 為基礎的系統，
以及 AWS 登入資料。

該目錄也為部署於 OpenStack 雲端的所有服務提供單一登
錄檔，讓使用者與第三方工具能夠查詢，以便決定可存取
的 資 源。( 來 源：http://docs.openstack.org/developer/
keystone/#)。

■ 可讓企業持續監控其實體與虛擬基礎架構以及 AWS 與
OpenStack 雲端的安全和遵循狀態。它有助於產生遵循
報告 ( 例如 HIPAA 和 PCI)，並支援持續監控、網路安全
及 IT 風險評估需求。

■ 跨實體與虛擬伺服器以及 AWS 與 OpenStack 雲端，即時
且有效地在應用程式層或執行個體層判別違反政策的情
況及可疑活動。

■ 在應用程式層或執行個體層有效地監控貴公司 AWS 與
Openstack 雲端部署環境的安全和遵循狀態。

■ 跨實體與虛擬伺服器以及 AWS 與 OpenStack 雲端的簡化
持續監控與遵循報告作業。

■ 即時偵測並且跨實體與虛擬伺服器及 AWS 與 OpenStack
雲端盤別檔案的變更。

http://docs.openstack.org/developer/keystone/#
http://docs.openstack.org/developer/key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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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CS：SA 功能與運作原理
■ 透過與 VMware NSX 平台進行整合，同時監控並強化

VMware 基礎架構，對 VMware 客體虛擬機器進行無代
理程式反惡意程式碼防護。SDCS：SA 提供立即可用的反
惡意程式碼政策，以透過將 SVA 與 VMWare NSX 平台搭
配使用來保護您的虛擬環境免受惡意軟體的入侵。

■ 保護 VMware 基礎架構的代理程式：Windows 代理程式，
以監控並強化您的 vSphere 基礎架構伺服器。Linux 代
理程式，以監控您的 ESXi Hypervisor。ESX 代理程式，
以監控並強化您的 ESXi Hypervisor。

■ 在實體機器或虛擬機器上的任何受支援的作業系統平台上
安裝代理程式，包括 VMware 基礎架構元件。使用主機

型入侵偵測 (HIDS)、主機型入侵預防 (HIPS)，以及最少
的權限存取控制三者的組合，來監控並保護實體與虛擬資
料中心。

■ 代理程式會安裝在電腦上，藉由強制執行政策來保護電腦
不受惡意活動攻擊。您可以使用管理主控台來管理代理程
式政策，以及自訂代理程式要如何與管理伺服器進行通
訊。代理程式會向管理伺服器報告事件以便於儲存，可在
管理主控台中檢視這些代理程式。代理程式日誌規則控制
代理程式的記錄事件。記錄的資料包含事件日期和時間、
事件類型、重要性等級，以及執行的任何預防動作。

■ DCS SA 包含查詢和報告，其中有圖表、圖形和表格，可
提供關於事件、代理程式和政策的詳細和彙總摘要資料。
您可建立自己的查詢和報告。

入侵偵測

代理程式

管理主控台 管理伺服器 資料庫
(SQL資料存放區)

安全性
虛擬硬體裝置
(無代理程式)

入侵預防

伺服器、桌上型電腦、
筆記型電腦和虛擬機器

防毒

反惡意程式碼

政策管理 代理程式註冊 資產資料

作業狀態

政策

事件資料

代理程式管理 政策組態

即時監控
事件記錄

使用者和角色

報告

訪客虛擬機器

HTTPS

HTTPS JDBC

DCS SA 會控制和監控程式及使用者可對電腦執行的動作。
位於端點的代理程式軟體則會根據政策控制和監控行為。
DCS SA 包含兩種類型的政策：預防和偵測。

預防政策：是規範程序和使用者如何存取資源的一組規則。
可包含無程式或使用者可存取的檔案及登錄機碼清單。預
防政策可包含允許和拒絕網路流量的 UDP 和 TCP 通訊埠清
單。預防政策可拒絕存取啟動資料夾。預防政策也可定義當
發生無法接受的行為時，應該採取的動作。

偵測政策：是架構來偵測特定事件並採取動作的一組規則。
可包含刪除時在管理主控台中產生事件的檔案和登錄機碼清
單。偵測政策也可架構為產生事件。例如，當已知、易受攻
擊的 CGI 程序檔在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 

