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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1.1 数据库安全服务
数据库安全服务，是一种基于反向代理及机器学习机制，提供数据脱敏、数据库审
计、敏感数据发现和防注入攻击等功能的，保障云上数据库安全的数据库安全防护服
务。
数据库安全服务通过对数据库安全服务实例（以下简称数据库安全实例）进行安全防
护配置操作，为管理控制台上的以下数据库提供数据库保护和审计功能：


关系型数据库（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RDS）



弹性云服务器（Elastic Cloud Server ，ECS）的自建数据库



裸金属服务器（Bare Metal Server，BMS）的自建数据库

数据库安全服务支持数据库类型为：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 2014



MySQL 5.5 - 5.7



PostgreSQL 9.4 - 9.5

部署架构
数据库安全服务的部署架构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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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数据库安全服务部署架构

1.2 数据库安全实例
一个数据库安全实例代表了一个独立运行的数据库安全服务，用户可以在数据库安全
服务界面购买并管理数据库安全实例。

1.3 HexaTier
HexaTier 是数据库安全实例的数据库防护控制台，用户需要登录 HexaTier 对开启的数
据库安全实例进行配置，才能实现对数据库的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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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产品优势
数据库安全服务以反向代理的方式部署在应用服务器与数据库之间，为用户提供数据
库防火墙、数据库审计、数据动态脱敏等数据库安全防护功能。


功能丰富
提供数据库审计、数据库防火墙、数据泄露保护三大功能，一站式解决数据库审
计效果差、安全防御困难、法律合规要求的问题。



超低误报
整合业界通用的 SQL 注入特征库，叠加机器学习模型+评分机制，误报率远低于
平均水平。



防护实时
采用反向代理部署架构，真正做到实时阻断恶意请求。



精细控制权限
弱耦合机制，不修改用户权限的同时，实现细粒度权限控制。



高性能动态脱敏
敏感数据实时保护，不影响数据库和应用。



多种合规
−

整合业界通用的 SQL 注入特征库，叠加机器学习模型+评分机制，误报率远
低于平均水平。

−

内置合规知识库，满足法律法规遵从。

1.5 功能特性
在购买数据库安全实例后，用户可以登录 HexaTier，为天翼云上的数据库提供数据库
保护和审计功能。

数据库安全
数据库安全策略包括：


数据库防火墙
HexaTier 支持用户自定义配置策略、自动学习策略及基于异常检测的预配置
IDS/IPS 策略，当请求到达数据库防火墙且违反策略时，HexaTier 会根据用户需求
选择实时告警或阻断。HexaTier 还可通过机器学习，建立用户访问行为基线，生
成并执行防护规则。



权责分离机制
HexaTier 支持细粒度的帐户管理和权限控制，可以按照 SQL 操作类型、对象拥有
者，以及基于表、视图对象、列进行权限控制。



SQL 注入检测和防御
HexaTier 内置了 SQL 注入特性库、基于上下文的学习模型和评分机制，对 SQL 注
入进行综合诊断，并实时阻断，从而确保用户数据库免受 SQL 注入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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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数据发现


HexaTier 内置 PCI、HIPAA、SOX、GDPR 等合规知识库，用户也可以自定义敏感
数据的规则知识库，并通过配置相应敏感数据发现策略来发现数据库中的敏感数
据。



一旦识别了敏感数据，用户就可以一键自动生成脱敏规则和审计规则。

数据库活动监控


HexaTier 提供数据库库级、表级和列级的视图监控，可独立监控和分析数据库活
动，并对未授权的活动进行监控和告警。



数据库活动监控也被称为数据库审计。HexaTier 提供多维度的数据库审计线索，
包括源 IP、用户身份、应用程序、访问时间、请求的数据库、原 SQL 语句、操
作、成功与否、耗时和返回内容等，协助用户溯源到攻击者。审计记录远程保
存，满足用户的审计合规要求。



用户可以设置脱敏规则来对指定数据库表/列以及来自特定源 IP、用户和应用的查
询进行脱敏。



通过精确的脱敏引擎，对用户的敏感数据实施实时脱敏，不会对应用产生性能损
耗，也不会改变数据在数据库中的存储。

动态数据脱敏

1.6 使用场景
本章节介绍数据库安全服务防攻击、数据脱敏和数据库审计的使用场景架构图。

防攻击
数据库安全服务提供多种策略防止数据库被攻击，持续保护云上数据库安全。
防攻击的架构图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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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数据库安全服务防攻击架构图

数据脱敏
数据库安全服务可以发现用户数据库中的敏感数据，并对敏感数据进行动态脱敏。
数据过敏的架构图如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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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数据库安全服务数据脱敏架构图

审计
数据库安全服务支持对天翼云上的数据库及自建数据库进行审计，满足数据审计及日
志数据留存的要求。
数据库审计架构图如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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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数据库审计架构图

1.7 计费标准
数据库安全服务是免费的服务。

1.8 访问与使用
1.8.1 如何访问
请使用管理控制台方式访问数据库安全服务。如果用户已注册，可直接登录管理控制
台，单击页面上方的“服务列表”，选择“安全 > 数据库安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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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如何使用
用户在成功购买数据库安全实例后，可登录数据库防护控制台对数据库安全实例进行
安全防护配置，保护数据库安全。

1.8.3 与其他云服务的关系
本章节介绍数据库安全服务与其他云服务的关系。

与弹性云服务器的关系
数据库安全实例创建在弹性云服务器上，用户可以通过该实例，为弹性云服务器上的
自建数据库提供安全保护及审计功能。

与关系型数据库的关系
数据库安全服务可以为关系型数据库服务中的 RDS 实例提供安全保护及审计功能。

与裸金属服务器的关系
数据库安全服务可以为裸金属服务器上的自建数据库提供安全保护及审计功能。

与云审计服务的关系
云审计服务（Cloud Trace Service，CTS）记录数据库安全服务相关的操作事件，方便
用户日后的查询、审计和回溯，具体请参见《云审计服务用户指南》。
表1-1 云审计服务支持的数据库安全服务操作列表
操作名称

资源类型

事件名称

创建实例

数据库安全

createInstance

删除实例

数据库安全

deleteInstance

开启实例

数据库安全

startInstance

关闭实例

数据库安全

stopInstance

重启实例

数据库安全

reboot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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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使用限制
本章节介绍数据库安全服务的使用限制，包括支持的数据库类型、DDM 使用约束以及
使用数据库安全服务的约束限制。

数据库类型
数据库安全服务通过对数据库安全服务实例（以下简称数据库安全实例）进行安全防
护配置操作，为天翼云上的以下数据库提供数据库保护和审计功能：


关系型数据库（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RDS）



弹性云服务器（Elastic Cloud Server ，ECS）的自建数据库



裸金属服务器（Bare Metal Server，BMS）的自建数据库

数据库安全服务支持数据库类型为：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 2014



MySQL 5.5 - 5.7



PostgreSQL 9.4 - 9.5

其他约束和限制
在使用数据库安全服务时，还需要注意以下约束和限制：


如果选择关系型数据库作为远程日志数据库，需要将数据库配置变量
“local_infile”的值修改为“ON”
（该参数的默认值为“OFF”
）
。



如果选择保护关系型数据库，需要将数据库变量“lower_case_table_names”的值
修改为“1”
（该参数的默认值为“0”
）。



高级活动监控
不支持将数据表的名称修改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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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HexaTier 配置流程
登录 HexaTier 后，需要在 HexaTier 上对数据库安全实例进行安全防护配置操作，才可
以对接管理控制台上的数据库，对数据库提供防护和审计功能。
HexaTier 关键的配置操作说明及流程如图 2-1 所示。
图2-1 配置流程

关于配置策略对象的详细操作，请参见 8.1.1 策略对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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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防护策略前操作

3.1 购买数据库安全实例
成功购买数据库安全实例后，系统自动创建一主一备 2 个实例，并为 2 个实例配置高
可用模式。

前提条件
已获取管理控制台的登录帐号与密码。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页面上方的“服务列表”，选择“安全 > 数据库安全服务”，进入数据库安全服
务界面。
步骤 3 在界面右上角，单击“购买实例”。
步骤 4 选择“区域”、“主可用区”和“备可用区”，如图 3-1 所示。
为了提高应用的高可用性，在同一区域，您需要将数据库安全服务创建在主可用区和
备可用区上。当主可用区发生故障时，系统自动触发主备倒换，由备可用区提供数据
库安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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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选择区域和可用区

步骤 5 填写“规格”信息，如图 3-2 所示，相关参数说明如表 3-1 所示。
图3-2 设置规格信息

表3-1 规格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说明

取值样例

主机名称

您可以自定义数据库安全实例的名称。

数据库安全fe95

备注



名称长度为 1～59 个字符。



名称只能由中文字符、大小写英文字母、数
字、下划线和中划线组成。

可选参数。用于标注实例防护了哪些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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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说明

取值样例

功能类型

数据库安全实例支持的功能，可以选择以下 4 种功
能特性：

全功能



全功能
用户可以使用数据库安全服务的所有功能，包
括敏感数据发现、数据脱敏、数据库审计和防
注入攻击等功能，保障云上数据库的安全。



数据防火墙
用户可以创建基于查询组、表或者存储过程的
自定义安全策略规则，当请求到达数据库防火
墙且违反策略时，用户可以选择阻断并立即告
警。



审计
用户可以使用数据库审计功能，数据库审计功
能提供数据库库级、表级和列级的视图监控，
可独立监控和分析数据库活动，并对未授权的
活动进行监控和告警。



动态脱敏
用户可以使用动态数据脱敏功能，对用户的敏
感数据实施实时脱敏，确保数据库用户敏感信
息不被泄露。

性能规格

数据库安全实例支持的数据库实例规格，可以选择
以下 3 种规格：


基础版：最多支持 2 个数据库实例



专业版：最多支持 4 个数据库实例



高级版：最多支持 8 个数据库实例

基础版

步骤 6 填写“网络”信息，如图 3-3、图 3-4 和图 3-5 所示。相关参数说明如表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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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网络（现在购买弹性 IP）

图3-4 网络（使用已用弹性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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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网络（暂不购买弹性 IP）

表3-2 网络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说明

取值样例

虚拟私有云

可以选择使用已有的虚拟私有云（Virtual Private
Cloud，VPC）网络，或者单击“查看虚拟私有
云”创建新的虚拟私有云。

vpc-sec

更多关于虚拟私有云的信息，请参见《虚拟私有
云用户指南》。
安全组

界面显示数据库安全实例已配置的安全组。选择
实例的安全组后，该实例将受到该安全组访问规
则的保护。

sg

更多关于安全组的信息，请参见《虚拟私有云用
户指南》。
子网

界面显示所有可选择的子网。

public_sunnet

更多关于子网的信息，请参见《虚拟私有云用户
指南》。
弹性 IP

数据库安全实例的弹性 IP，且弹性 IP 单独计
费。弹性 IP 依赖弹性云服务器的配额，当弹性
云服务器的配额不足时，需要申请扩大配额，详
细说明请参见相关操作。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以下
三种方式：


现在购买

现在购买
数据库安全实例可以独享带宽的弹性 IP，带
宽值可以设定。



使用已有
为主实例分配已有的弹性 IP。



暂不购买
未绑定弹性 IP 的数据库安全实例，不能通过
数据库安全实例的“登录”入口访问数据库防
护控制台（即 HexaTier）。

注意

15

配置防护策略前操作

参数名称

说明

取值样例



通过互联网登录到 HexaTier 时，如果选择“现在购
买”和“暂不购买”，请在成功购买实例后，在登
录 HexaTier 前先绑定弹性 IP。



对于未绑定弹性 IP 的数据库安全实例，可以在绑定
弹性 IP 后通过数据库安全实例的“登录”入口访问
HexaTier。

更多关于弹性 IP 的信息，请参见《弹性云服务
器用户指南》。
规格

当“弹性 IP”选择“现在购买”时，需配置该参
数。指购买的弹性 IP 的规格，其中：

静态 BGP

“全动态 BGP”可以根据设定的寻路协议实时自
动优化网络结构，以保持客户使用的网络持续稳
定、高效。
计费模式

当“弹性 IP”选择“现在购买”时，需配置该参
数。

按带宽计费

指购买的弹性 IP 的带宽计费方式，包括：


“按带宽计费”
按照购买的带宽大小计费。



“按流量计费”
按照实际使用的流量来计费。

步骤 7 设置登录实例的数据库防护控制台（即 HexaTier）的 admin 用户的密码，如图 3-6 所
示。
请记录该密码，登录 HexaTier 时需要使用该密码。
图3-6 设置登录信息

密码应包含 8~16 个字符，并至少包括以下字符类型中的三种：


小写字母



大写字母



数字



特殊字符`~!@#$%^*()-_=+|[{}];:',./?和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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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密码不能与用户名和用户名倒写相同。
步骤 8 选择“购买时长”。
可以选择 1 个月～1 年的购买时长。
步骤 9 确认当前配置无误后，单击“立即购买”。
步骤 10 在“订单详情”页面，单击“提交订单”。
订单提交成功后，在数据库安全服务界面，可以查看主备实例的创建情况。
当 2 个实例的“运行状态”都为“运行中”时，如图 3-7 所示，表示数据库安全实例
购买成功。其中，系统默认“数据库安全-f55f-HA-1”为主实例，“数据库安全-f55fHA-2”为备实例。
图3-7 数据库安全实例购买成功

当实例创建失败时，用户可以在数据库安全实例页面单击
的详细信息，如图 3-8 所示。

，查看所有申请失败实例

图3-8 实例申请失败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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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操作
购买弹性 IP 依赖弹性云服务器的弹性 IP 配额，当弹性 IP 的配额不足时，请在管理控
制台右上方，单击“工单”进入工单管理页面。单击“新建工单”
，申请扩大弹性 IP
的配额。扩大配额申请成功后，再进入数据库安全服务界面购买数据库安全实例。

3.2 (可选)绑定弹性 IP
如果用户需要通过互联网方式登录数据库安全实例的数据库防护控制台（即
HexaTier）
，该实例必须绑定弹性 IP。
该任务指导用户如何为数据库安全实例绑定弹性 IP。

前提条件


已获取管理控制台的登录帐号与密码。



已成功购买数据库安全实例，且 2 个实例的“运行状态”都为“运行中”。



已成功购买弹性 IP，且存在未被绑定的弹性 IP。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页面上方的“服务列表”，选择“安全 > 数据库安全服务”，进入数据库安全服
务界面。
步骤 3 在需要绑定弹性 IP 的数据库安全实例页面框中，单击“绑定”，如图 3-9 所示。
图3-9 绑定弹性 IP

步骤 4 在弹出的“绑定弹性 IP”对话框中，选择待绑定的弹性 IP，单击“确定”。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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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登录 HexaTier
用户需要登录 HexaTier 对开启的数据库安全实例进行配置，本章节介绍登录 HexaTier
的操作。

操作场景
用户需要登录 HexaTier 对开启的实例进行配置管理，实现对数据库的安全防护。


如果数据库安全实例绑定了弹性 IP，可以在数据库安全服务界面通过互联网登录
到 HexaTier 或使用数据库安全实例同一虚拟私有云中的弹性云服务器登录
HexaTier。



如果数据库安全实例未绑定弹性 IP，只能使用数据库安全实例同一虚拟私有云中
的弹性云服务器登录 HexaTier。



已获取管理控制台的登录帐号与密码。



如果需要在数据库安全服务界面通过互联网登录，数据库安全实例必须绑定了弹
性 IP，且实例的“状态”为“运行中”。



已获取登录 HexaTier 的密码。

前提条件

首次登录 HexaTier，登录用户名为 admin，默认密码为购买数据库安全实例时设置的 HexaTier
的登录密码。为了确保用户密码安全性，用户应该定期修改用户密码。密码默认有效期 90 天，
系统会在到期前 7 天提醒用户修改密码。

HexaTier 的浏览器满足表 3-3 要求。
表3-3 支持的浏览器版本
浏览器

版本

Google Chrome

-

Mozilla FireFox

30.1 及以上

Internet Explorer

11.0 及以上

在数据库安全服务界面通过互联网登录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页面上方的“服务列表”，选择“安全 > 数据库安全服务”，进入数据库安全服
务界面。
步骤 3 在需要登录 HexaTier 的实例页面框中，单击“登录”，如图 3-10 所示，系统跳转到该
实例的 HexaTier 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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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登录 HexaTier

步骤 4 输入 HexaTier 的登录用户名 admin 和密码，单击“登录”或按“Enter”，如图 3-11
所示，进入 HexaTier。
图3-11 HexaTier 登录界面

----结束

使用同一虚拟私有云中的弹性云服务器登录
步骤 1 在待登录的数据库安全实例的同一个虚拟私有云下，查看虚拟私有云中是否存在弹性
云服务器。


是：执行步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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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在该虚拟机私有云下创建弹性云服务器后，执行步骤 2。

步骤 2 使用满足表 3-4 要求的浏览器，输入以下地址：https://弹性云服务器的私有 IP:5000
后，按“Enter”，进入 HexaTier 的登录界面。