(IIS) 上執行時、當 USB 裝置插入電腦或從電腦移除時，以
及當建立和刪除網路共用時。

使用安全通訊端層 X.509 憑證式通道加密可保護管理主控台
與管理伺服器之間的通訊安全，以及代理程式與管理伺服器
之間的通訊安全。

DCS SA 安全性虛擬硬體裝置 (SVA) 提供了一個機制，保
護客體虛擬機器免受惡意軟體攻擊，而無需安裝任何代理
程式。SVA 提供兩類政策：防毒政策和組態政策。例如，
可以架構防毒政策以為客體虛擬機器提供防護，從而免受
惡意病毒的攻擊。組態政策定義了 SVA 的行為，並且在對
SVA 及其服務的組態設定做出任何變更，以及排程的掃描和
LiveUpdate 伺服器的設定發生變更時，可產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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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CS：SA 的重要功能

一、電腦安全性
提供靈活的電腦安全性解決方案，解決方案並涵蓋下列功
能：

■ 零時差防護：停止系統和應用程式的惡意利用；防止引入
及散播惡意程式碼。

■ 強化系統：鎖定作業系統、應用程式和資料庫；防止引入
或執行未授權的可執行檔。

■ 整合式防火牆：攔截入埠和離埠 TCP ／ UDP 流量；管理
員可根據通訊埠、通訊協定、IP 位址或範圍攔截流量。

■ 在用戶端和伺服器上強制執行安全性政策，以維護遵從狀
態緩衝區溢位防護。

■ AIX、Windows 和 Linux 上的即時檔案完整性監控偵測。

二、政策

創新的安全性政策提供下列功能

■ 入侵預防：預防政策是規範程序和使用者如何存取資源的
一組規則。可包含無程式或使用者可存取的檔案及登錄機
碼清單。預防政策可包含允許和拒絕網路流量的 UDP 和
TCP 通訊埠清單。預防政策可拒絕存取啟動資料夾。預
防政策也可定義當發生無法接受的行為時，應該採取的動
作。DCS SA 透過三個層級的入侵預防政策強制 (HIPS)，
以縱深防禦的防護架構。達到最綿密的管控。

1. 網路層控管：以應用程式來限定或鎖定端點電腦應用程

序與特定之伺服器 IP 及 Port 進行連線，確保網路層安
全。限制網路連線方式，限制進出的連線、關閉後門 ( 阻
擋 ports)，IP 存取控制、TCP ／ UDP Port 之存取控制、
進出流量之存取控制、程序及參數之存取控制、使用
者及群組之存取控制……等，可以有效控制端點電腦
上惡意程式之感染及傳播。

2. 系統層之存取控制：經由系統資源與設定之鎖定，保護
設定及配置 ( 例如：重要系統檔案路徑 )、鎖定保護重
要資料路徑、強制套用資安政策、針對使用者權限進
行細部分配以及避免行動裝置的使用。防護入侵、零
時差攻擊、執行緒植入、緩衝區溢位等攻擊，可以有
效保護端點電腦之更新缺失，確保系統核心執行環境
安全。

3. 應用層之存取控制：限制或鎖定電腦所需要執行之特定
應用程式及作業系統的行為、自動識別系統程序與資源
調用之關係，阻止可信任範圍之外的其他應用程序進
行，確保應用層安全。經由應用程式白名單、Thread
繼承關係智能識別和控制、資源調用關係智能識別和
控制、根據程序“Sandbox”和最小授權的行為控制。
保護系統不受到 Buffer Overflow 的攻擊、提供零時差
攻擊的入侵防護、提供應用程式管控 ( 執行檔之安裝、
程序之停用 )。可以有效控制端點電腦之惡意程式及非
法程序之執行和活動。

• 提供主動型安全性，防止零時差攻擊。
• 緩衝區溢位和記憶體攻擊防護。
• 立即可用的作業系統強化功能。
• 外部裝置防護。
• 管理權限降級。

模組化之政策架構－－讓用戶輕鬆導入新的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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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侵偵測：DCS SA 透過入侵偵測政策 (HIDS)，以獲得安
全狀態的即時能見度。偵測政策是架構來偵測特定事件並
採取動作的一組規則，可包含刪除時在管理主控台中產生
事件的檔案和登錄機碼清單。偵測政策也可架構為產生事
件。例如：當已知、易受攻擊的 CGI 程序檔在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IIS) 上執行時、當 USB 裝
置插入電腦或從電腦移除時和當建立和刪除網路共用時。
•監控日誌及資安事件，以政策為基礎的精密稽核和監控。
•日誌彙總 ( 整合與轉送 ) 以供方便搜尋、封存、擷取以