如果不能访问“5000”端口，则需要在安全组中添加 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的“5000”端口访问权限。详细操作，请参见《虚拟私有云用户指南》。
表3-4 支持的浏览器版本
浏览器

版本

Google Chrome

-

Mozilla FireFox

30.1 及以上

Internet Explorer

11.0 及以上

步骤 3 输入 HexaTier 的登录用户名 admin 和密码，单击“登录”或按“Enter”，进入
HexaTier。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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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配置日志存储位置
用户在配置日志存储位置之后，可以启用监控功能和查看日志记录。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配置日志存储位置。
用户可以查看下列类型的日志：
日志类型

说明

流量日志

满足规则定义条件的所有事件都会显示在流量日志中。查看流量日志，
请参见 4.5.3 管理安全日志。

入侵日志

当识别到 SQL 注入攻击时，被识别或被阻止的查询列表。查看入侵日
志，请参见 4.5.3 管理安全日志。

监控日志

由活动监控规则生成的监控事件日志。查看监控日志，请参见 6.4 查看
活动监控事件日志。

脱敏日志

由脱敏规则生成的脱敏事件日志。查看脱敏日志，请参见 7.3 查看数据
脱敏事件日志。

系统日志

HexaTier 管理控制台活动的详细信息。查看系统日志，请参见 8.8.2 查
看系统日志。



更改日志存储数据库类型，可能会导致之前的日志丢失。



如果未配置日志存储位置，HexaTier 会在本地记录日志。HexaTier 为每个日志类型
生成日志文件（系统日志、安全日志、脱敏日志和审计日志）
，本地日志文件最大
为 50MB。



配置日志存储位置时，默认采用 SSL 连接。
如果将 MySQL 配置为日志存储库，HexaTier 会在 MySQL 服务器上设置以下参数：


设置全局变量 LOCAL_INFILE = ON
系统变量 LOCAL_INFILE 控制服务器端的本地功能。将“LOCAL_INFILE”设置为“ON”
（启用）将强制服务器允许客户端加载本地数据。



设置全局变量 LOG_BIN_TRUST_FUNCTION_CREATORS = ON
LOG_BIN_TRUST_FUNCTION_CREATORS 系统变量控制二进制日志是否信任存储函数的创
建者，因为存储函数的创建者是不确定的并可能导致不安全事件。设置
LOG_BIN_TRUST_FUNCTION_CREATORS = ON（启用）放宽对非确定性函数的限制。

若选择 RDS MySQL 作为日志存储位置时，用户需首先在 RDS 控制台配置参数组，设置
local_infile=ON，再配置日志存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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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系统”。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日志 > 日志存储位置”。
步骤 3 选择“日志数据库类型”，并配置以下参数：

表3-5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说明

日志数据库类型

连接日志存储位置的数据库，支持以下类型：


MySQL



SQL-Server



PostgreSQL

说明
HexaTier 当前不支持以 DDM 作为日志存储位置。

地址

待连接的数据库 IP 地址或主机名。

端口

数据库端口，用于连接数据库实例。例如 MySQL 数据库的
“3306”端口，或者用户创建 RDS MySQL 数据库时，系统分
配的端口（8635），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

实例

在“日志数据库类型”中选择了“SQL-Server”时显示该参
数。
用于连接到 SQL-Server 数据库的实例名称。

数据库名称

存储系统日志的数据库名称，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配置。

鉴权

在“日志数据库类型”中选择“SQL-Server”时显示该参数。
通过登录帐户连接：



SQL 鉴权：SQL 帐户（例如，“sa”）。
Windows 鉴权：Windows 帐户（例如，
“domain\administrator”）。

说明
需要配置域集成之后，才会显示“Windows 鉴权”选项，否则默认为
“SQL 鉴权”
。配置域集成，请参见 8.5.3 配置域集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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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说明

用户名

用于登录到日志存储数据库的用户名，该用户名需要具有日志
存储数据库的读写权限。

密码

用于登录到日志存储数据库的密码。

步骤 4 单击“测试”。
步骤 5 单击“更新”。
----结束

3.5 配置受保护的数据库
受保护的数据库指需要被保护的数据库实例。创建受保护数据库后，用户就可以通过
HexaTier 控制台进行相关配置，启用敏感数据发现、数据库防火墙、数据库活动监控
和动态数据脱敏等功能。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受保护数据库的创建和编辑。
创建受保护的数据库之后，用户需要更改应用连接的数据库 IP 地址和端口，为
HexaTier 代理的 IP 地址和端口。

前提条件


确保数据库服务器上的 SQL 服务正在运行。



确保数据库服务器正常联网。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资源”。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受保护数据库”。
步骤 3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创建新的受保护数据库
在命令栏上，单击“新建”
，选择以下数据库类型：



−

SQL Server

−

MySQL

−

PostgreSQL



对于使用 SQL Server 的受保护数据库的 Kerberos 支持，用户必须首先配置活动目录。



使用 SQL Server 的受保护数据库仅在实例级别区分大小写。

编辑已有受保护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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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要编辑的受保护数据库，然后单击该行末尾的

（编辑）。

步骤 4 根据需要设置参数：

表3-6 数据库参数
参数名称

说明

数据库服务器地
址

数据库实例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端口/实例名称

“数据库类型”选择“SQL-Server”时显示该参数。
用户数据库的连接端口或实例名称，用于连接到数据库，例
如，用户创建的 RDS SQL Server 的端口为“8433”。

端口

“数据库类型”选择“MySQL”或“PostgreSQL”时显示该参
数。
端口为数据库的连接端口，例如，MySQL 默认为“3306”端
口，或者用户创建 RDS MySQL 数据库时，系统分配的端口
（“8635”），用户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配置。

名称

连接的数据库实例的别名，HexaTier 会自动生成名称，用户可
以自定义该名称。

默认数据库

HexaTier 将自动连接到数据库实例中的默认数据库，用户也可
以更改默认数据库。

鉴权方式



SQL-Server 默认数据库为“master”。



MySQL 默认数据库为“mysql”。



PostgreSQL 默认数据库为“postgres”。

通过登录帐户连接数据库，选择：


SQL 鉴权：通过 SQL 帐户连接。



Windows 鉴权：通过 Windows 鉴权连接。

说明
需要配置域集成之后，才会显示“Windows 鉴权”选项，否则默认为
“SQL 鉴权”
。配置域集成，请参见 8.5.3 配置域集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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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说明

用户名

用于登录到数据库的用户名。

密码

用于登录到数据库的密码。

步骤 5 （可选）设置代理，并配置其 SSL 安全。


创建受保护数据库时，HexaTier 会自动创建默认代理，用户也可以对其进行修改。



代理可以被设置为旁路模式（不检查进出数据库的流量）
：
- 手动设置旁路模式：更改代理的状态为“旁路”模式，参见表 3-7。
- 系统自动切换旁路模式：当 HexaTier 服务因为故障而不可用时，会自动切换为旁路模式。
当故障修复后，需重启 HexaTier 服务，代理状态才会更改为“激活”
。

1.

单击“高级代理配置”。

2.

根据需要设置下表中的参数：

表3-7 高级代理配置参数
参数名称

说明

代理标签

代理的逻辑名称。用户可以自定义该名称。

监听地址

指定用户想要代理监听的 IP 地址。
用户可以使用 0.0.0.0 来监听所有 IP。

端口

端口为 HexaTier 的连接端口，建议与数据库端口相同，若相同
端口已占用，用户可以配置除 0~1023、5000 和其他已占用端
口之外的任一可用端口。

状态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鉴权代理



激活：激活代理。



禁用：禁用代理。



旁路：流量将不经过检查直接转发给数据库（不安全）。

“鉴权代理”仅在配置了域集成时显示并可用。
此功能使 HexaTier 能够使用活动目录鉴别客户端的凭证，并使
用不同的凭证连接到数据库，包括下列选项：


同上：使用上述配置的 Windows 鉴权相同的用户名和密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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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说明
SQL 鉴权：允许用户指定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



说明

SSL 证书



配置域集成，请参见 8.5.3 配置域集成模式。



鉴权代理功能可用于所有支持的数据库。



提供的用户名和密码将决定派生代理权限。

在列表中，选择证书。
说明

阻止未加密的连接



用户可以导入其他证书，更多信息，请参见 8.3.3 上传入方向证
书。



如果客户端中尚未提供所需的 SSL 证书，请单击
入证书。

，向客户端导

建议用户选中该复选框，要求所有通信都加密，并阻止未加密
的连接。
若不选择，则该代理的所有通信均不加密，通信存在安全隐
患。



如果要添加多个代理，请单击“添加代理”
。



用户可以修改入方向的最低 SSL 安全设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8.3.2 设置入方向 SSL 安
全。

步骤 6 （可选）单击“测试”，测试连接。
使用测试连接是可选的，因为保存时会自动测试用户的连接和安全设置。

步骤 7 单击“保存”。
保存功能会测试 SSL 设置，如果设置有效，则会验证用户凭证，并显示下表的测试结
果。
表3-8 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

说明

应对选项 1

应对选项 2

应对选项 3

成功

成功连接到受
保护的数据
库。

-

-

-

受保护数据库
服务器不支持
SSL

根据提供的参
数无法建立
SSL 连接。

单击“仍然继
续”使用未加
密的通信。

单击“取
消”，对数据
库 SSL 设置进
行故障处理，
然后重试。

-

证书验证失败

无法验证服务

上传新 CA 证

单击“仍然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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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

服务器不符合
最低加密级别
要求

说明

应对选项 1

应对选项 2

器身份，其安
全证书不受
HexaTier 信
任。

书，然后重
试。上传出方
向证书的更多
信息，请参见
8.3.5 管理出方
向证书。

续”将实例添
加到例外表，
通信将被加
密。

服务器不符合
管理员设置的
最低加密级别
要求。

单击“取
消”，升级数
据库上的 SSL
版本，然后重
试。

单击“仍然继
续”将实例服
务器添加到例
外表。通信将
被加密，但安
全设置较低。

应对选项 3

单击“取
消”，降低出
方向的 SSL 安
全设置，然后
重试。有关出
方向安全设置
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 8.3.5
管理出方向证
书。
说明
修改出方向
SSL 安全设置
可能会影响修
改后创建的受
保护数据库。

----结束



单击受保护数据库列表行末尾的

（数据库清单）
，可以显示关联的数据库。



单击受保护数据库列表行末尾的

（被策略规则锁定）
，显示关联该受保护数据库的策略。



单击受保护数据库列表行末尾的
（删除）
，可以删除该受保护的数据库。若删除按钮不可
用，则需要删除所有关联的策略之后，才能删除受保护的数据库。

3.6 了解 HexaTier 界面
3.6.1 HexaTier 界面介绍
HexaTier 控制台的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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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9 主界面功能介绍
功能区域

说明

主菜单

通过单击主菜单的功能选项来进行相应操作：


仪表盘：显示系统各个区域的概览。详细信息请参见 3.6.2 仪
表盘介绍。



资源：配置和修改活动目录、受保护的数据库、对象定义和查
询模式。



发现：在数据库环境中自动定位和分类敏感数据。一旦识别到
了敏感数据，就可以快速创建脱敏和监控规则。详细信息请参
见 5.1 敏感数据发现策略简介。



防火墙：管理数据库防火墙和风险策略（入侵检测或防御）。
详细信息请参见 4.1 数据库安全策略简介。



监控：管理数据库活动监控策略并查看监控日志。详细信息请
参见 6.1 数据库活动监控策略简介。



脱敏：管理数据脱敏策略，并查看数据脱敏事件。详细信息请
参见 7.1 动态数据脱敏策略简介。



报告：定义、生成、查看和导出报告，包括数据库活动的统计
信息。详细信息请参见 8.4.1 报告简介。



系统：进行系统配置和维护选项设置。只有拥有管理员权限的
用户可以访问“系统”菜单。

命令栏

用户可以为所选功能创建新的项目或对象，通过筛选来创建自定义
视图，并可以在策略视图中重排规则。

任务栏

用户可以从 HexaTier 的任何页面执行以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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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域

导航树

说明


单击 （修改密码），用户可以修改当前登录控制台用户的登
录密码。



单击 （默认语言），用户可以更改 HexaTier 控制台语言为中
文或 English。



单击

（帮助），用户可以查看对应页面的帮助信息。



单击

（退出），注销当前登录。

可根据用户在主菜单上选择的功能访问附加菜单。例如，如果在主
菜单选择了“脱敏”选项，则导航树将显示与数据脱敏功能相关的
功能。
单击 可以隐藏导航树。

工作区

该区域中显示的信息可用于执行不同的任务，或查看日志等信息。

状态栏

显示当前登录用户的用户名。

3.6.2 仪表盘介绍
仪表盘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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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部件说明
表3-10 小部件说明
小部件名称

说明

系统信息

显示 HexaTier 系统相关信息，包括：

最近入侵事件



系统时间



时区



许可证状态



上一次会话



证书检查

显示最近的入侵攻击列表。
单击事件，显示该入侵事件日志。

安全活动

脱敏和监控活动

Top 活动

性能

最近安全事件

显示实时及最新历史记录：


防火墙：允许和阻止的安全事件



SQL 注入

显示实时及最新历史记录：


监控：审计和管理审计的监控事件



脱敏：脱敏事件

以条形图显示 Top 活动信息：


Top 用户



Top IP 地址



Top 规则



Top 应用

显示以下内容的实时摘要信息：


内存：HexaTier 进程占操作系统内存百分比



进程：HexaTier 进程占 CPU 使用率百分比



会话：公开会话次数



吞吐量（TPS）：事务每秒吞吐量

显示最近的安全流量事件列表。
单击事件，显示该安全事件流量日志。

Top SQL 注入模式

显示检测到的 Top SQL 注入模式的列表。
单击事件，显示 SQL 注入模式的详细信息。

受保护的数据库拓扑图

显示以下内容之间的拓扑：


应用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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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部件名称

最近脱敏事件

说明


实例



数据库

显示最近的数据脱敏事件列表。
单击事件，显示该脱敏事件日志。

高可用状态

显示 HexaTier 高可用状态的摘要。

审计概要

展示审计概要信息，包括：

风险情况

SQL 状态



总条目：审计日志总条目数



审计时间：持续审计时间



24 小时条目：审计到的 24 小时内日志条目数



24 小时风险：审计到的 24 小时内风险条目数



24 小时会话：24 小时内会话数



24 小时错误登录：24 小时内错误登录数

以柱状图展示 24 小时内风险 SQL 语句的分布情况，包
括：


24 小时风险等级分布



24 小时风险类别分布
−

注入：检测到的 SQL 注入数量

−

黑名单：依据用户配置的防火墙策略阻止的 SQL 数
量

显示最近 24 小时的实时 SQL 统计信息。

配置仪表盘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仪表盘”。
步骤 2 单击“小部件库”，显示仪表盘上隐藏的小部件。
步骤 3 在导航树上，选择需要的小部件类别，包括：


审计



防火墙



脱敏



全部

步骤 4 将小部件拖动到需要放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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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再次单击“小部件库”可以关闭小部件选择窗口。



通过单击小部件右上角的



自由拖拽小部件到不同位置，可以改变仪表盘上小部件显示顺序。



单击仪表盘右上角的“列”
，可以配置仪表盘展示的列数。

可以移除小部件。

3.7 数据库安全实例相关操作
3.7.1 升级服务版本
用户在购买数据库安全实例后，可以在线将数据库安全实例升级到最新服务版本。本
章节介绍升级服务版本的操作。

前提条件


已获取管理控制台的登录帐号与密码。



已成功购买数据库安全实例，且 2 个实例的“运行状态”都为“运行中”。

注意事项

升级期间将触发主备节点切换，服务将暂时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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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版本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页面上方的“服务列表”，选择“安全 > 数据库安全服务”，进入数据库安全服
务界面。
步骤 3 在需要升级服务版本的数据库安全实例页面框中，单击“升级”，如图 3-12 所示。
图3-12 升级数据库安全服务版本

步骤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升级完成后，主备实例的服务版本将升级至最新版本。
----结束

3.7.2 解绑弹性 IP
当数据库安全实例需要重新绑定弹性 IP 或释放弹性 IP 时，需要为该实例解绑弹性
IP。

前提条件


已获取管理控制台的登录帐号与密码。



已成功购买数据库安全实例，且 2 个实例的“运行状态”都为“运行中”。



实例已绑定弹性 IP。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页面上方的“服务列表”，选择“安全 > 数据库安全服务”，进入数据库安全服
务界面。
步骤 3 在需要解绑弹性 IP 的数据库安全实例页面框中，单击“解绑”，如图 3-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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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解绑定弹性 IP

步骤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结束

3.7.3 管理数据库安全实例
用户成功购买数据库安全实例后，可以查看实例信息，重启、开启或关闭实例。

前提条件


已获取管理控制台的登录帐号与密码。



已成功购买数据库安全实例。



重启实例和关闭实例前，请确认实例的“运行状态”为“运行中”
。



开启实例前，请确认实例的“运行状态”为“已关闭”。

查看实例信息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页面上方的“服务列表”，选择“安全 > 数据库安全服务”，进入数据库安全服
务界面。
步骤 3 查看数据库安全实例的信息，如图 3-14 所示，相关参数说明如表 3-11 所示。