及產生報表。
•聰明進階的事件分析回應以做到快速的處理。
•檔案和登錄防護與監控。

■ 以方便啟用或停用的樣式選項所架構的政策。

■ 包含 Microsoft® 互動式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政策。

三、最低權限存取控制 (Least Privilege 
Application Control －－簡稱 LPAC)

使用精細的政策導向控制，限制應用程式與作業系統的行為
(Sandboxing)，達到系統安全鎖定 (lockdown)。

市場上有許多應用程式白名單 (White listing) 解決方案，但
大多數的應用程式白名單解決方案，都無法限制該被信任的
應用程式的惡意或破壞行為，其主要原因在於賦予該程式過
多的權限 (Admin 或 root) 或資源，以至於該程式被駭或入
侵時，反而提供駭客極高的權限與資源，造成系統的傷害。

DCS SA 的最低權限存取控制 (LPAC) 機制，只提供剛好可執
行該程式的最低權限 ( 讀／寫…不能讀，只能讀 )，並將資
源 ( 如：檔案、機碼、網路、裝置與設備等…) 細分與分類，
透過政策設定存取與權限對應關係，讓該程式只能在限制的
沙箱內執行，萬一該程式被駭時，也不會造成其它的危害。
這個機制，對於無法安裝防毒軟體 ( 可能無法連網更新 ) 以
及無法及時修補漏洞的作業系統 ( 不能重新開機、無法承受
更新失敗的風險 ) 及應用程式或是已經停止支援的 EOL 作
業系統 (NT、2000、2003、XP －－工業控制系統 ICS 很多都
還是這種作業統統 ) 是目前為止，最佳的防護機制。

HIDS 先進的預警及檔案完整性監控，以獲得安全狀態的即時能見度

Symantec的
collectors收集相
關事件並且將事件
與相關IDS規則(客
制化規則或是預設
規則)進行比對，可
針對這些更改之
what, where, when 
and by whom
進行監探及紀錄

透過 Least Privilege Application Control (Sandboxing) 達到系統安全鎖定 (lockdown)

透 過 政 策 之 制 定， 針
對每個程式 ( 程序 ) 建
立 一 個 "sandbox"，
定 義 其 最 小 權 限 或 允
許存取資源之行為

大部分程式執行正常作
業時，需要一組限定之
資源及存取權限
但通常於系統上，大部
分程式所具有的資源及
權限遠大於所需
駭客也一直在利用這個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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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惡意程式碼安全性

DCS SA 透過與 VMware 網路和安全性虛擬化 (NSX) 平台深
入整合，使用 SVA 為虛擬化網路提供無代理程式反惡意程
式碼安全性服務。SVA 提供立即可用的反惡意程式碼政策，
以保護您的虛擬環境免受惡意軟體的入侵。SVA 提供兩種類
型的政策，如下所示：

■ 防毒政策是提供基本層級和進階層級防護以免受惡意軟體
攻擊的政策。例如，可以架構防毒政策以為客體虛擬機器
提供防護，從而免受惡意病毒的攻擊。

■ 組態政策是 SVA 適用的預先定義的組態設定。例如，組
態政策定義了 SVA 的行為，并且在對 SVA 及其服務的組
態設定做出任何變更，以及排程的掃描和 LiveUpdate 伺
服器的設定發生變更時，可產生事件。

五、支援平台

DCS SA 提供廣泛的平台支援，涵蓋下列作業系統：

■ Microsoft Windows

■ Sun ™ Solaris ™

■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 CentOS Linux

■ Oracle Linux

■ SUSE® Enterprise Linux

■ IBM® AIX®

■ Hewlett-Packard® HP-UX®

https://www.savetime.com.tw/whatsnew/DCSSA_
Platform_Feature_Matrix.pdf

六、VMware 支援

DCS SA 可讓您使用立即可用的安全性政策監控和保護虛擬
機器。

使用安全性虛擬硬體裝置 (SVA)，您可以保護客體虛擬機器
免受惡意軟體的入侵。SVA 透過與 VMware NSX 平台深入
整合，為 VMware 客體虛擬機器提供無代理程式反惡意程式
碼安全性。