在实例列表中，单击实例前面的

，可以查看该实例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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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查看实例信息

表3-11 实例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说明

实例名称

实例的名称。

版本

实例的服务版本。

连接地址

应用连接实例的私有 IP 地址。

运行状态

实例当前的运行状态，包括：


运行中



创建中



故障



已关闭

----结束

重启实例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页面上方的“服务列表”，选择“安全 > 数据库安全服务”，进入数据库安全服
务界面。
步骤 3 单击需要重启的数据库安全实例。
步骤 4 在需要重启的实例所在行，单击“重启”，如图 3-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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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重启实例

步骤 5 在弹出的提示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单击实例列表右上方的

刷新界面，实例重启成功。

----结束

开启实例
成功购买数据库安全实例后，实例自动开启。开启实例后，用户可以登录 HexaTier 对
实例进行配置管理，实现对数据库的安全防护。
当实例关闭后，如果需要登录 HexaTier，则需要开启实例。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页面上方的“服务列表”，选择“安全 > 数据库安全服务”，进入数据库安全服
务界面。
步骤 3 单击需要开启的数据库安全实例。
步骤 4 在需要开启的实例所在行，单击“开启”，如图 3-16 所示。
图3-16 开启实例

步骤 5 在弹出的提示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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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实例成功，实例的“运行状态”为“运行中”
。
----结束

关闭实例
关闭实例后，将不能登录 HexaTier 对实例进行配置管理。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页面上方的“服务列表”，选择“安全 > 数据库安全服务”，进入数据库安全服
务界面。
步骤 3 单击需要关闭的数据库安全实例。
步骤 4 在需要关闭的实例所在行，单击“关闭”，如图 3-17 所示。
图3-17 关闭实例

步骤 5 在弹出的提示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关闭实例成功，实例的“状态”为“已关闭”
。
----结束

续费
在数据库安全服务到期前，用户可以通过续费操作继续使用数据库安全服务。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页面上方的“服务列表”，选择“安全 > 数据库安全服务”，进入数据库安全服
务界面。
步骤 3 在需要续费的实例页面框中，单击“续费”，如图 3-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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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为数据库安全实例续费

步骤 4 在“详情”界面，选择续费时长，单击“提交订单”。
----结束

退订
购买的数据库安全实例不能直接删除，仅支持退订。如果用户不再使用，请执行退订
操作。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页面上方的“服务列表”，选择“安全 > 数据库安全服务”，进入数据库安全服
务界面。
步骤 3 在需要退订的实例页面框中，单击“退订”，如图 3-19 所示。
图3-19 退订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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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数据库安全策略

4.1 数据库安全策略简介
数据库防火墙的安全策略特性是持久保护数据库安全的核心机制。如果违反数据库安
全策略，用户可以选择阻止该操作并立即告警。
用户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配置安全策略：


学习模式
HexaTier 策略有自学习模式，一旦定义的学习时间结束后，数据库防火墙会自动
生成查询模式组，用户可以基于该查询模式组创建允许或阻止的规则。



数据库防火墙
此类型允许用户创建基于查询模式组、表或者存储过程的自定义安全策略规则，
对违反该规则的请求，用户可以进一步定制“允许”还是“阻止”
。



基于风险的 IPS/IDS
此规则类型能使用户基于数据库实际风险，来应用入侵防御系统（IPS）或入侵检
测系统（IDS）
。

为了精确匹配规则，HexaTier 的策略引擎会扫描配置的规则。数据库安全策略，是按
照规则列表从上到下的顺序来执行，当引擎找到第一个匹配规则时，会停止扫描其他
规则。数据库安全策略自带一条规则，允许所有的查询，如果删除该策略，将阻止所
有的查询操作。
创建安全策略规则前，建议用户创建策略对象，并把策略应用于来自特定 IP 地址、数
据库用户、活动目录用户、应用程序或计划的查询（请参见 8.1.1 策略对象简介）
。

4.2 配置数据库防火墙策略
通过自定义基于查询模式组、表或者存储过程的数据库防火墙安全策略，实现数据库
的精细化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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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场景
此类型允许用户创建基于查询模式组、表或者存储过程的自定义安全策略规则，对违
反该规则的请求，用户可以进一步定制“允许”还是“阻止”
。
用户可以创建以下三种类型的数据库防火墙：


查询模式组：将数据库安全规则应用于创建的查询模式组或由学习模式创建的查
询模式组。



基于表：将数据库安全规则应用于特定数据库中的特定表或所有表。



基于存储过程：将数据库安全规则应用于特定的过程或任何过程。

操作过程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防火墙”。
步骤 2 根据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创建新的安全规则
在命令栏，单击“新建”
。



编辑已有的安全规则
找到要编辑的规则，单击该行末尾的

（编辑）
。

步骤 3 在“规则类型”中选择“数据库防火墙”。
步骤 4 选择应用该防火墙规则的“数据库”。
步骤 5 根据要创建的防火墙规则，选择以下三种类型之一：


查询模式组



基于表



基于存储过程

步骤 6 选择应用该防火墙规则的“代理”。
步骤 7 根据选择的“防火墙类型”，配置应用该防火墙规则的对象：


查询模式组：应用该防火墙规则的查询模式组。详情请参见 4.4.2 配置查询模式
组。



表：应用该防火墙规则的表，用户可以提前配置表对象，详情请参见 8.1.6 配置表
对象。



存储过程：应用该防火墙规则的存储过程，用户可以提前配置存储过程对象，详
情请参见 8.1.7 配置存储过程对象。

用户也可以单击“新建”创建新的对象，或单击“更多”添加多个对象。
步骤 8 根据需求配置以下参数：
表4-1 基于数据库防火墙参数
参数名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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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说明

名称

该安全策略的名称。

源 IP 地址

应用该规则的源 IP 地址，用户可以单击“新建”来创建新的
源 IP 地址。

数据库用户

应用该规则的数据库用户，用户可以单击“新建”来创建新
的数据库用户对象。

活动目录用户

应用该规则的活动目录用户，可以是特定活动目录用户，也
可以是用户组。
说明
只有配置了活动目录之后，该参数才会显示，配置活动目录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 8.5.1 活动目录简介。

应用名称

应用该规则的应用名称。

计划

应用该规则的时间计划，用户可以单击“新建”来创建新的
计划。

动作



允许：允许与防火墙规则匹配的查询。



阻止：阻止与防火墙规则匹配的查询。

阻止动作

如果在“动作”下拉框中选择了“阻止”，则需要在“阻止
动作”下拉框中选择下列选项：


返回空结果集



断开 SQL 连接



生成 SQL 错误

日志记录

选择是否将查询写入流量日志。

告警（SMTP）

如果在日志记录中选择了“流量事件”，用户可以勾选“告
警（SMTP）”来启用告警功能。根据告警中定义的参数，
当该规则被激活时都会发送告警。要配置告警功能，请参见
8.2.1 告警信息简介。

Syslog

规则优先级

如果在日志记录中选择“流量事件”，用户可以勾选
“Syslog”来启用 Syslog。每次激活规则时，会向 Syslog 服务
器发送一条消息。要配置 Syslog，请参见 8.7.2 配置
Syslog。
本功能用于设置新增防火墙策略的优先级：


高：优先应用该新增规则。



低：最后应用该新增规则。

说明

该安全规则的备注信息。

禁用规则

勾选复选框可以禁用该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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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 单击“创建”或“更新”。
----结束

4.3 配置基于风险的 IPS/IDS 策略
用户可基于数据库实际风险，选择应用入侵防御系统（IPS）或入侵检测系统（IDS），
并配置对应策略规则，确保用户数据库安全。
基于风险的 IPS/IDS 规则支持 SQL 注入检测和风险概况的组合使用。
要创建基于风险的 IPS/IDS 规则，用户可以先创建风险概况（请参见 4.4.4 配置风险概
况）
，也可以根据需求来配置风险引擎的各项风险因素评分（请参见 4.4.5 配置风险引
擎）
。

操作过程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防火墙”。
步骤 2 根据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创建新的安全规则
在命令栏，单击“新建”
。



编辑已有的安全规则
找到要编辑的规则，单击该行末尾的

（编辑）
。

步骤 3 在“规则类型”中选择“基于风险的 IPS/IDS”。
步骤 4 选择应用该防火墙规则的“数据库”和“代理”。
步骤 5 根据需求配置以下参数：
表4-2 基于风险的 IPS/IDS 参数
参数名称

说明

名称

该安全策略的名称。

源 IP 地址

应用该规则的源 IP 地址，用户可以单击“新建”来创建新
的源 IP 地址。

数据库用户

应用该规则的数据库用户，用户可以单击“新建”来创建
新的数据库用户对象。

活动目录用户

应用该规则的活动目录用户，可以是特定活动目录用户，
也可以是用户组。
说明
只有配置了活动目录之后，该参数才会显示，配置活动目录的详
细信息，请参见 8.5.1 活动目录简介。

应用名称

应用该规则的应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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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说明

计划

应用该规则的时间计划，用户可以单击“新建”来创建新
的计划。

模式

选择与 SQL 注入检测同时执行的任务：


主动防护-IPS：应用入侵防御系统，并阻止与已有风险
概况相匹配的查询，或依据配置的风险引擎执行阻止或
告警。



监控-IDS：应用入侵检测系统和已配置的风险概况、风
险引擎，并监控查询。

风险概况

根据“模式”中的选择，用户可以选择配置了阻止或监控
动作的风险概况。配置风险概况，请参见 4.4.4 配置风险
概况。

SQL Injection Detection



如果在“模式”中选择了“主动防护-IPS”，勾选该选
项可以阻止 SQL 注入。



如果在“模式”中选择了“监控-IDS”，勾选该选项可
以监控 SQL 注入。

SQL 注入检测以 HexaTier 内置检测系统（风险引擎）为
基础。配置风险引擎，请参见 4.4.5 配置风险引擎。
动作

阻止动作

日志记录

该规则要采取的动作，该项不需要用户配置：


如果在“模式”中选择了“主动防护-IPS”，则动作始
终为阻止。



如果在“模式”中选择了“监控-IDS”，则动作始终为
允许。

如果在“动作”下拉框中选择了“阻止”，则需要在“阻
止动作”下拉框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返回空结果集



断开 SQL 连接



生成 SQL 错误

选择是否把阻止的查询写入入侵事件日志。

告警（SMTP）

如果在日志记录中选择了“入侵事件”，用户可以勾选
“告警（SMTP）”来启用告警功能。根据告警中定义的参
数，当该规则被激活时都会发送告警。要配置告警功能，
请参见 8.2.1 告警信息简介。

Syslog

如果在日志记录中选择了“入侵事件”，用户可以勾选
“Syslog”来启用 Syslog。每次激活规则时，会向 Syslog
服务器发送一条消息。要配置 Syslog，请参见 8.7.2 配置
Syslog。

规则优先级

本功能用于设置新增策略的优先级。


高：优先应用该新增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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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说明


低：最后应用该新增规则。

说明

该安全规则的备注信息。

禁用规则

勾选复选框可以禁用该规则。

步骤 6 单击“创建”或“更新”。
----结束

4.4 配置策略的高级选项
4.4.1 安全策略的高级选项简介
高级选项的配置主要包含查询模式组、学习模式、注入模式、风险概况、风险引擎和
正则表达式模式等模块的配置。基于以上配置，可创建数据防火墙规则或者基于风险
的 IPS/IDS 规则。

查询模式组
SQL 语句可被定义为查询模式组，并可以创建基于查询模式组的数据库防火墙规则。

学习模式
HexaTier 策略有自学习模式，一旦定义的学习时间结束后，系统会生成一个附有学习
到的模式的学习模式库，用户可以基于此学习模式库来创建查询模式组，并以此查询
模式组创建允许或阻止的数据库防火墙规则。

注入模式
HexaTier 通过对比查询结构与不断更新的已知攻击签名库来识别恶意攻击。可疑攻击
被自动定义为注入模式（本质上是 SQL 语句）
。
用户可以将注入模式转换为正则表达式模式，并将其添加进查询模式组中，应用于基
于查询模式组的数据库防火墙规则。

风险概况
创建基于风险的 IPS/IDS 策略时，建议创建一个风险概况作为识别威胁的基础。详情
请参见 4.4.4 配置风险概况。
用户可以为特定类型的威胁定义风险概况，例如，用户可以创建识别所有尝试对
MySQL 数据库进行修改的风险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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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引擎
风险引擎定义了对 SQL 注入攻击的防护，用户可以分别配置阻止级别和警告级别的风
险评分，来应用基于风险的 IPS/IDS 策略。
若用户配置了“主动防护-IPS”模式，则系统根据配置的阻止级别和警告级别风险评
分，分别执行阻止和允许操作，若用户配置了“监控-IDS”模式，则只依据警告级别
风险评分，允许用户查询并发送告警。
用户也可以调整每个风险因素的权重评分，详情请参见 4.4.5 配置风险引擎。

正则表达式模式
正则表达式模式可以添加进查询模式组中，来创建基于查询模式组的数据库防火墙规
则。
用户可以自定义正则表达式，也可以通过学习到的模式和注入模式来创建正则表达式
模式。
正则表达式（Regex）以简洁灵活的方式来“匹配”
（指定和识别）文本字符串，例如
特定字符、单词或字符模式。


Regex 标识
使用以下正则表达式标识：



−

PCRE_DOTALL：模式中的点元字符匹配所有字符，包括换行符。

−

PCRE_CASELESS：模式中的字母匹配大写和小写字母。

−

PCRE_NEWLINE_ANY：指定识别 unicode 换行序列。

−

PCRE_UTF8：此修饰符打开 PCRE 的附加功能，此功能与 Perl 不兼容。模式
和主题字符串被视为 UTF-8。

Regex 锚点
正则表达式在整个 SQL 字符串上进行测试。如果“^”和“$”锚点丢失，
HexaTier 会自动将“^”添加到表达式字符串的开头，将“$”锚点添加到字符串
的末尾。



SQL 注释
SQL 语句与正则表达式模板相匹配时，忽略 SQL 注释。SQL 注释的语法差异，取
决于用户正在使用的数据库类型。



存储过程
正则表达式与存储过程内容匹配。
例如：EXEC SP_DEMO 与任何以 EXEC SP_DEMO 开头的字符串相匹配。

4.4.2 配置查询模式组
查询模式组可由 SQL、正则表示式或学习模式库中的学习规则等组成。在创建数据库
安全规则时，可以使用创建的查询模式组。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创建或编辑查询模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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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必须属于在规则中使用的查询模式组，用户可以使用以下任意一种方法来创建模
式组：


自动：创建学习模式，并将学习到的查询模式添加到查询模式组中。详情请参见
4.4.3 配置学习模式库。



手动：创建查询模式组，并为其分配已有的查询模式，包括学习模式库、正则模
式库和注入模式库。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资源”。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查询模式 > 查询模式组”。
步骤 3 根据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创建新的模式组
在命令栏上，单击“新建”
。



编辑已有的模式组
找到所要编辑的模式组，然后单击该行末尾的

（编辑）。

步骤 4 根据需要设置以下参数，然后单击“创建”或“更新”。
表4-3 模式组参数
参数名称

说明

名称

查询模式组名称。

颜色

“模式组”列表中查询模式组名称显示的颜色。

数据库类型

选择不同的数据库类型，“可用成员”列表中将只展示该数据
库类型的模式组。

代理

选择不同的代理，“可用成员”列表中将只展示该代理的模式
组。

数据库

选择不同的数据库，“可用成员”列表中将只展示该数据库的
模式组。

可用成员

可用成员包含已有的学习模式或注入模式，同时也包含模式
组。
用户可以通过双击可用成员名称，或单击选中可用成员，再单
击“添加”向“当前成员”中添加成员。

当前成员

包含在该模式组中的成员名称。
用户可以通过双击当前成员名称，或单击选中当前成员，再单
击“移除”从“当前成员”中移除成员。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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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配置学习模式库
根据用户创建的学习模式规则，系统可自动记录学习结果，将结果添加进查询模式组
中，并可创建基于该查询模式组的数据库防火墙规则。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配置学习模式规则，并可以创建或编辑学习到的模式。

配置学习模式规则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防火墙”。
步骤 2 根据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创建新的学习模式规则
在命令栏，单击“新建”
。



编辑已有的学习模式规则
找到要编辑的规则，单击该行末尾的

（编辑）
。

步骤 3 根据需要设置以下参数：
表4-4 学习模式规则参数
参数名称

说明

规则类型

选择“学习模式”。

数据库

要应用该学习模式规则的数据库，用户也可以选择“所有数
据库”。

代理

如果用户在“数据库”中选择了“所有数据库”，则可以具
体选择应用该规则的代理。

名称

该安全策略的名称。

源 IP 地址

应用该规则的源 IP 地址，用户可以单击“新建”来创建新的
源 IP 地址。

数据库用户

应用该规则的数据库用户，用户可以单击“新建”来创建新
的数据库用户对象。

活动目录用户

应用该规则的活动目录用户，可以是特定活动目录用户，也
可以是用户组。
说明
只有配置了活动目录之后，该参数才会显示，配置活动目录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 8.5.1 活动目录简介。

应用名称

应用该规则的应用名称。

计划

应用该规则的计划，用户可以单击“新建”来创建新的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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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说明

查询模式组

该学习模式结果要附加到的查询模式组，用户也可以通过单
击“新建”创建空查询模式组来附加该学习模式结果。

学习时长

学习数据库访问行为的持续时间。

规则优先级

本功能用于设置新增策略的优先级：

禁用规则



高：优先应用该新增规则。



低：最后应用该新增规则。

勾选复选框可以禁用该规则。

步骤 4 单击“保存”或“更新”。
----结束

配置学习模式库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资源”。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查询模式 > 学习模式库”。
步骤 3 根据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创建新的查询模式
在命令栏上，单击“新建”
。



编辑已有的查询模式
找到要编辑的模式，然后单击该行末尾的

（编辑）
。

步骤 4 在工作区的文本框中输入“查询模式”。
查询模式格式中，数据参数应以问号显示。例如：
select * from billing where m_id=?