使用 DCS SA 代理程式，您可以在 VMware vSphere 元件 ( 包
括 ESX ／ ESXi Hypervisor、客體虛擬機器和 vCenter 伺服
器 ) 上套用預防和偵測政策，使用如需使用 SVA 保護客體虛
擬機器免受惡意程式碼入侵的相關資訊，參閱「Symantec 
Data Center Security：Server Advanced 操作指南」。

如需使用 DCS SA 代理程式保護 VMware vSphere 元件的
相 關 資 訊， 請 參 閱「Symantec Data Center Security：
Server Advanced vSphere 支援指南」。

關於 SDCS：
SA 基礎結構與重要元件說明

DCS SA 包含管理主控台與伺服器元件、在實體或虛擬電
腦上提供入侵預防與偵測的代理程式元件，以及為執行
Windows 的 VMware 客體虛擬機器提供無代理程式反惡意
程式碼防護的安全性虛擬硬體裝置 (SVA)。管理伺服器及管
理主控台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上執行。代理程式則可在
Windows 和 UNIX 作業系統上執行。可使用 DCS SA 管理主
控台將 SVA 部署到 VMWare NSX 中。

DCS SA 的管理元件可安裝到一個系統或一個分散式模型
中。代理程式一般會部署到每個要被監控和防護的受支援主
機上，包含管理伺服器、管理主控台和 SQL 伺服器資料庫。
遠端監控可將檔案完整性監控和日誌監控功能延伸至不存在
原生代理程式的系統。

例 如： 此 類 系 統 包 含 大 型 主 機 zLinux、AS 400、VAX 或
VMS 系統。DCS SA 管理主控台可在 Web 瀏覽器中使用，
也可用作獨立式用戶端。

下表說明了 DCS SA 的高層級架構視圖。

https://www.savetime.com.tw/whatsnew/DCSSA_Platform_Feature_Matrix.pdf
https://www.savetime.com.tw/whatsnew/DCSSA_Platform_Feature_Matrix.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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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件 說　　　　　　　　　　明

安全性虛擬硬體裝置
(SVA)

SVA為VMware客體虛擬機器提供無代理程式反惡意程式碼安全性服務。使用NSX Manager註冊
服務之後，SVA已從vSphere Web Client部署為資料中心防護服務。SDCS：SA SVA的評價式免責
功能將誤判最小化。SVA是一個封閉系統，在使用者正常使用的情況下，不應進行存取。取得指
導和指示。

用於行為控制的SDCS：
SA代理程式

用於行為控制的SDCS：SA代理程式提供下列功能：
■  攔截系統呼叫以強制執行預防政策。
■  包含監控系統變更事件和日誌檔的多個偵測感應器。
■  包含組態和診斷支援工具。
■  從管理伺服器下載政策和設定，并將事件和狀態資訊上傳到管理伺服器。
■  原生支援各種Windows、UNIX和Linux伺服器和工作站。
■  在VMware客體系統上受支援，用於偵測和預防原生支援的任何作業系統。
■  可用於不使用原生代理程式遠端監控另一個主機，但是請注意，在此模式下可使用偵測功能。
如 需 有 關 支 援 之 作 業 系 統 及 每 個 作 業 系 統 上 支 援 之 代 理 程 式 功 能 的 更 多 資 訊 ， 請 參 閱 「
Symantec Data Center Security：Server Advanced平台與功能對照表」。

管理伺服器

管理伺服器是以Tomcat應用程式伺服器軟體為基礎。管理伺服器提供下列功能：
■  保護與代理程式和主控台的通訊。
■  所有記錄的事件之有效封存儲存區的大量事件檔案儲存管理。
■  可將政策儲存在集中位置並提供一個兼具整合、可擴充及彈性代理程式和政策管理基礎架構。
■  警示處理(SMTP、SNMP、檔案)、資料清除和其他管理功能。
■  協調政策散布，並管理代理程式事件記錄及報告。
管理伺服器支援高可用性和擴充性。

管理主控台

管理主控台提供下列功能：
■  政策、代理程式和事件管理。
■  從儀表板即時監控事件。
■  彈性的階層和代理程式群組支援。
■  用於快速政策調整的事件精靈。
■  查詢、報告、警示。
■  使用者和角色管理。
■  稽核主控台動作和伺服器事件。
管理主控台是一個富用戶端使用者介面，也可在Web瀏覽器版本中使用。

資料庫

資料庫提供下列功能：
■  可透過JDBC／ODBC進行存取。
■  儲存政策、代理程式資訊和即時可付諸實施的事件。
■  讓您架構資料庫和管理伺服器之間的加密通訊。