步骤 5 在“数据库类型”下拉框中，选择“查询模式”要应用的数据库类型。
步骤 6 （可选）在“颜色”下拉框中选择一个颜色来显示查询列表中的“查询模式”。
步骤 7 单击“创建”或“更新”。
----结束

4.4.4 配置风险概况
风险概况可根据风险组配置不同的动作类型和日志记录行为，对访问的指定命令或操
作进行允许或阻止。基于风险概况，可创建基于风险的 IPS/IDS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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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创建或编辑风险概况。
创建了风险概况之后，用户就可以在创建基于风险的 IPS/IDS 规则时，选择该风险概
况，针对特定命令或操作进行允许或阻止。

风险概况不支持 PostgreSQL。
风险概况由动作组（风险组）组成，每个组都描述一个不同的风险动作。
风险概况包括两种设置类型：


动作行为：针对风险组所执行的动作。



日志记录行为：针对风险组进行的日志设置。

创建风险概况时，可以选择使用“基本模式”或“高级模式”
：


“基本模式”下，可以配置服务器、安全和数据库等对象的设置。



“高级模式”下，可以通过单击表中的风险组名称，来查看并指定组里每个动作
的行为。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防火墙”。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风险概况”。
步骤 3 根据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创建新的风险概况
在命令栏上，单击“新建”
。



编辑已有的风险概况
找到要编辑的风险概况，然后单击行末尾的

（编辑）
。

步骤 4 在工作区中，输入“风险概况名称”和“描述”。
步骤 5 在“数据库类型”下拉框中选择数据库类型：


MySQL



MS-SQL

步骤 6 工作区以“基本模式”显示，用户可以单击“高级模式”来显示高级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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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在“动作行为”列中，为每个组选择下列动作行为：
表4-5 动作行为说明
动作行为名称

说明

允许

允许该组的所有动作。

阻止

阻止该组的所有动作。

无

忽略该组的所有动作。此选项通过不处理查询来节省资源。

自定义

在基本模式下，可以对组中的不同对象制定不同行为。
如果选择高级模式，则允许为组中的每个动作指定不同的行
为。

默认

使用 IPS 或 IDS 策略中配置的默认动作。

步骤 8 在“日志记录行为”列中，为每个组选择下列日志记录行为：
表4-6 日志记录行为说明
日志记录行为名称

说明

启用

启用该组所有动作的日志记录。

禁用

禁用该组所有动作的日志记录。

自定义

在基本模式下，可以对组中的不同对象制定不同的日志记录
行为。
如果选择高级模式，则允许为组中的每个动作指定不同的日
志记录行为。

默认

使用 IPS 或 IDS 策略中配置的默认日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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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 单击“创建”或“更新”。
----结束

删除风险概况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防火墙”。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风险概况”。
步骤 3 找到要删除的风险概况，单击该行末尾的

（删除）。

如果要删除的风险概况已经关联了基于风险的 IPS/IDS 规则，则该风险概况不能删除，并向用户
显示关联的规则，用户可以通过编辑该规则，将规则和风险概况分离，或者删除该规则，然后再
删除风险概况。

----结束

4.4.5 配置风险引擎
风险引擎定义了对 SQL 注入攻击的防护，用户可以通过调整每个风险因素的权重评分
（1~100）
，来配置 HexaTier 的风险引擎。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配置风险引擎。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防火墙”。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风险概况 > 风险引擎”。
步骤 3 根据需要，设置以下风险因素的权重评分（1~100）：


警告级别的风险评分



阻止级别的风险评分



查询语句中包含与 SQL 注释相关的风险因素评分。



语句中包含“OR”相关的风险因素评分



语句中包含“UNION”相关的风险因素评分



语句中包含参数比较相关的风险因素评分。比如：1=1。语句中包含恒成立语句的
风险因素评分，比如：Select * from XXX where 1



语句中包含空密码的风险因素评分。比如：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password=''，
密码字段名需要为以下任一：pass/pwd/passwd/password



语句被分号（;）分割为多个语句的风险因素评分



暴力破解数据库内容的 SQL 命令的风险因素评分



使用敏感函数、存储过程或表相关的风险因素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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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在“禁用存储过程和函数的风险评估”中，选择是否禁用该项：


否：启用该风险评估



是：禁用该风险评估

步骤 5 单击“保存”。
----结束

若要恢复风险引擎各参数为原始设置，请单击“重置”
。

4.4.6 配置正则模式库
用户可根据需要创建正则表达式，基于创建的正则表示式可创建查询模式组，并应用
于数据库安全规则。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创建和编辑正则表达式模式。
用户可以手动创建正则表达式模式，或者通过单击“学习模式”或“注入模式”窗口
中的“转换为正则表达式”来创建正则表达式。这种情况下，新的查询模式被创建，
原学习模式不受影响。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资源”。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查询模式 > 正则模式库”。
步骤 3 根据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创建新的正则表达式模式
在命令栏上，单击“新建”
。



编辑已有的正则表达式模式
找到要编辑的正则表达式模式，然后单击该行末尾的

（编辑）
。

步骤 4 在“模式名称”文本框中，输入模式名称。
步骤 5 （可选）在“颜色”栏，选择一个颜色来设置查看正则表达式模式列表时，改正则表达
式模式名称的显示颜色。
步骤 6 在“数据库类型”下拉框中选择数据库类型：


MySQL



MS-SQL



PostgresQL
查询模式可属于相同数据库类型组。该组也可以是数据库安全规则的一部分。如果一个组包含在
数据库安全规则中，它只能属于数据库安全规则中定义的相同数据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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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在“正则表达式定义”框中，键入正则表达式。
步骤 8 “宏”和“图例”提供了提示，用户可以使用这些提示创建和编辑正则表达式：


使用“宏”链接（任何、常量、数字、引用的字符串）向“正则表达式定义”文
本框中添加规则字符串。



单击“图例”查看相关字符串及其说明。

在状态栏中（文本框右下方），系统会自动显示用户输入的正则表达式是有效还是无
效。如果表达式无效，则无法保存或测试正则表达式。
步骤 9 在“测试样例”字段中，键入 SQL 查询或语句，然后单击“测试匹配”来确定测试内
容是否匹配定义的正则表达式。
步骤 10 单击“创建”或“更新”。
----结束

自动创建正则表达式模式
用户可以将学习模式学习到的查询模式和检测到的注入模式转换为正则表达式。


将学习模式转换为正则表达式模式：
a.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资源”。

b.

在导航树上，选择“查询模式 > 学习模式库”。

c.

找到要转换的学习模式，然后单击该行末尾的

d.

单击“转换为正则表达式模式”。

（编辑）。

跳转到正则表达式创建页面。



e.

设置“模式名称”、“颜色”和“数据库类型”。

f.

（可选）输入测试样例，并单击“测试匹配”验证正则表达式。

g.

单击“创建”。

将注入模式转换为正则表达式模式：
a.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资源”。

b.

在导航树上，选择“查询模式 > 注入模式库”。

c.

单击要转换的注入模式。

d.

单击“转换为正则表达式模式”。
跳转到正则表达式创建页面。

e.

设置“模式名称”、“颜色”和“数据库类型”。

f.

（可选）输入测试样例，并单击“测试匹配”验证正则表达式。

g.

单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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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相关操作
4.5.1 全局和数据库视图间的切换
用户可根据需要切换视图，以全局模式查看安全规则，或以数据库为粒度查看其内的
安全规则。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在安全策略中切换视图，视图说明如下表：
表4-7 视图说明
视图名称

说明

全局视图

允许查看所有数据库安全规则，并更改规则的应用顺序（请参见 4.5.2
重新排序数据库安全规则）。

按数据库

在此视图下，用户可以轻松定位影响指定数据库的安全规则，尤其是
定义了多个规则时。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防火墙”。
步骤 2 在命令栏上，视图下拉框中选择“全局视图”或“按数据库”。
工作区按照用户所选择的视图进行显示。

----结束

4.5.2 重新排序数据库安全规则
通过对安全策略进行重新排序，以更改应用安全策略规则的顺序。策略在列表中所处
的位置越高，其优先级越高。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设置 HexaTier 中策略的应用顺序。

55

配置数据库安全策略

前提条件
只有当安全策略界面为“全局视图”时，才能对其使用重新排序功能，请参见 4.5.1 全
局和数据库视图间的切换。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防火墙”。
步骤 2 在视图下拉框中，选择“全局视图”。
步骤 3 在命令栏，单击“重新排序”。

步骤 4 在工作区中，将规则拖到策略列表中所需的位置（向上或向下）。
步骤 5 单击“保存顺序”来完成修改。
----结束

4.5.3 管理安全日志
通过安全日志列表，可以查看安全策略在执行保护数据库过程中生成的允许或阻止详
细信息。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查看安全日志，包括流量日志和入侵日志。
流量日志显示由数据库防火墙策略生成的允许和阻止的查询列表。
入侵日志显示由被识别的 SQL 注入攻击生成的识别和阻止的查询列表。
工作区中显示以下信息：
表4-8 安全日志参数信息
参数名称

说明

事件 ID

日志事件列表中事件的 ID。

日志时间

事件发生的时间。

规则 ID

策略中规则的 ID。

规则类型

应用于日志事件的活动监控规则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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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说明

数据库

正在审计的数据库名称，或所有数据库。

查询模式组

包含在策略中，作为规则模式的查询模式组名称。

风险概况

用于识别威胁的配置文件。

动作

应用于查询的响应动作，包括：

阻止动作



允许



阻止



无

查询被阻止时采取的动作。例如：


无



返回空结果集



断开 SQL 连接



生成 SQL 错误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防火墙”。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流量日志”或“入侵日志”。
工作区中显示事件日志的基本信息。
步骤 3 单击事件日志来查看该事件的详情。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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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敏感数据发现策略简介
HexaTier 的敏感数据发现功能，能自动识别敏感数据，并对敏感数据进行分类。一旦
识别到敏感数据，用户就可以选择自动生成脱敏策略和审计策略。
启用敏感数据发现策略不会更改数据库或应用程序中的任何内容，也不会造成数据库
的性能问题。
HexaTier 提供下列预定义的合规组：
表5-1 合规组
合规组名称

说明

PCI

即 PCI DSS（Payment Card Industry Data Security Standard），支付
卡行业数据安全标准，旨在保护持卡人的信用卡和借记卡信息安
全。

HIPAA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1996，健康保险携
带和责任法案或医疗电子交换法案。

SOX

Sarbanes-Oxley Act，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该法案是美国政府出台
的一部涉及会计职业监管、公司治理、证券市场监管等方面改革的
重要法案。

GDPR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统一个人数据保护法。

GROUPSAMPLE

HexaTier 系统为用户创建的合规组示例。

此外，用户也可以创建自定义合规组，或将其与现有合规组关联来增强合规组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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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创建或编辑发现任务
HexaTier 会根据发现任务自动识别敏感数据，并生成发现结果。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创建或编辑敏感数据发现任务。
每个敏感数据发现任务最多扫描 7000 张表。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发现”。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发现任务”。
步骤 3 根据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创建新的发现任务
在命令栏上，单击“新建”
。



编辑已有的发现任务
找到要编辑的发现任务，然后单击该行末尾的

（编辑）。

步骤 4 根据需要设置以下参数：
表5-2 发现任务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说明

任务名称

发现任务的名称，该名称最多可输入 50 个字符。

模式语言

选择适用的模式语言：


en-us：适用于待发现数据库信息为英文地域数据信息



zh-cn：适用于待发现数据库信息为中国地域数据信息



all：适用于待发现数据库信息包括以上两种地域数据信息

合规

应用于该发现任务的合规组。

实例名称

选择要应用该发现任务的实例，并至少选择一张要应用该发现任
务的表。
说明
只有选择了实例之后，才可以选择表。

执行计划

设置要执行该发现任务的时间计划，选项包括：


现在：选中该选项，保存后，可以在当前立即执行一次该发现
任务。



一次：选择该选项，并设置执行时间，可以在设定的时间执行
一次该发现任务。



每天：选中该选项，并设置执行时间，可以在每天的固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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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说明
执行该发现任务。

禁用任务



每周：选中该选项，并设置执行时间，可以在每周的固定时间
执行该发现任务。



每月：选中该选项，并设置执行时间，可以在每月的固定日期
和时间执行该发现任务。

勾选该复选框，可以禁用该发现任务。

步骤 5 单击“创建并运行”或“更新并运行”。
要临时禁用发现任务，请勾选任务名称下的“禁用任务”
，并单击“更新并运行”
。

----结束

5.3 支持发现的敏感数据类型
HexaTier 支持以 PCI、HIPAA、SOX、GDPR 等行业标准为依据，发现数据库中的敏感
数据。
HexaTier 支持以下数据类型的敏感数据发现：
合规组

数据类型

英文数据

中文数据

PCI

身份证号码

不支持

支持

信用卡类型

支持

不支持

信用卡号码

支持

支持

国际银行帐户号码

支持

不支持

护照号码

不支持

支持

家庭地址

不支持

不支持

电话号码

支持

支持

工资

不支持

不支持

姓名

不支持

不支持

MAC 或 IP 地址

支持

不支持

URL

支持

不支持

邮箱

支持

支持

身份证号码

不支持

支持

HIP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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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组

SOX

GDPR

数据类型

英文数据

中文数据

护照号码

不支持

支持

家庭地址

不支持

不支持

电话号码

支持

支持

病案号

不支持

不支持

社会安全号

支持

不支持

姓名

不支持

不支持

车辆登记车牌号

不支持

支持

身份证号码

不支持

支持

信用卡类型

支持

不支持

信用卡号码

支持

支持

国际银行帐户号码

支持

不支持

护照号码

不支持

支持

家庭地址

不支持

不支持

电话号码

支持

支持

工资

不支持

不支持

姓名

不支持

不支持

MAC 或 IP 地址

支持

不支持

URL

支持

不支持

邮箱

支持

支持

身份证号码

不支持

支持

信用卡号码

支持

支持

信用卡类型

支持

不支持

国际银行帐户号码

支持

不支持

护照号码

不支持

支持

家庭地址

不支持

不支持

电话号码

支持

支持

病案号

不支持

不支持

车辆登记车牌号

不支持

支持

驾照号码

不支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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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组

数据类型

英文数据

中文数据

出生地

不支持

不支持

出生日期

不支持

不支持

工资

不支持

不支持

社会安全号

支持

不支持

姓名

不支持

不支持

性别

支持

支持

用户名

不支持

不支持

邮政编码

不支持

不支持

5.4 基于发现结果生成规则
基于发现结果，可生成监控规则和脱敏规则。用户可在监控策略列表或者脱敏策略列
表中管理生成的策略。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发现”。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发现结果”。
步骤 3 如果工作区中的“敏感字段”列显示“发现”，则单击“查看”列中“详情”。
“详细结果”窗口显示不合规的所有表列。
步骤 4 为发现的敏感列创建监控规则：
1.

勾选该行监控规则列的复选框。

2.

单击“生成”。
将为选定的列自动生成监控规则。用户可以在监控策略列表中编辑自动生成的监
控策略，请参见 6.2 创建或编辑活动监控规则。

步骤 5 为发现的敏感列创建脱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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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勾选该行脱敏规则列的复选框。

2.

单击“生成”。

3.

在弹出窗口中单击“确定”。
将为选定的列自动生成脱敏规则。用户可以在脱敏策略列表中编辑自动生成的脱
敏策略，请参见 7.2 创建或编辑数据脱敏规则。

----结束

删除自动生成的规则




删除自动生成的监控规则：
a.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监控”。

b.

在命令栏上，选择“删除所有自动生成的规则”。

c.

在弹出窗口，单击“确定”。

删除自动生成的脱敏规则：
a.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脱敏”。

b.

在命令栏上，选择“删除所有自动生成的规则”。

c.