預先定義的偵測 
和預防政策

預先定義的偵測和預防政策提供下列功能：
■  用於Windows、Linux和UNIX之作業系統防護的最佳做法政策內容。
■  建立客戶特定規則的一般使用案例範本。
■  簡單的政策組態介面。
■  彈性管理套用至代理程式的政策。

預先定義的 
反惡意程式碼政策

SDCS：SA SVA提供立即可用的反惡意程式碼政策，以保護您的虛擬環境免受惡意軟體的入侵。
SVA提供兩種類型的政策，如下所示：
■  防毒政策是提供基本層級和進階層級防護以免受惡意軟體攻擊的政策。例如，可以架構防毒政

策以為客體虛擬機器提供防護，從而免受惡意病毒的攻擊。
■  組態政策是SVA適用的預先定義的組態設定。例如，組態政策定義了SVA的行為，并且在對SVA

及其服務的組態設定做出任何變更，以及排程的掃描和LiveUpdate伺服器的設定發生變更時
，可產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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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元件間的通訊埠和通訊流程
關於 DCS SA 中通訊埠和通訊流程，需要牢記的要點如下：

■ DCS SA 需要非常少的通訊埠。
■ 所有通訊埠是可架構的。
■ 代理程式可輕鬆地在網路位址轉譯環境內進行通訊。網路

位址轉譯環境可啟動與管理伺服器的連線，以傳輸事件和
下載政策更新或組態更新。

在您的環境中部署 DCS SA 時，您必須確定為下列元件提供
了正確的通訊和連線：

■ 主控台到伺服器。
■ 伺服器到資料庫。
■ 代理程式到伺服器。
■ 安全性虛擬硬體裝置 (SVA) 到伺服器。

即使代理程式和伺服器環境之間發生網路中斷，代理程式也
會繼續監控和強制執行安全性。實際上，您也可以架構代理
程式以獨立式或非受管模式運作。

如果 SVA 和 NSX Manager 之間發生網路中斷，SVA 將使用
預設政策以繼續在客體虛擬機器上監控和強制執行反惡意程
式碼安全性。

您可以在實體系統和虛擬化環境中部署 DCS SA 元件。虛擬
化生態系統 ( 例如 VMware 支援的生態系統 ) 有多個元件。
其元件包含管理基礎架構、客體虛擬機器以及跨各種作業系
統的 Hypervisor。為保護此異質環境，DCS SA 將依賴特定
的政策並強制執行每個要保護之元件適用的代理程式。元件
包含 ESX、ESXi 和 vCenter。

SDCS：SA 常用的使用情境
■ 案例：防止網頁遭竄改。特別是知名企業的網站內容保護

以及電子商務平台的交易系統保護，可以保護商譽及企業
形象。

■ 案例：遵循 PCI 法規。使用 SHA-256 hashes，提供持續 ( 即
時 ) 檔案完整性監控 (RTFIM)，包括進行變更的人員與變
更的內容。不需要掃描，不需要啟用作業系統稽核，擷取
伺服器／檔案／使用者名字、時間戳、變更型態、變更內
容以及透過什麼程序變更。

■ 案例：系統管理員權限控管 ( 降權 )。設定讓系統管理員
保留管理工作該有的權限，但限制或取消存取特定目錄或
檔案的權限。可避免系統管理人員，存取或瀏覽越級的資
訊。同時也可避免系統管理員帳號被駭之後，經由刪除日

誌檔而找不到蛛絲馬跡的困擾。

■ 案例：原廠已停止支援作業系統保護。如 Windows NT、
Windows 2000、Windows 2003 Server、Windows XP
之保護。無法連接網際網路以更新防毒軟體之系統保
護。常見之提款機 (ATM)、銷售點系統 (POS)、販賣機
(Kiosks)、工業控制伺服器 (ICS) 等內嵌系統的防護解決
方案。

■ 重要伺服主機防護。特別是無法安裝防護毒 ( 低系統需求
考量或特定行業限定 )、無法網際網路連線以及無法承擔
安裝修補程式之可能風險 ( 藍底白字、系統不穩定、無法
重新開機…) 的高可用度要求系統。

■ 案例：目錄／檔案／機碼監控：分享目錄監控、主機重要
系統目錄與檔案監控、特定目錄下的檔案監控、主機機碼
的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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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賽門鐵克