在弹出窗口，单击“确定”。

只有当用户通过发现任务自动生成了相应的监控规则或脱敏规则，命令栏中才会显示“删除所有
自动生成的规则”按钮。

5.5 创建和编辑自定义合规组
用户可以通过创建正则表达式，来新建合规组或将其与已有合规组关联来增强合规组
的能力。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创建和编辑自定义合规组。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发现”。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自定义合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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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根据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创建新的自定义合规组
在命令栏上，单击“新建”
。



编辑已有的自定义合规组
找到要编辑的合规组，然后单击该行末尾的

（编辑）
。

步骤 4 输入或编辑“正则表达式名称”。
步骤 5 执行以下选项：


在“在数据中搜索”输入正则表达式，可以在数据中搜索敏感数据。



在“在列名中搜索”输入正则表达式，可以在列名中搜索敏感信息。


单击“显示编辑器”以帮助编写正则表达式。



在测试框输入字符串并单击“测试”可以验证语法。



两种搜索模式可以二选一，但如果在“在数据中搜索”和“在列名中搜索”中都输入了正则
表达式，搜索条件将被解释为逻辑“或”
。

步骤 6 在“关联合规组”中，用户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通过单击“关联合规组”下的合规组名称，将自定义模式添加到预定义或自定义
的合规组。



通过在“关联合规组”中键入新的名称来创建自定义合规组。

步骤 7 单击“保存”。
要临时禁用正则表达式模式，请勾选“禁用正则表达式”
，并单击“保存”
。

----结束

64

配置数据库活动监控策略

6

配置数据库活动监控策略

6.1 数据库活动监控策略简介
HexaTier 提供了“数据库活动监控”
（也称之为“数据库审计”
）能力，它以精细化的
方式展现给用户，用户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选择审计范围。
HexaTier 向 IT 人员和安全管理员提供数据库的所有查询信息，例如提取、修改和删除
数据库数据，更改数据库配置和系统设置等。
HexaTier 的“高级活动监控”功能，原始数据和更改过的数据会以红色显示，以便快
速比对数据的变动，并显示修改事件的详细信息（如源 IP 地址、用户、应用名称、受
影响的行、修改时间等更多信息）。
要使用数据库活动监控功能，用户必须配置日志存储位置。

6.2 创建或编辑活动监控规则
通过自定义基于管理、表、存储过程、登录事件等类型的监控规则，可分析数据库活
动，并对未授权的活动进行监控和告警。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创建或编辑活动监控规则。
用户可以创建四种类型的活动监控规则：


管理：Schema 配置和系统设置更改的活动监控。



基于表：表中数据增删改查的活动监控。



基于存储过程：数据库存储过程的活动监控。



登录事件：用户登录或注销，以及数据库切换的活动监控。

前提条件
用户已配置日志存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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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监控”。
步骤 2 在导航树，选择“策略”。
步骤 3 根据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创建新的活动监控规则
在命令栏上，单击“新建”
。



编辑已有的活动监控规则
找到所要编辑的规则，并在该行末尾单击

（编辑）
。

步骤 4 在“类型”下拉框中选择监控类型，并根据下表的说明进行相应配置：
表6-1 活动监控规则参数：管理
参数名称

说明

数据库

该规则要审计的数据库。
如果选择所有数据库，则需要指定数据库代理，用户可以选
择所有代理或者特定代理。

代理

该规则要关联的代理。

名称

该监控策略的名称。

源 IP 地址

该规则要审计的源 IP，可以是特定 IP 地址、IP 范围或者 IP
地址组。

数据库用户

该规则要审计的数据库用户，可以是特定用户，也可以是用
户组。

活动目录用户

该规则要审计的活动目录用户，可以是特定活动目录用户，
也可以是用户组。
说明
只有配置了活动目录之后，该参数才会显示，配置活动目录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 8.5.1 活动目录简介。

应用名称

该规则要审计的应用，可以指定特定应用名称，也可以指定
应用组。

告警（SMTP）

当该规则定义的事件发生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告警。
要使用该选项，请确保告警已正确配置，且已启用。关于告
警配置，请参见 8.2.1 告警信息简介。

禁用规则

勾选复选框可以禁用该规则。

高级活动监控

对敏感管理操作执行更详细的审计。

管理活动监控组

用户可以通过选项，将审计范围缩小到指定的管理操作。

66

配置数据库活动监控策略

表6-2 活动监控规则参数：基于表
参数名称

说明

数据库

该规则要审计的数据库。
如果选择所有数据库，则需要指定数据库代理，用户可以选
择所有代理或者特定代理。

代理

该规则要关联的代理。

名称

该监控策略的名称。

源 IP 地址

该规则要审计的源 IP，可以是特定 IP、IP 范围或者 IP 地址
组。

数据库用户

该规则要审计的数据库用户，可以是特定用户，也可以是用
户组。

活动目录用户

该规则要审计的活动目录用户，可以是特定活动目录用户，
也可以是用户组。
说明
只有配置了活动目录之后，该参数才会显示，配置活动目录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 8.5.1 活动目录简介。

应用名称

该规则要审计的应用，可以指定特定应用名称，也可以指定
应用组。

告警（SMTP）

当该规则定义的事件发生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告警。
要使用该选项，请确保告警已正确配置，且已启用。关于告
警配置，请参见 8.2.1 告警信息简介。

禁用规则

勾选复选框可以禁用该规则。

高级活动监控

对敏感的表和列执行更详细的审计。

受监控动作

选择对查看、修改和删除事件的任意组合执行活动监控。
可通过下拉框选择数据库的特定表或列来缩小审计范围，或
者如果需要，可以通过单击“新建”添加新的表和列。

选择表/列

通过此选项，用户可以选择要审计的表/列，可以是特定表/
列，也可以是所有表/列。用户也可以单击“新建”来选择
新的表/列对象。

表6-3 活动监控规则参数：基于存储过程
参数名称

说明

数据库

该规则要审计的数据库。
如果选择所有数据库，则需要指定数据库代理，用户可以选
择所有代理或者特定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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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说明

代理

该规则要关联的代理。

名称

该监控策略的名称。

源 IP 地址

该规则要审计的源 IP，可以是特定 IP、IP 范围或者 IP 地址
组。

数据库用户

该规则要审计的数据库用户，可以是特定用户，也可以是用
户组。

活动目录用户

该规则要审计的活动目录用户，可以是特定活动目录用户，
也可以是用户组。
说明
只有配置了活动目录之后，该参数才会显示，配置活动目录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 8.5.1 活动目录简介。

应用名称

该规则要审计的应用，可以指定特定应用名称，也可以指定
应用组。

告警（SMTP）

当该规则定义的事件发生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告警。
要使用该选项，请确保告警已正确配置，且已启用。关于告
警配置，请参见 8.2.1 告警信息简介。

禁用规则

勾选复选框可以禁用该规则。

过程选择

通过此选项，用户可以选择要审计的过程，可以是特定过
程，也可以是所有过程。
用户也可以单击“新建”来选择新的存储过程对象，并单击
“更多”来添加多个存储过程。

表6-4 活动监控规则参数：登录事件
参数名称

说明

代理

该规则要使用的代理。

名称

该监控策略的名称。

源 IP 地址

该规则要审计的源 IP，可以是特定 IP、IP 范围或 IP 地址
组。

告警（SMTP）

当该规则定义的事件发生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告警。
要使用该选项，请确保告警已正确配置，且已启用。关于告
警配置，请参见 8.2.1 告警信息简介。

禁用规则

勾选复选框可以禁用该规则。

受监控动作

受监控的用户操作，包括：


登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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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说明


登录失败



退出



数据库切换

步骤 5 单击“创建”或“更新”。
----结束

6.3 可审计的对象和命令
本节描述了 HexaTier 可审计的对象和命令。审计支持的数据库类型包含 MySQL、MSSQL 和 PostgreSQL。

MySQL
对象/命令

CREATE

DROP

ALTER

GRANT

REVOKE

USER

√

√

√

√

√

PLUGIN、SERVER、
EVENT、INDEX、
TRIGGER、
FUNCTION、
PROCEDURE、
DATABASE、VIEW、
TABLE

√

√

√

-

-

除上述之外，敏感表或列还会审计：INSERT、UPDATE、DELETE、TRUNCATE 和 SELECT
（只有在 HexaTier 管理控制台中的数据库设置中进行了配置，才会对敏感表或列的 SELECT 命令
进行审计）
。

MS-SQL
对象/命令

CREAT
E

DROP

ALTER

LOG SHIPPING MONITOR、 TYPE、
EXTENDED PROCEDURE、 SPECIAL INDEX、
RENAME OBJECT*、 SYSTEM
CONFIGURATION、 STATISTICS、 LOG
SHIPPING SECONDARY、 LOG SHIPPING
PRIMARY、 FUNCTION、 SIGNATURE、
DATABASE MASTER KEY、 SERVICES MASTE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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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命令

CREAT
E

DROP

ALTER

KEY、 LINKED SERVER、 OPERATOR、
ALERT、 CATEGORY、 SCHEDULE、 JOB、
MESSAGE、 ASSEMBLY、 PROCEDURE、
TABLE、 USER、 DATABASE、 INDEX、
BACKUP DEVICE、 VIEW、 PARTITION
FUNCTION、 PARTITION SCHEMA、
SCHEMA、 SERVER AUDIT、 SERVER AUDIT
SPECIFICATION、 CERTIFICATE、
CREDENTIAL、 SYMMETRIC KEY、
ASYMMETRIC KEY、 APPLICATION ROLE、
DATABASE ROLE、 REMOTE LOGIN、 LOGIN、
FULLTEXT CATALOG、 FULLTEXT INDEX、
TRIGGER、 SEQUENCE

除上述之外，敏感表或列还会审计：INSERT、UPDATE、DELETE、TRUNCATE 和 SELECT
（管理控制台中的数据库设置中进行了配置，才会对敏感表或列的 SELECT 命令进行审计）
。

PostgreSQL
对象/命令

CREAT
E

DROP

ALTER

USER、ROLE、AGGREGATE、DB、EVENT、
FULLTEXCATALOG、FUNCTION、GROUP、
INDEX、DROP、PLUGIN、POLICY、RULE、
SCHEMA、SEQUENCE、SERVER、
SQL_OPERATOR、TABLE、TABLESPACE、
TRIGGER、DROP 、TYPE、VIEW

√

√

√

可审计下列对象和命令：


用户：授权、撤销



表：分析、批量插入、截断



事务：开始、回滚、提交



变量：显示
除上述之外，敏感表或列还会审计：INSERT、UPDATE、DELETE、TRUNCATE 和 SELECT
（只有在 HexaTier 管理控制台中的数据库设置中进行了配置，才会对敏感表或列的 SELECT 命令
进行审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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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查看活动监控事件日志
通过监控事件日志列表，可以查看数据库活动的详细信息。监控事件日志远程保存，
满足用户的审计合规要求。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查看活动监控事件。
MySQL 协议不支持应用名称，因此，监控日志不显示对于 MySQL 数据库的应用名称。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监控”。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监控日志”。
工作区中显示事件日志的基本信息。
步骤 3 单击事件日志，可以查看该事件更多详细信息。
如果在相关规则中勾选了“高级活动监控”
，则根据设置的规则显示“更改的记录”窗口。

----结束

6.5 删除活动监控规则
当用户不需要监控某个活动时，可以删除该活动监控规则。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删除活动监控规则。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监控”。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策略”。
步骤 3 在待删除的活动规则末尾，单击

，可以删除该活动监看规则。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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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动态数据脱敏策略

7.1 动态数据脱敏策略简介
HexaTier 提供配置数据脱敏规则和查看脱敏事件日志的功能。用户可以设置脱敏规则
来对指定数据库表/列的外部查询进行脱敏，确保敏感信息不被泄露，并将脱敏事件信
息保存在脱敏日志中，供用户查看。
HexaTier 的数据脱敏功能可以对未授权用户进行敏感信息脱敏，如信用卡号、电子邮
件地址和许可信息等。
HexaTier 提供实时数据脱敏功能，并确保数据库用户敏感信息不被泄露。
启用数据脱敏，不需要更改数据库或应用中的任何内容，只需在 HexaTier 中设置相应
的策略。
用户可以设置规则针对特定表列和来自特定源 IP 地址、用户和应用的查询进行脱敏。

7.2 创建或编辑数据脱敏规则
在创建数据脱敏规则后，在未授权用户、IP 地址和应用访问数据库时，可以对指定数
据库中的表/列进行敏感信息脱敏。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创建或编辑数据脱敏规则。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脱敏”。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策略”。
步骤 3 根据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创建新的数据脱敏规则
在命令栏上，单击“新建”
。



编辑已有的数据脱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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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所要编辑的规则，然后单击该行末尾的

（编辑）
。

步骤 4 根据需要设置相关参数，然后单击“创建”或“更新”。
表7-1 数据脱敏参数
参数名称

说明

数据库

确定此规则脱敏哪些数据库。

名称

该脱敏策略的名称。

源 IP 地址

通过设置该参数，用户可以将规则应用于来自任何 IP 的查询，
或仅应用于来自特定 IP 地址、IP 范围或 IP 地址组的查询。

数据库用户

通过设置该参数，用户可以将规则应用于来自任何数据库用户的
查询，或仅应用于特定用户或用户组的查询。

活动目录用户

通过设置该参数，用户可以将规则应用于来自任何活动目录用户
的查询，或仅用于特定活动目录用户或用户组的查询。
说明
只有配置了活动目录之后，该参数才会显示，配置活动目录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 8.5.1 活动目录简介。

应用名称

通过设置该参数，用户可以将规则应用于来自任何应用的查询，
或者来自特定应用或应用组的查询。

告警（SMTP）

当该规则定义的事件发生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告警。
要使用该选项，请确保告警已正确配置，且已启用。关于告警配
置，请参见 8.2.1 告警信息简介。

禁用规则

勾选复选框可以禁用该规则。

表字段

此规则脱敏的字段。如果需要，可以通过单击“新建”使用新列
向导添加新列。
说明
只有当用户在承载此数据库的数据库服务器中输入凭证时，才能选择
列。

脱敏方式

根据所选列类型确定应用的数据脱敏类型：


脱敏所有：所有数据都被脱敏。



空：以空字符串返回。



信用卡脱敏：显示信用卡的最后四位数字，其他字符被脱
敏。



显示随机数：显示随机数而不是原始数据。



全邮箱脱敏：电子邮件地址的用户名和域都被脱敏。例如：
‘abcdefg@company.com’转换为
‘XXXXXXX@XXXXXXX.com’。



隐藏所有数字：脱敏字符串中的所有数字。例如：邮政编码
中的所有数字都被脱敏如下：‘123456’转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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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说明
‘******’。
固定字符串：用‘CONFIDENTIAL’替换列中的所有值。



说明

应用于所有数据
库
替代字符



如果用户定义了两种或更多类型的列，则只能选择“脱敏所有”。



如果启用数据脱敏，则用户需要在每个受保护的数据库上创建脱敏函
数。

选中该复选框后，在同一代理中，即使表和字段存在于不同的数
据库，该策略也将应用于相同的对象。
如果在“脱敏方式”中选择了“脱敏所有”、“信用卡脱敏”或
“全邮箱脱敏”，则用户可以选择对脱敏字符的替代字符。

条件

针对列中满足定义条件的数据进行脱敏。

日志记录

确定是否记录数据脱敏事件。

----结束

相关说明
根据列类型可选择不同的数据脱敏行为（具体行为描述参见上表中的行为）
：
表7-2 脱敏方式
列类型

脱敏方式

字符串

脱敏所有、空、信用卡脱敏、全邮箱脱敏、隐藏所有数字和固
定字符串

日期

脱敏所有

数字

脱敏所有、显示随机数

根据列类型可选择的数据脱敏条件运算符：
表7-3 条件状态运算符
列类型

脱敏状态运算符

数字

等于、不等于、大于、小于、大于或等于、小于或等于

其他类型

等于、不等于、包含、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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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查看数据脱敏事件日志
通过脱敏事件日志列表，可以查看数据脱敏事件。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脱敏”。
步骤 2 在命令栏上，选择“脱敏日志”。
工作区中显示事件日志的基本信息。
步骤 3 单击事件日志，可以查看该事件更多详细信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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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xaTier 相关配置

8.1 配置策略对象
8.1.1 策略对象简介
对象是策略规则的主要组成部分，HexaTier 支持单一对象或者对象组的管理。对象可
以在创建策略规则时使用。
对象包括：


IP 地址管理：包含 IP 地址、IP 范围和 IP 地址组，应用于创建数据库安全策略、
数据库活动监控策略和动态数据脱敏策略。



数据库用户：包含数据库用户和数据库用户组，应用于创建数据库安全策略、数
据库活动监控策略和动态数据脱敏策略。



应用：包含应用名称和应用组，应用于创建数据库安全策略、数据库活动监控策
略和动态数据脱敏策略。



计划：包含单次计划、周期性计划和计划组，应用于创建数据库安全策略。



表：包含单表和表集合，应用于创建基于表的数据库防火墙策略。



存储过程：包含存储过程和存储过程组，应用于创建基于存储过程的数据库防火
墙策略。
配置了 LDAP 集成模式之后，用户可以创建活动目录用户，配置 LDAP 集成模式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 8.5.2 配置 LDAP 模式。

同类型对象也可以合并为对象组。创建的每个对象都可以关联特定的数据库类型、代
理或数据库（或它们的组合），所创建的对象将仅在特定配置中显示。
创建或编辑策略对象，仅为了方便配置相应的策略规则，而不会改变数据库中的任何
信息。

8.1.2 配置 IP 地址对象
HexaTier 支持将外部访问的 IP 地址设置为对象。用户可以在创建策略规则时，将规则
应用于创建的 IP 地址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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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创建或编辑 IP 地址对象。
用户也可以创建 IP 地址组将多个 IP 地址对象合并为一个。
计划对象包括：


IP 地址



IP 范围



IP 地址组

操作过程
步骤 1 在主菜单上，单击“资源”。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对象定义 > IP 地址管理”。
步骤 3 根据要创建的对象，在导航树上继续选择：


IP 地址



IP 范围



IP 地址组

步骤 4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创建新的对象
在命令栏上，单击“新建”
。



编辑已有的对象
找到要编辑的对象，然后单击该行末尾的

（编辑）
。

步骤 5 在工作区，设置以下参数：
参数类型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通用参数

名称

该策略对象的名称。
在设置相应的策略规则时，用户可以选择应用策略规
则的对象。

颜色

在对象列表中，该对象名称将以用户选定的颜色来显
示。

数据库类型

关联该对象的数据库类型，用户也可以不设置，关联
所有数据库类型。
选择了数据库类型之后，该对象只会在配置相应数据
库类型的策略规则时可选。

代理

关联该 IP 地址对象的代理，用户也可以不设置，关联
所有代理。
选择了代理之后，该对象只会在配置相应代理的策略
规则时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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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类型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数据库

关联该 IP 地址对象的数据库，用户也可以不设置，关
联所有数据库。
选择了数据库之后，该对象只会在配置相应数据库的
策略规则时可选。

IP 地址

IP 地址

输入 IP 地址。

子网掩码

使用下拉框设置子网掩码。
子网掩码默认值为“255.255.255.255”。

IP 范围

IP 地址组

起始 IP 地址

输入 IP 范围的起始 IP 地址。

结束 IP 地址

输入 IP 范围的结束 IP 地址。

可用成员

根据数据库类型、代理、数据库筛选的条件，显示可
以添加到对象组的对象名称。
在“可用成员”列表中，双击要包含在组中的对象
（或选中，然后单击“添加”），将其添加到“当前成
员”列表中。

当前成员

显示已经添加到该对象组的对象名称。
在“当前成员”列表中，双击要移除的对象（或选
中，然后单击“移除”），将其从“当前成员”列表
中删除。

步骤 6 单击“创建”或“更新”。
----结束

8.1.3 配置数据库用户对象
在 HexaTier 控制台中，仅列出数据库用户列表，而不能创建或编辑数据库用户，用户
仅可以创建或编辑数据库用户组。用户可以在创建策略规则时，将规则应用于创建的
数据库用户对象。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创建或编辑数据库用户对象。
用户也可以创建数据库用户组将多个数据库用户对象合并为一个。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主菜单上，单击“资源”。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对象定义 > 数据库用户 > 数据库用户组”。
步骤 3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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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的对象
在命令栏上，单击“新建”
。



编辑已有的对象
找到要编辑的对象，然后单击该行末尾的

（编辑）
。

步骤 4 在工作区，设置以下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名称

该策略对象的名称。
在设置相应的策略规则时，用户可以选择应用策略规则的对象。

颜色

在对象列表中，该对象名称将以用户选定的颜色来显示。

数据库类型

关联该对象的数据库类型，用户也可以不设置，关联所有数据库
类型。
选择了数据库类型之后，该对象只会在配置相应数据库类型的策
略规则时可选。

代理

关联该对象的代理，用户也可以不设置，关联所有代理。
选择了代理之后，该对象只会在配置相应代理的策略规则时可
选。

数据库

关联该对象的数据库，用户也可以不设置，关联所有数据库。
选择了数据库之后，该对象只会在配置相应数据库的策略规则时
可选。

可用成员

根据数据库类型、代理、数据库筛选的条件，显示可以添加到对
象组的对象名称。
在“可用成员”列表中，双击要包含在组中的对象（或选中，然
后单击“添加”），将其添加到“当前成员”列表中。

当前成员

显示已经添加到该对象组的对象名称。
在“当前成员”列表中，双击要移除的对象（或选中，然后单击
“移除”），将其从“当前成员”列表中删除。

步骤 5 单击“创建”或“更新”。
----结束

8.1.4 配置应用对象
HexaTier 支持将访问的应用设置为对象。用户可以在创建策略规则时，将规则应用于
创建的应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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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创建或编辑连接到 HexaTier 的应用对象。
用户也可以创建应用组将多个应用对象合并为一个。
用户不能创建基于 MySQL 数据库的应用名称对象。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主菜单上，单击“资源”。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对象定义 > 应用”。
步骤 3 根据要创建的对象，在导航树上继续选择：


应用名称



应用组

步骤 4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创建新的对象
在命令栏上，单击“新建”
。



编辑已有的对象
找到要编辑的对象，然后单击该行末尾的

（编辑）
。

步骤 5 在工作区，设置以下参数：
参数类型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通用参数

名称

该策略对象的名称。
在设置相应的策略规则时，用户可以选择应用策略规
则的对象。

颜色

在对象列表中，该对象名称将以用户选定的颜色来显
示。

数据库类型

关联该对象的数据库类型，用户也可以不设置，关联
所有数据库类型。
选择了数据库类型之后，该对象只会在配置相应数据
库类型的策略规则时可选。

代理

关联该对象的代理，用户也可以不设置，关联所有代
理。
选择了代理之后，该对象只会在配置相应代理的策略
规则时可选。

数据库

关联该对象的数据库，用户也可以不设置，关联所有
数据库。
选择了数据库之后，该对象只会在配置相应数据库的

80

HexaTier 相关配置

参数类型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策略规则时可选。

应用组

可用成员

根据数据库类型、代理、数据库筛选的条件，显示可
以添加到对象组的对象名称。
在“可用成员”列表中，双击要包含在组中的对象
（或选中，然后单击“添加”），将其添加到“当前成
员”列表中。

当前成员

显示已经添加到该对象组的对象名称。
在“当前成员”列表中，双击要移除的对象（或选
中，然后单击“移除”），将其从“当前成员”列表
中删除。

步骤 6 单击“创建”或“更新”。
----结束

8.1.5 配置计划对象
计划在创建防火墙策略时应用，定义了何时启用防火墙策略。用户可以在创建策略规
则时，将规则应用于创建的计划对象。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创建或编辑计划对象。
用户也可以创建计划组将多个计划对象合并为一个。
计划对象包括：


单次计划



周期性计划



计划组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主菜单上，单击“资源”。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对象定义 > 计划”。
步骤 3 根据要创建的对象，在导航树上继续选择：


单次计划



周期性计划



计划组

步骤 4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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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的对象
在命令栏上，单击“新建”
。



编辑已有的对象
找到要编辑的对象，然后单击该行末尾的

（编辑）
。

步骤 5 在工作区，设置以下参数：
参数类型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通用参数

名称

该策略对象的名称。
在设置相应的策略规则时，用户可以选择应用策略规
则的对象。

颜色

在对象列表中，该对象名称将以用户选定的颜色来显
示。

数据库类型

关联该对象的数据库类型，用户也可以不设置，关联
所有数据库类型。
选择了数据库类型之后，该对象只会在配置相应数据
库类型的策略规则时可选。

代理

关联该对象的代理，用户也可以不设置，关联所有代
理。
选择了代理之后，该对象只会在配置相应代理的策略
规则时可选。

数据库

关联该对象的数据库，用户也可以不设置，关联所有
数据库。
选择了数据库之后，该对象只会在配置相应数据库的
策略规则时可选。

单次计划

周期性计划

起始日期

该单次计划的起始日期。

起始时间

该单次计划的起始时间。

结束日期

该单次计划的结束日期。

结束时间

该单次计划的结束时间。

周

该周期性计划的生效日期。
用户可以选择每周的某一天或某些天来作为该周期性
计划的生效日期。

计划组

起始时间

该周期性计划的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该周期性计划的结束时间。

可用成员

根据数据库类型、代理、数据库筛选的条件，显示可
以添加到对象组的对象名称。
在“可用成员”列表中，双击要包含在组中的对象
（或选中，然后单击“添加”），将其添加到“当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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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类型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员”列表中。

当前成员

显示已经添加到该对象组的对象名称。
在“当前成员”列表中，双击要移除的对象（或选
中，然后单击“移除”），将其从“当前成员”列表
中删除。

步骤 6 单击“创建”或“更新”。
----结束

8.1.6 配置表对象
HexaTier 支持将数据库中的表设置为对象。用户可以在创建策略规则时，将规则应用
于创建的表对象。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创建或编辑对象表对象。
用户也可以创建表集合将多个表对象合并为一个。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主菜单上，单击“资源”。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对象定义 > 表”。
步骤 3 根据要创建的对象，在导航树上继续选择：


单表



表集合

步骤 4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创建新的对象
在命令栏上，单击“新建”
。



编辑已有的对象
找到要编辑的对象，然后单击该行末尾的

（编辑）
。

步骤 5 在工作区，设置以下参数：
参数类型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通用参数

名称

该策略对象的名称。
在设置相应的策略规则时，用户可以选择应用策略规
则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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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类型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颜色

在对象列表中，该对象名称将以用户选定的颜色来显
示。

数据库类型

关联该对象的数据库类型，用户也可以不设置，关联
所有数据库类型。
选择了数据库类型之后，该对象只会在配置相应数据
库类型的策略规则时可选。

代理

关联该对象的代理，用户也可以不设置，关联所有代
理。
选择了代理之后，该对象只会在配置相应代理的策略
规则时可选。

数据库

关联该对象的数据库，用户也可以不设置，关联所有
数据库。
选择了数据库之后，该对象只会在配置相应数据库的
策略规则时可选。

单表

名称

通过单击“浏览”来设置单表的名称。

表集合

名称

该对象组的名称。
在设置相应的策略规则时，用户可以选择应用策略规
则的表集合。

可用成员

根据数据库类型、代理、数据库筛选的条件，显示可
以添加到对象组的对象名称。
在“可用成员”列表中，双击要包含在组中的对象
（或选中，然后单击“添加”），将其添加到“当前成
员”列表中。

当前成员

显示已经添加到该对象组的对象名称。
在“当前成员”列表中，双击要移除的对象（或选
中，然后单击“移除”），将其从“当前成员”列表
中删除。

步骤 6 单击“创建”或“更新”。
----结束

8.1.7 配置存储过程对象
HexaTier 支持将数据库中的存储过程设置为对象。用户可以在创建策略规则时，将规
则应用于创建的存储过程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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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创建或编辑存储过程。
用户也可以创建存储过程组将多个存储过程对象合并为一个。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主菜单上，单击“资源”。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对象定义 > 存储过程”。
步骤 3 根据要创建的对象，在导航树上继续选择：


存储过程



存储过程组

步骤 4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创建新的对象
在命令栏上，单击“新建”
。



编辑已有的对象
找到要编辑的对象，然后单击该行末尾的

（编辑）
。

步骤 5 在工作区，设置以下参数：
参数类型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通用参数

名称

该策略对象的名称。
在设置相应的策略规则时，用户可以选择应用策略规
则的对象。

颜色

在对象列表中，该对象名称将以用户选定的颜色来显
示。

数据库类型

关联该对象的数据库类型，用户也可以不设置，关联
所有数据库类型。
选择了数据库类型之后，该对象只会在配置相应数据
库类型的策略规则时可选。

代理

关联该对象的代理，用户也可以不设置，关联所有代
理。
选择了代理之后，该对象只会在配置相应代理的策略
规则时可选。

数据库

关联该对象的数据库，用户也可以不设置，关联所有
数据库。
选择了数据库之后，该对象只会在配置相应数据库的
策略规则时可选。

存储过程

名称

通过单击“浏览”来设置存储过程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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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类型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存储过程组

名称

该对象组的名称。
在设置相应的策略规则时，用户可以选择应用策略规
则的表集合。

可用成员

根据数据库类型、代理、数据库筛选的条件，显示可
以添加到对象组的对象名称。
在“可用成员”列表中，双击要包含在组中的对象
（或选中，然后单击“添加”），将其添加到“当前成
员”列表中。

当前成员

显示已经添加到该对象组的对象名称。
在“当前成员”列表中，双击要移除的对象（或选
中，然后单击“移除”），将其从“当前成员”列表
中删除。

步骤 6 单击“创建”或“更新”。
----结束

8.2 配置告警信息
8.2.1 告警信息简介
介绍了配置告警、配置接收告警的联系人、发送告警邮件的 SMTP 服务器等内容。告
警信息在创建策略时可被应用，系统会根据配置信息将告警信息发送至相关责任人。
HexaTier 告警功能允许向联系人发送相关事件类型的告警邮件。
要向联系人发送告警，必须配置 SMTP 服务器。
用户可以为每一个规则启用或禁用告警功能。

8.2.2 创建或编辑告警
创建不同类型的告警，在创建安全、脱敏和监控等策略时，可将告警应用于相应的策
略。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创建或编辑告警。
告警类型如下：
表8-1 告警类型
告警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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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类型

说明

系统

HexaTier 系统日志，如登录到管理控制台、规则的创建或删除等。

流量

数据库防火墙规则的查询结果。

入侵

通过 IPS 或 IDS 机制检测到的所有查询。入侵攻击每分钟可以生成数
千个告警。如果“告警间隔”设置不合理，联系人邮箱可能会被数千
封告警邮件阻塞，不仅如此，告警邮件发送者可能还会被视为垃圾邮
件散布者。

监控

通过 HexaTier 代理并且未被阻止的查询。

脱敏

通过 HexaTier 代理并与数据脱敏规则相匹配的查询。

前提条件
用户已配置告警联系人和 SMTP 服务器。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系统”。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告警”。
步骤 3 根据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创建新的告警
在命令栏上，单击“新建”
。



编辑已有告警
找到要编辑的告警，然后单击该行末尾的

（编辑）
。

步骤 4 根据需要设置参数，然后单击“创建”或“更新”。
表8-2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说明

告警名称

告警的名称。

告警间隔

决定发送告警到所选联系人的频率。

告警类型

用户可以启用对应类型的告警。

Verbose

告警中包含 SQL 文本。

Email 联系人

接收告警的联系人。

----结束

87

HexaTier 相关配置

8.2.3 配置联系人
要发送告警，必须设置接收告警的联系人。联系人的详细信息包括联系人的姓名和电
子邮箱地址。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配置联系人。
同一个电子邮箱地址只能创建一个联系人。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系统”。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告警 > 联系人”。
步骤 3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创建新的联系人
在命令栏上，单击“新建”
。



编辑已有联系人
找到要编辑的联系人，然后单击该行末尾的

（编辑）
。

步骤 4 定义联系人的详细信息，包括“昵称”、“Email 地址”、“名”和“姓”。
步骤 5 单击“创建”或“更新”。
----结束

8.2.4 配置 SMTP 服务器
SMTP 服务器用于发送告警邮件。要发送告警，必须配置 SMTP 服务器。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配置 SMTP 服务器。
用户可以创建多个 SMTP 服务器，并配置主备 SMTP 服务器，以在主 SMTP 服务器无
法访问时，自动切换到备 SMTP 服务器来发送告警邮件。配置主备 SMTP 服务器，请
参见 8.7.3 设置系统配置。
配置 SMTP 服务器时，默认采用 SSL 连接。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系统”。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告警 > SMT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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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根据需要执行下列操作：


创建新的 SMTP 服务器
在命令栏上，单击“新建”
。



编辑已有的 SMTP 服务器
找到要编辑的 SMTP 服务器，然后单击该行末尾的

（编辑）。

步骤 4 配置 SMTP 服务器详细信息和告警邮件的发件信息，如下表：
表8-3 SMTP 服务器参数
参数名称

说明

SMTP 服务器名称

SMTP 服务器的名称。

SMTP 服务器地址

SM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SMTP 服务器端口

SMTP 服务器的传出 TCP/IP 端口。端口缺省值为“25”，
用户可以根据情况对其进行修改。

用户名

连接 SMTP 服务器的用户名。

密码

连接 SMTP 服务器的密码。

发出邮箱

发送告警的电子邮箱。

发出名

告警发送者的名称。

步骤 5 单击“测试服务器”。
验证 SMTP 服务器设置。
步骤 6 单击“创建”或“更新”。
请确保在“系统 > 配置 > 系统配置”下，
“对象关联”设置为“已启用”
。

----结束

8.3 配置 SSL 安全
8.3.1 SSL 安全设置简介
用户可以分别配置入方向（客户端到反向代理）和出方向（反向代理到受保护的数据
库）通信的 SSL 安全性。保证数据通信的安全。
SSL 安全设置包括：


协议版本
−

TL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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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S 1.1

−

TLS 1.0

−

SSL 3.0

−

SSL 2.0

密码级别
−

高：最高级别的安全，而非向后兼容。

−

中：中级安全和部分向后兼容。

−

向后兼容：最低级别的安全和向后兼容。



阻止未加密的连接：HexaTier 将加密受保护数据库的所有通信，否则通信将中
止。



在 HexaTier 中维护的证书包括下列格式：
−

Standard PEM

−

PFX/PKCS#12

−

DER/Binary

8.3.2 设置入方向 SSL 安全
该任务指导用户设置入方向 SSL 安全，来保护客户端和 HexaTier 之间的通信。用户可
以设置最低协议版本、加密算法的密码级套件以及阻止客户端与 HexaTier 未加密的连
接。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系统”。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SSL > 入方向 > 安全等级”。
步骤 3 在工作区中，根据需要设置参数，然后单击“更新”。
表8-4 SSL 入方向安全参数
选项

描述

协议版本

要求的最低协议，包括：

密码级别

阻止未加密的连接



TLS 1.2



TLS 1.1



TLS 1.0



SSL 3.0



SSL 2.0

要求的最低加密算法套件。密码级别包括：


高：最高级别的安全，非向后兼容。



中：中级安全和部分向后兼容。



向后兼容：最低级别的安全和向后兼容。

通过勾选该参数，可以要求新的受保护数据库使用 SSL。

90

HexaTier 相关配置

----结束

8.3.3 上传入方向证书
用户可以在客户端和 HexaTier 之间，通过上传和下载 SSL 加密的可信证书及加密密
钥，建立安全的通信连接。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上传并管理入方向证书。
用户还可以验证证书强度，证书强度验证包括下列内容：


公钥算法使用 RSA。



用给定的密码字段加密私钥。



导入时证书处于有效期内。



证书链有效。



签名哈希不是 SHA-1 哈希。



证书不是 HexaTier 中已经存在的。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系统”。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SSL > 入方向 > 证书”。
步骤 3 单击“添加”。
工作区中显示“上传证书”页面。
步骤 4 在“选择格式”下拉框选择格式，并执行以下操作：






Standard PEM
a.