■ 案例：防止資料外洩：經由網路層控制感染惡意程式的系
統洩露機密資料，可透過目標性預防政策控制網路網取，
限制系統和網路連線。

■ 案例：MS SQL Server 鎖定：透過白名單政策鎖定重要系
統：伺服器應用有固定執行的程序，只有特定的應用程式
允許在 MS SQL Server 執行，任何互動式的使用將被拒
絕，網頁瀏覽器應該被阻擋、RDP 應該被阻擋，只有已
知的 app ／ service 可以更新作業系統。

■ 案例：強化虛擬環境。運用以最新 vSphere 最佳實務準則
與強化的原則、立即可用的政策，能為橫跨 Windows® 與
非 Windows 虛擬機器、虛擬機器管理員軟體 (Hypervisor)
和管理伺服器等虛擬資料中心提供最佳的安全性、最高的
系統運轉率，並降低資料外洩的風險與未能遵循法規的相
關罰則。

• VSC03 －－限制存取 SSL 憑證。
• VSH02 －－持續更新 Vmware Center 修補程式。
• VSC05 －－限制網路存取 VMware vCenter 伺服器。
• VSH04 －－避免用戶登入 VMware vCenter 伺服器。
• VSC06 －－阻擋所有 VMware vCenter 不使用的網路埠。

■ 案例：網域控制器的鎖定。網域控制器經常是被攻擊的目
標，資料庫檔案的竊取讓攻擊者存取到使用者帳號，限
制對網域伺服器的網路存取，避免對系統的 FTP 存取，
限制對資料庫檔案的存取 (ntds.dit, edb.log, and temp.
edb)，除非是有被授權的使用者或應用程式。

■ 案例：事件與日誌監控，監控特定系統安全事件、帳號監
控、監控系統／應用程式日誌、監控登入／登出／成功／
失敗、下班時間／週末、特權用戶、不尋常／的存取方
式、嘗試猜測密碼、監控系統／服務／系統所有的執行程
式、服務／程序驅動程式失敗，追蹤程序 ( 特權存取，不
尋常存取 )、監控 C2 Object Level 日誌、監控 Web 日誌、
監控應用程式日誌、資料庫日誌、應用程式日誌 ( 例如：
ESXi)、安全工具日誌 ( 例如：AV)、Unix shell 與 sudo
日誌、vSphere 日誌……等。常用延伸應用如下：

• 內部員工誤用／濫用資訊監控。
• 駭客攻擊行為偵測與預防 ( 或自建類誘捕系統 )。

■ 案例：監控配置變更：檔案與機碼的變更、安全設定的變
更、群組管理的變更、Active Directory 變更、共設設定
變更、網域信任變更、更改使用者／群組帳號、監控系統
活動、偵測惡意軟體／間諜程式、監控 USB 裝置活動、
監控 ESXi 主機配置和 VMX 文件。

著名的嚴重等級資料外洩事件多來
自於重要主機系統的被駭

為什麼客戶需要 DCS SA
根據調查，大規模的資料外洩事件，有高達 95% 是來自於
重要的伺服主機的被駭、有心或無意的人為疏失以及系統配
置錯誤，這些問題其實都是可以預防的。另外像是 ATM 及
POS 系統，也會經手客戶的個資及銀行帳號以及信用卡資
料，都是駭客鎖定的目標，只要妥善佈署 DCS SA 並隨時留
意日誌，要打造一個安全無憂的重要主機環境，其實很輕
鬆。以下是駭客一連串連件續攻擊事件 :

■ RXXXA 動態密碼系統遭駭，影響全球擁有兩萬五千名企
業客戶認證安全。

■ SXny 的網路遊戲遭駭客襲擊，全球七千七百萬用戶的資
料被盜。

■ SXGA 公司歐洲部門的網站也被駭，共計竊取 129 萬名客
戶個資。

■ 任 X 堂伺服器遭駭客攻擊，駭客宣稱取得任 X 堂的「伺服
器配置檔」。

■ 駭客入侵美國公共電視台 PBS，除了在 PBS 網站上嵌入
假造的新聞外還公布登入內部網站帳號與密碼。

■ 國際貨幣基金 (IMF) 也遭入侵，駭客的目的是要植入一種
軟體，讓一個國家能在 IMF 的網路上有「數位內線」。

■ 花 X 證實此次駭客攻擊影響 36 萬客戶資料，駭客並從客
戶帳戶中偷走了 $270 萬美金。

■ 12/22 中國最大『中國軟體開發聯盟』(CSDN) 網站被駭，
600 萬個帳密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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