粘贴“证书”。

b.

粘贴“CA 链”。

c.

粘贴“私钥”。

d.

输入“通行短语”。

PFX/ PKCS＃12
a.

单击“选择文件”，并选择所需的文件。

b.

输入“通行短语”。

DER/Binary
a.

在“证书”项中，单击“选择文件”，并选择所需的证书文件。

b.

在“CA 链”项中，单击“选择文件”，选择 CA 链文件。

c.

在“私钥”项中，单击“选择文件”，选择私钥文件。

d.

输入“通行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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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可选）选择“检查证书强度”。
步骤 6 单击“上传”完成证书上传。
证书将出现在证书列表中。
----结束

查看并下载证书


在证书列表中，找到所要查看的证书并单击



在证书列表中，找到所需证书，单击

。界面中显示证书摘要。

下载证书文件。

8.3.4 出方向 SSL 安全加密设置
该任务指导用户设置出方向 SSL 安全加密。为 HexaTier 与不同数据库类型的通信设置
协议版本、加密算法的密码级套件以及阻止未加密的连接。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系统”。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SSL > 出方向 > 安全等级”。
步骤 3 在“组件类型”所需的加密级别中，单击

。

显示组件类型 SSL 安全等级页面。
步骤 4 在工作区中，根据需要设置下列参数，然后单击“更新”。
参数名称

说明

协议版本

要求的最低协议，包括：

密码级别

阻止未加密的连
接





TLS 1.2



TLS 1.1



TLS 1.0



SSL 3.0



SSL 2.0

要求的最低加密算法套件。密码级别包括：


高：最高级别的安全，非向后兼容。



中：中级安全和部分向后兼容。



向后兼容：最低级别的安全和向后兼容。

通过勾选该参数，可以要求新的受保护数据库使用 SSL。

TLS 1.0 只是为了兼容 MySQL，存在安全隐患，请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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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DDM 不支持 SSL 连接，因此，HexaTier 与 DDM 之间的连接为非加密连接。

----结束

删除 SSL 安全例外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系统”。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SSL > 出方向 > 安全等级”。
步骤 3 在例外列表中，找到所需的例外，单击

删除例外。

----结束

8.3.5 管理出方向证书
该任务指导用户管理出方向证书。在受保护的数据库和 HexaTier 之间，通过添加 SSL
加密的受信任证书，来设置实例连接。

添加新证书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系统”。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SSL > 出方向 > 证书”。
步骤 3 单击“添加”。
在工作区中显示“上传出方向 SSL 证书”面板。
步骤 4 在“标准 PEM 格式”的“CA 链”中，粘贴证书正文。
步骤 5 单击“上传”。
证书上传后将出现在证书列表中。
----结束

查看证书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系统”。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SSL > 出方向 > 证书”。
步骤 3 在证书列表中，找到所需证书并单击

。显示证书摘要。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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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定制和生成报告
8.4.1 报告简介
用户可以通过内置报告或创建自定义报告来生成所需报告，查看数据库活动的统计信
息。
HexaTier 提供以下内置报告：






检测报告
−

TOP 入侵者 IP 地址

−

TOP 阻止的查询

−

TOP 阻止的用户

−

TOP 阻止的应用

−

TOP 登录失败源 IP 地址

管理报告
−

用户设置

−

用户访问权限

−

非活跃数据库用户

−

密码永不过期的数据库用户

−

超过 90 天未更改密码的数据库用户

−

拥有管理权限的数据库用户

−

最近的数据库管理员登录

−

最近的数据库管理员操作

−

最近的数据库登录

基础报告
−



数据库总体状态报告

合规报告
−

等级保护三级合规报告

内置报告不能被删除。

8.4.2 创建或编辑报告
用户可以通过内置报告或创建自定义报告来生成所需报告。对于报告类型为专业报告
的内置报告，用户仅可以修改报告中的条目数量。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创建或编辑报告。
对于报告类型为基础报告或合规报告的内置报告，用户可以通过编辑报告，设置周期
性自动生成报告，并发送给设定的联系人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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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用户已配置日志存储位置，请参见 3.4 配置日志存储位置。
在编辑报告类型为基础报告或合规报告的内置报告时，若要将报告发送给特定邮箱，
用户需要配置 SMTP 服务器和联系人，请参见 8.2.1 告警信息简介。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报告”。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管理报告”。
步骤 3 根据需要执行以下选项：


创建新的报告
在命令栏上，单击“新建”
。



编辑已有报告
找到要编辑的报告，然后单击该行末尾的

（编辑）
。

步骤 4 在“报告名称”文本框中输入报告名称，该名称会显示在工作区的列表中。
步骤 5 在“报告类型”下拉框中，选择下列报告类型：
表8-5 报告类型
报告类型名称

说明

活动监控日志

在报告中列出所有活动监控事件日志。

脱敏事件

在报告中列出所有数据脱敏事件日志。

被阻止的查询

在报告中列出被阻止的查询。

允许的查询

在报告中列出被允许的查询。

系统登录事件

在报告中列出对数据库的尝试登录记录。

流量日志

在报告中列出数据库防火墙策略生成的查询事件结果。

入侵日志

在报告中列出识别出并被阻止的 SQL 注入攻击的查询事件结
果。

系统日志

包括 HexaTier 管理系统活动的详细信息，例如管理控制台的
登录和注销、配置更改（代理、数据库、对象和规则的创
建、修改或删除）和 HexaTier 更新。

用户设置

在报告中列出用户设置。

用户访问权限

在报告中列出用户访问权限。

非活跃数据库用户

在报告中列出非活跃状态的数据库用户。

超过 X 天未修改密码
的数据库用户

在报告中列出超过指定天数未更改密码的数据库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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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类型名称

说明

最近的数据库管理员
操作

在报告中列出最近的数据库管理员操作。

步骤 6 设置报告中要包含的条目数量，然后单击“下一步”。
步骤 7 设置报告属性，然后单击“更新”。
表8-6 报告属性参数
参数名称

说明

时间条件

指定报告涵盖的时间范围，用户可选择：


按最近的天数
收集最近 n 天的信息。



按时段
定义报告的起始时间。

源条件

确定事件的来源，根据报告类型，可选条件包括：


任何（不限定源条件）



IP 地址



数据库用户



应用名称

单击“更多”添加多个源条件。当添加了多个源条件时，用户
可以单击对应源条件后面的“移除”按钮来移除该源条件。
目的条件

确定事件的目的条件，根据报告类型，可选条件包括：


任何（不限定目的条件）



数据库



代理

单击“更多”添加多个目的条件。当添加了多个目的条件时，
用户可以单击对应目的条件后面的“移除”按钮来移除该目的
条件。

----结束

8.4.3 生成并查看报告
该任务指导用户生成和查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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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用户已配置日志存储位置，请参见 3.4 配置日志存储位置。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报告”。
步骤 2 在导航树中，选择“管理报告”。
步骤 3 在“管理报告”页面列表中，找到需要生成的报告，然后单击该行末尾的
告）。

（生成报

跳转到“生成的报告”页面。
生成“数据库总体状态报告”和“等级保护三级合规报表”时，用户需要设置时间条件。

步骤 4 单击需要查看的报告，在新标签页中查看该报告的详细信息。
----结束

8.4.4 导出报告
用户可以导出已生成的报告。

前提条件
用户已配置日志存储位置，请参见 3.4 配置日志存储位置。
若要查看导出的 PDF 报告，用户需要已安装 PDF 阅读器。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报告”。
步骤 2 在导航树中，选择“生成的报告”。
步骤 3 在工作区中，找到需要导出的已生成报告，然后单击该行的

（导出）。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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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配置活动目录
8.5.1 活动目录简介
HexaTier 服务可以创建并使用活动目录用户。启用 LDAP 或域集成模式后，用户可以
将 HexaTier 设置为鉴权代理。鉴权代理特性允许用户连接到远离活动目录网络的数据
库实例，同时维护 Windows 域的鉴权机制。
用户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集成模式中的一种来控制用户并维护凭证：
表8-7 集成模式说明
集成模式名称

说明

禁用

HexaTier 服务作为网络的一部分来运行。

LDAP

HexaTier 服务通过 LDAP 服务器认证。

域集成

HexaTier 在作为域的一部分的计算机上运行。

用户也可以在集成模式之间切换。

8.5.2 配置 LDAP 模式
配置 LDAP 集成模式表示 HexaTier 通过 LDAP 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只有在系统中配
置了 LDAP 集成模式之后才能添加活动目录用户。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配置 LDAP 集成模式。
LDAP 默认采用 SSL 连接。

前提条件
必须禁用高可用性模式才能配置 LDAP 集成模式。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资源”。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活动目录”。
步骤 3 在“集成模式”下拉框中选择“LD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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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根据需要设置相关参数：
表8-8 配置 LDAP 模式参数
参数名称

说明

服务器地址

LDAP 服务器地址。

端口

连接 LDAP 服务器的端口。

加密

与 LDAP 服务器的连接加密方式，包含以下三种：


无



LDAPS：HexaTier 通过使用 SSL 的 LDAP 进行身份验证。



STARTTLS：对纯文本通信协议的扩展，将不安全的连接升级
为加密连接。

用户名

连接 LDAP 服务器的用户名。

密码

连接 LDAP 服务器的密码。

步骤 5 单击“测试连接”。
显示状态消息，提示测试连接成功或失败。
步骤 6 测试成功后，单击“更新”。
更新会自动测试与用户设置的连接。出现状态消息，提示连接成功或失败。
----结束

8.5.3 配置域集成模式
配置域集成模式后，HexaTier 将作为域的一部分的计算机上运行，并能在 HexaTier 中
添加活动目录用户。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将活动目录集成配置为域集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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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必须禁用高可用才能配置域集成模式。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资源”。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活动目录”。
步骤 3 在“集成模式”下拉框中选择“域集成”。

步骤 4 根据需要设置相关参数：
表8-9 配置域集成模式参数
参数名称

说明

域设置
地址

LDAP 服务器地址。

端口

连接 LDAP 服务器的端口。

加密

与 LDAP 服务器的连接加密方式，包含以下三种：


无



LDAPS：HexaTier 通过使用 SSL 的 LDAP 进行身份验证。



STARTTLS：对纯文本通信协议的扩展，将不安全的连接升
级到加密连接。

服务用户
新建

新建具有要求的角色和权限的用户。
说明
此选项和“使用已有用户”只能选择一个。

使用已有用户

用户必须存在于给定域，并具有以下角色和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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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说明


密码未到期



委派



SPN 注册和注销



模拟

说明
此选项和“新建”只能选择一个。

服务用户

可使用以下任一格式输入服务用户：


用户名



用户域\用户名



用户名@域

服务用户默认为“HexaTierSvc”。
服务密码

定义的服务用户密码。

计算机名称
计算机名称

加入的计算机名称。

步骤 5 单击“加入”。
HexaTier 会验证设置，并显示管理员凭证提示。
步骤 6 输入特权域用户和密码。
显示成功或失败的提示消息。
步骤 7 按提示重启服务。
连接后 HexaTier 不会保存管理员凭证。

----结束

8.5.4 在集成模式之间切换
该任务指导用户在禁用、LDAP 和域集成三种集成模式之间进行切换。

前提条件
在三种集成模式之间切换，现有策略可能会阻止切换，因此必须在切换模式之前更改
策略。
下表列出了在切换模式之前需要禁用或删除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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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0 切换模式前需进行的操作
原模式

目标模式

切换模式之前禁用或删除的策略

禁用

LDAP

无

禁用

域集成

无

LDAP

域集成

无

LDAP

禁用



依赖



规则中的活动目录对象



鉴权终止



使用 Windows 鉴权的代理和实例



使用 Windows 鉴权的远程日志存储



鉴权终止



高可用模式



使用 Windows 鉴权的代理和实例



使用 Windows 鉴权的远程日志存储



规则中的活动目录对象



鉴权终止



高可用模式

域集成

域集成

LDAP

禁用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资源”。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活动目录”。
步骤 3 在“集成模式”下拉框中选择：


禁用



LDAP



域集成

如果从域集成切换到 LDAP，则必须重启 HexaTier 服务。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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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配置用户
8.6.1 用户权限简介
用户可以在 HexaTier 中新建用户帐户，并根据配置文件授予用户特定权限。
每个配置文件指定一组权限，配置文件包括：


管理员：所配置的用户拥有 HexaTier 系统的管理员权限。



只读：所配置的用户拥有 HexaTier 系统的只读权限。

用户可以创建以下类型的用户：


本地：在 HexaTier 中创建用户。



活动目录：用户存在于设置的 LDAP 服务器中（参见 8.5.1 活动目录简介）
。

8.6.2 创建或编辑用户
该任务指导创建或编辑用户，并可以为其配置 HexaTier 系统的管理员权限或只读权
限。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系统”。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管理员 > 用户”。
步骤 3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创建新的本地用户
在命令栏上，单击“新建”
，然后在“鉴权类型”中，选择“本地”
。
若用户未配置活动目录集成，则不会出现“鉴权类型”选项，用户只能创建本地用户。



创建新的活动目录用户
在命令栏上，单击“新建”
，然后在“鉴权类型”中，选择“活动目录”
。
只有当用户配置了活动目录集成，才能创建活动目录用户。配置活动目录集成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 8.5.1 活动目录简介。



编辑已有的用户
找到要编辑的用户，然后单击该行末尾的

（编辑）
。

步骤 4 根据需要定义用户信息的参数：
表8-11 用户信息的参数
参数名称

说明

登录密码

当前管理员用户的登录密码。

配置文件

用户需要选择要应用的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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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说明

用户名

用户登录 HexaTier 控制台的用户名。

新密码

（创建用户）用户登录 HexaTier 管理控制台的密码。
密码应包含 8~16 个字符，并至少包括以下字符类型中的三种：


小写字母



大写字母



数字



特殊字符`~!@#$%^*()-_=+|[{}];:',./?和空格

密码不能与用户名和用户名倒写相同。
确认密码

（创建用户）再次输入新密码。

用户下次登录
时须修改密码

（创建用户）勾选该参数复选框，可以要求用户在下一次登录
HexaTier 控制台时修改密码。

邮箱

该用户的邮箱。

名

该用户的名。

姓

该用户的姓。

管理 IP 地址

（可选）该用户访问 HexaTier 管理控制台的 IP 地址。
若不配置该参数，则用户可以从任意 IP 访问 HexaTier 控制台。

用户已被锁定

仅 admin 用户显示该参数。
若该参数被选定，则该用户不可登录，admin 用户可以为该用户解
锁。

禁用用户

仅 admin 用户显示该参数。
勾选该参数复选框，可以禁用该用户。

步骤 5 单击“创建”或“更新”。
----结束

8.6.3 修改当前帐户密码
用户应该定期修改用户密码，确保用户密码的安全。密码默认有效期 90 天，系统会在
到期前 7 天提醒用户修改密码。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任务栏，单击

（修改密码）。

步骤 2 在“当前密码”中，键入当前 HexaTier 的登录密码。
步骤 3 在“新密码”和“确认密码”中，键入新的登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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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应包含 8~16 个字符，并至少包括以下字符类型中的三种：


小写字母



大写字母



数字



特殊字符`~!@#$%^*()-_=+|[{}];:',./?和空格

密码不能与用户名和用户名倒写相同。
更改密码时，系统会检测密码复杂度，如果密码不符合要求，则 HexaTier 会拒绝该密码，并发
出告警。

步骤 4 单击“更新”。
----结束

8.6.4 修改其他用户密码
该任务指导用户修改其他用户的密码。只有管理员账户，才有权修改其他用户的密
码。

操作步骤
步骤 1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系统”。
步骤 2 在导航树，选择“管理员 > 用户”。
步骤 3 找到要修改密码的用户，然后单击该行末尾的

（修改密码）。

步骤 4 在“登录密码”中，输入当前管理员帐户的登录密码。
步骤 5 在“新密码”和“确认密码”中，键入新的登录密码。
密码应包含 8~16 个字符，并至少包括以下字符类型中的三种：


小写字母



大写字母



数字



特殊字符`~!@#$%^*()-_=+|[{}];:',./?和空格

密码不能与用户名和用户名倒写相同。
更改密码时，系统会检测密码复杂度，如果密码不符合要求，则 HexaTier 会拒绝该密码，并发
出告警。

步骤 6 （可选）勾选“用户下次登录时须修改密码”复选框，可以要求用户在下一次登录
HexaTier 控制台时修改密码。
步骤 7 单击“更新”。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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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系统配置
8.7.1 设置管理配置
用户可通过管理配置实现 HexaTier 的 IP 地址及端口的设置，并提供会话超时时间、会
话保持、锁定时间和最大登录尝试次数等管理能力，保障系统安全。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系统”。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管理”。
步骤 3 设置下表中的参数：
表8-12 管理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说明

登录密码

当前用户的登录密码。只有输入了登录密码，才能保存当前页面的
更新。

证书

HexaTier 默认生成管理证书。

地址

HexaTier 服务器网络接口（NICs）的 IP 地址（缺省值为
“0.0.0.0”，意味着可以在任何 NIC 上访问 HexaTier）。

端口

HexaTier 正在监听的端口（端口号缺省值为“5000”）。

会话超时时间

在无会话的情况下，要求用户重新登录 HexaTier 的时间。会话超时
时间缺省值为“15 分钟”，用户可以对其进行修改。

会话保持



单节点登录，不覆盖会话：在以某一用户名登录时，如果该用
户名已经在另外一台机器上登录，则该次登录无效，并弹出提
示。



单节点登录，并覆盖会话：在以某一用户名登录时，如果该用
户名已经在另外一台机器上登录，则该次登录成功的同时，已
登录机器自动注销。



允许用户并行登录：同一用户名可以同时在多台机器上登录。

锁定时间

当由于用户尝试登录次数达到最大值时，该用户被锁定时间。

最大登录尝试
次数

用户尝试登录管理控制台的最大次数。

DOS 防护

即拒绝服务保护，用户可以选择是否启用该功能。默认禁用。

步骤 4 单击“更新”。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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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 配置 Syslog
用户可以通过系统设置，将信息发送到运行 Syslog 服务器的远程计算机。Syslog 标准
用于从网络设备捕获日志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系统”。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日志 > Syslog 设置”。
步骤 3 在 Syslog 设置工作区中，配置以下参数：
表8-13 日志设置参数
参数名称

说明

状态

启用或禁用 Syslog 服务器写入。

主机/IP 地址

远程 Syslog 服务器的 IP 地址。

Syslog 服务器端口
（UDP）

默认情况下，Syslog 服务器监听“514”端口，通过 UDP 连
接执行通信。如果需要，用户可以修改此端口。

最低严重性

发送到 Syslog 服务器的最低严重级别。

设施

发送到 Syslog 服务器的告警类型。

步骤 4 单击“测试”向 Syslog 服务器发送测试消息。
步骤 5 单击“更新”，应用设置。
----结束

8.7.3 设置系统配置
用户可以通过此配置来设置发送给客户端的全局默认错误、设置主备 SMTP 服务器
等。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系统”。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配置 > 系统配置”。
步骤 3 在工作区中，根据需要设置参数，然后单击“更新”。
表8-14 系统配置参数
参数名称

说明

全局默认错误

发送给客户端的默认错误。建议使用此选项来增强对 SQL 注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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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说明
保护，确保敏感数据信息不会泄漏给攻击客户端。
从下列响应类型中选择：


原错误响应：HexaTier 向客户端发送数据库管理系统生成的原
始响应，未经任何修改。



一般性错误响应：HexaTier 向客户端发送一个一般错误，错误
文本是“检测到的通用 SQL 错误”。



处理的错误响应：HexaTier 向客户端发送由数据库生成的原始
错误，同时对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

主 SMTP 服务
器

用于发送告警的 SMTP 服务器。要创建 SMTP 服务器，请参见
8.2.4 配置 SMTP 服务器。

备 SMTP 服务
器

（可选）在主 SMTP 服务器无法访问时使用的备 SMTP 服务器。

对象关联



禁用：禁用规则中创建的对象与该规则的数据库类型、代理和
数据库的关联。



已启用：启用规则中创建的对象与该规则的数据库类型、代理
和数据库的关联。

----结束

8.7.4 备份与恢复系统配置
用户可生成 HexaTier 配置备份文件，并在需要时，通过此备份文件恢复系统配置。

备份系统配置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系统”。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备份与恢复 > 备份”。
步骤 3 在“登录密码”中，输入当前帐户下登录 HexaTier 管理控制台的密码。
步骤 4 在“文件加密密码”中，输入密码来加密备份文件。
密码应包含 8~16 个字符，并至少包括以下字符类型中的三种：


小写字母



大写字母



数字



特殊字符`~!@#$%^*()-_=+|[{}];:',./?和空格

步骤 5 单击“备份”。
步骤 6 将文件保存在需要的位置，并记下路径，以便在需要时进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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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恢复系统配置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系统”。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备份与恢复 > 恢复”。
步骤 3 在工作区中，单击“选择文件”来选择历史备份文件。
步骤 4 输入“登录密码”和备份文件时使用的“文件加密密码”。
步骤 5 （可选）勾选“清除系统日志”会删除所有历史系统日志。
步骤 6 单击“恢复”。
----结束

8.7.5 配置参数
HexaTier 支持对系统、连接、管理、高可用日志事件文件等模块的参数文件进行配
置。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系统”。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配置 > 参数文件”。
步骤 3 单击需要修改的参数文件类型，展开参数列表。
单击“显示高级”
，可以显示高级参数。单击“显示高级”前，请与系统管理员确认。
步骤 4 按需更改对应参数值。


单击参数值后的

，可以恢复该参数为默认值。



单击“恢复默认”
，可以将所有更改的配置恢复默认值。

步骤 5 单击“更新”，保存配置。
若修改的参数后显示“需要重新启动”，则在保存配置后，HexaTier 会自动重启服务以
启用配置。
----结束

8.7.6 技术支持
用户可以生成一个加密压缩的支持文件发送给支持团队，并由支持团队向用户提供技
术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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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生成支持文件。支持文件主要包含日志文件，不包含计算机的任何敏
感信息。
用户可以生成两种类型的支持文件：


基本：创建一个包含最少量信息的小型压缩文件，并包含受保护数据库 Schema 信
息。



完整：创建一个完整的压缩文件。请仅在需要时选择发送此类型的支持文件。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系统”。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技术支持 > 生成支持文件”。
步骤 3 输入“登录密码”和“文件加密密码”。
文件加密密码应包含 8~16 个字符，并至少包括以下字符类型中的三种：


小写字母



大写字母



数字



特殊字符`~!@#$%^*()-_=+|[{}];:',./?和空格

步骤 4 在“支持文件”下拉框中选择“基本”或“完整”。
步骤 5 单击“下载”。
文件被下载到浏览器默认下载路径。
----结束

8.7.7 重启服务
HexaTier 提供服务重启功能。服务重启期间，将会阻止所有的外部访问。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系统”。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技术支持 > 重启”。
步骤 3 输入当前帐户的“登录密码”。
步骤 4 单击“重启”。
HexaTier 重启成功后，用户需要重新登录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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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重启期间，将会阻止所有流量。
----结束

8.8 其他信息
8.8.1 查看许可证信息
HexaTier 提供查看系统许可信息功能。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系统”。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许可证信息”。
在工作区中，显示许可证的详细信息。
----结束

8.8.2 查看系统日志
系统日志记录了 HexaTier 管理活动信息，并提供日志查看功能。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查看系统日志。
系统日志显示 HexaTier 管理控制台活动的信息，如：


在 HexaTier 中登录和注销。



更改配置，如代理、数据库、对象和规则的创建、修改或删除。



HexaTier 更新。

日志列表中显示下列信息：
表8-15 日志信息
信息名称

说明

事件 ID

系统日志事件列表中事件的 ID。

日期

事件发生的时间点。

模块

被访问的模块名称。

用户

执行任务的用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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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名称

说明

概述

所执行任务的说明。

严重性

事件的严重等级。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 HexaTier 主菜单上，单击“系统”。
步骤 2 在导航树上，选择“日志 > 系统日志”。
步骤 3 单击事件来查看该日志事件的详细信息。
----结束

8.8.3 排序项
在系统中，用户可对特定列表进行排序。方便用户按照需求查看数据。
只有标题以蓝色显示的列可以排序。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工作区标题行中单击任一个蓝色标题。
标题旁边会出现一个箭头，表示按箭头方向排序。
步骤 2 再次单击同一个标题可以反转排序顺序。

----结束

8.8.4 自定义视图
在部分界面（日志、报告等）中，用户可以自定义在工作区列表中显示哪些列和每页
显示多少项。

配置哪些列在工作区中显示
步骤 1 在命令栏上，单击“自定义”。
步骤 2 勾选需要显示项左侧的复选框。
列表中最多可以显示 10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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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单击“应用”。
工作区会根据所选项显示列表。

----结束

配置每页列出多少项
步骤 1 在工作区的右下角，在“每页”选项中选择一个所需的数字。

----结束

8.8.5 筛选
筛选功能主要用于在日志中筛选信息，用户可以查看在选定时间范围内发生，或者属
于特定类别的事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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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6 密钥管理系统
KMS 是用于管理组件间安全密钥的系统，所有 HexaTier 内部数据库都使用该密钥。安
装 HexaTier 后，将为所有 HexaTier 内部数据库安装初始密钥，密钥有效期为 180 天，
到期后会在重启 HexaTier 时更新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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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常见问题

9.1 功能类
9.1.1 数据库安全服务支持哪些类型的数据库？
本章节介绍数据库安全服务支持的数据库类型以及版本。
数据库安全服务支持数据库类型为：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 2014



MySQL 5.5 - 5.7



PostgreSQL 9.4 - 9.5

9.1.2 数据库安全服务可以保护哪些数据库？
数据库安全服务可以对相同虚拟私有云及其子网下的 ECS 自建数据库和 RDS 关系型数
据库提供保护。在非同一虚拟私有云及其子网下的 ECS 自建数据库、BMS 自建数据库
和 RDS 关系型数据库，由于网络限制的原因不能对其提供保护。

9.1.3 为什么购买数据库安全服务实例后不能马上查看创建中的实
例？
购买数据库安全服务实例时，由于实例所在的虚拟机创建系统盘和网络配置需要少许
时间，所以需要在虚拟机配置完成才能查看创建中的数据库安全服务实例。

9.1.4 数据库安全服务可以提供哪些关键的精细化功能？
本章节介绍数据库安全服务提供的关键精细化功能。
数据库安全服务可以提供以下精细化功能：


精细至表级访问控制，控制维度包括 IP、用户、应用等。



精细至列级审计，审计维度包括 IP、用户、应用等。



精细至列级动态脱敏，脱敏策略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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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数据库防护控制台的配置流程是什么？
本章节介绍数据库防护控制台 HexaTier 的关键配置操作流程。
登录 HexaTier 后，需要在 HexaTier 上对数据库安全实例进行安全防护配置操作，才可
以对接管理控制台上的数据库，对数据库提供防护和审计功能。
HexaTier 关键的配置操作说明及流程如图 9-1 所示。
图9-1 配置流程

9.1.6 数据库安全服务是否需要 MySQL 的 root 用户权限？
不需要。数据库安全服务对 MySQL 进行安全防护，只需要 MySQL 分配拥有读写权限
的用户。

9.1.7 数据库安全服务产生的日志是否可以导入用户自己的日志分析
平台？
可以。数据库安全服务产生的日志可以归档到远程日志数据库，用户可以使用自己的
日志分析平台从远程日志数据库读取相应的日志进行分析。

9.1.8 使用数据库安全服务需要对业务侧进行哪些配置？
本章节介绍使用数据库安全服务在业务侧需要执行哪些配置操作。
使用数据库安全服务需要对业务侧进行以下配置：
1.

在 HexaTier 上创建受保护数据库时配置代理，并确认代理的状态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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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改数据库信息，将数据库指向 HexaTier 上设置的代理地址和端口。

9.1.9 动态数据脱敏功能是否会修改数据库的原始数据？
不会。数据库安全服务的动态数据脱敏功能修改的是从数据库返回给应用的响应数
据，不会修改数据库的原始数据。

9.1.10 数据库安全服务是否对用户业务有延时影响？
数据库安全服务通过反向代理为数据库提供安全防护服务，对用户业务的延时一般小
于 3ms。在用户业务高峰期，延时可能有变化。

9.1.11 忘记 HexaTier 初始登录密码时如何处理？
登录 HexaTier 时，如果忘记设置的 HexaTier 初始密码，请联系客服处理。

9.2 约束限制类
9.2.1 使用 HexaTier 有哪些约束限制？
本章节介绍 HexaTier 使用的约束限制。
在使用 HexaTier 管理系统时，需要注意以下约束限制：


如果选择关系型数据库作为远程日志数据库，需要将数据库配置变量
“local_infile”的值修改为“ON”
（该参数的默认值为“OFF”
）
。



如果选择保护关系型数据库，需要将数据库变量“lower_case_table_names”的值
修改为“1”
（该参数的默认值为“0”
）。



高级活动监控
不支持将数据表的名称修改为中文。

9.2.2 HexaTier 对浏览器版本有什么要求？
本章节介绍 HexaTier 支持的浏览器版本。
登录到 HexaTier 管理系统前，请确认使用的浏览器满足表 9-1 要求。
表9-1 支持的浏览器版本
浏览器

版本

Google Chrome

-

Mozilla FireFox

30.1 及以上

Internet Explorer

11.0 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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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管理类
9.3.1 如何登录 HexaTier？
如果数据库安全实例绑定了弹性 IP，可以在数据库安全服务界面通过互联网登录到
HexaTier 或使用数据库安全实例同一虚拟私有云中的弹性云服务器登录 HexaTier。如
果数据库安全实例未绑定弹性 IP，只能使用数据库安全实例同一虚拟私有云中的弹性
云服务器登录 HexaTier。

在数据库安全服务界面通过互联网登录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页面上方的“服务列表”，选择“安全 > 数据库安全服务”，进入数据库安全服
务界面。
步骤 3 在需要登录 HexaTier 的实例页面框中，单击“登录”，如图 9-2 所示，系统跳转到该
实例的 HexaTier 登录界面。
图9-2 登录 HexaTier

步骤 4 输入 HexaTier 的登录用户名 admin 和密码，单击“登录”或按“Enter”，如图 9-3 所
示，进入 Hexa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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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HexaTier 登录界面

----结束

使用同一虚拟私有云中的弹性云服务器登录
步骤 1 在待登录的数据库安全实例的同一个虚拟私有云下，查看虚拟私有云中是否存在弹性
云服务器。


是：执行步骤 2。



否：在该虚拟机私有云下创建弹性云服务器后，执行步骤 2。

步骤 2 使用满足表 9-2 要求的浏览器，输入以下地址：https://弹性云服务器的私有 IP:5000
后，按“Enter”，进入 HexaTier 的登录界面。

如果不能访问“5000”端口，则需要在安全组中添加 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的“5000”端口访问权限。详细操作，请参见《虚拟私有云用户指南》。
表9-2 支持的浏览器版本
浏览器

版本

Google Chro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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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

版本

Mozilla FireFox

30.1 及以上

Internet Explorer

11.0 及以上

步骤 3 输入 HexaTier 的登录用户名 admin 和密码，单击“登录”或按“Enter”，进入
HexaTier。

----结束

9.3.2 如何处理无法登录 HexaTier？
当无法登录 HexaTier 时，请确认网络连接是否正常：


如果网络连接正常，请联系天翼云技术支持。



如果网络连接不正常，请修复网络连接后再重新登录。如果还是无法登录，请联
系天翼云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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