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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日志审计的主要功能是日志审计（事件审计），那么日志审计必须能够接收或采集

到设备的日志或事件。本文档主要就是对日志审计如何能够采集或接收到各个不同企

业或组织的日志进行说明。 

本手册从事件来源的角度，分别就日志审计获取设备日志的两种方式进行说明： 

1. 被动接收（被动接收由设备发送来的日志） 

2. 主动采集（主动采集设备的日志） 

2  事件来源 

2.1  威胁情报采集与利用 

随着 IT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攻击变得越来越隐蔽和难以发现，诸如 APT之类的攻

击很难被发现和防止，层出不穷的数据泄漏事件和攻击对组织的声誉和财产，乃至国家安

全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大多数组织没有足够的人员、时间、资金、和精力来应对威

胁。因此，威胁情报在频繁受到攻击的高风险的重点行业大型企业和政府事业单位中，将

会明显提升关联分析的准确性和目标性，帮助组织有效发现隐藏的威胁。 

2.1.1  Linux主机日志 

不同的 Linux版本，syslog服务名可能为 syslog，也可能为 rsyslog；以下以 syslog

为例说明。 

Linux主机所有的日志文件一般都在/var/log 下，默认只是不记录 FTP 的 活 动 ，

Linux 系统的日志文件是可以配置的， Linux syslog 设备依据两个重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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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syslogd 守护进程和/etc/syslog.conf 配置文件。通过将需要处理的日志发送到日志

审计审计中心所在的主机，日志审计审计中心就可以采集到 Linux主机的日志信息了。 

配置方法如下： 

首先我们对/etc/syslog.conf 文件进行编辑，在文件后面加入下面一行：  

*.info @10.115.136.69 

注:上面不能使用空格，要使用 tab键 

上面的命令可以解释为：把系统 kern(内核)、User(用户进程)、Damon(系统守护进程)、

Auth(与安全权限相关命令)、Uucp(Uucp 程序)、Cron(记录当前登录的每个用户信息)、

Wtmp(一个用户每次登录进入和退出时间的永久记录)、Authpriv(授权信息)的 info（一般

性消息）及以上等级的日志发送到 10.115.136.69日志采集服务器。 

如果要发送全部日志，使用如下格式： 

*.*  @ 10.115.136.69 

 

*.warn;[authpriv.notice;][auth.notice] @10.115.136.69 

以上命令表示：发送 warning级以上（err,crit,alert 与 emerg）的所有登录登出日志

（authpriv.notice），以及认证信息（auth.notice）。 

配置完成后需要重启 syslog服务才能生效 

#service  syslog  restart 

最后需要开通 linux主机设备到日志采集服务器之间经过防火墙的 UDP 514端口 

2.1.2  AIX主机日志 

AIX主机可以通过配置 syslog把日志主机日志发送到日志服务器，AIX syslog设备依

据两个重要的文件：/etc/syslogd 守护进程和/etc/syslog.conf 配置文件。 

首先我们对/etc/syslog.conf 文件进行编辑，在文件后面加入下面一行： 

# vi  /etc/syslog.conf 

*.info   @10.115.136.69 

注：上面不能使用空格，要使用 tab键 

把系统 kern(内核)、User(用户进程)、Damon(系统守护进程)、Auth(与安全权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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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Uucp(Uucp 程序)、Cron(记录当前登录的每个用户信息)、Wtmp(一个用户每次登录

进入和退出时间的永久记录)、Authpriv(授权信息)的 info（一般性消息）及以上等级的日

志发送到 10.115.136.69日志服务器 

配置完成后需要重启 syslog服务才能生效 

#stopsrc -s syslogd 

#startsrc -s syslogd 

最后需要开通 AIX 主机设备到日志采集服务器之间经过防火墙的 UDP 514 端口。 

2.1.3  网络设备 

对于网络设备，可以通过 SNMP协议和 syslog协议将日志发送给日志审计审计中心。一

般地，通过 syslog协议，服务器能够采集到更多的日志信息，有助于进行深入的安全分析。

相比之下，通过 SNMP Trap发送事件对网络设备的负载更小。另外还有 netflow（例如 cisco

的网络设备）更可以对网络设备的流量进行分析。 

配置 SNMP服务 

下面以 Cisco PIX 535 防火墙配置为例加以说明。 

通过 Telnet登录到防火墙 

进入到特权模式：enable或 en  

进入配置模式：configure terminal 或 conf  t  

配置本路由器的只读字串为 public：snmp-server community public ro  

配置本路由器的读写字串为 public：snmp-server community public rw  

允许路由器将 SNMP Trap发送出去：snmp-server enable traps  

指定路由器 SNMP Trap 的接收者为<IP-address-server>： 

snmp-server host <IP-address-server traps>  

其他配置，请参阅 Cisco PIX 535配置文档 

配置 Syslog服务 

下面以 Cisco PIX 535 防火墙配置为例加以说明。 

通过 Telnet登录到防火墙 

进入到特权模式：enable或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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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配置模式：configure terminal 或 conf  t  

开启 log：logging on 

发送 syslog 信息到 Syslog服务器： logging host dmz1 192.168.1.1 

其他配置，请参阅 Cisco PIX 535配置文档 

配置 Cisco的 netflow： 

在全局模式下，以管理员身份登录路由器，执行如下操作进行 Netflow配置。 

Router(config)# ip flow-export source interface    //配置输出 netflow流量的

源端口，收集哪个 interface，就在路由器哪个接口上启用采样。【这是 flow数据包的源 ip

地址，可以指定，一般为 loopback0的地址】。 

Router(config)# ip flow-export version 5【5指 v5，目前支持 v5】。 

Router(config)# ip flow-export destination ip-addr port  //配置 netflow流量

输出的目标地址，此时应为日志审计服务器的 IP 地址、端口号，注意如果中间有防火墙，

需放开该端口。【缺省端口号是 2055】。 

 

2.1.3.1 路由器 

2.1.3.1 Cisco 路由器 

通过命令行方式在路由器上配置日志服务器的 ip地址和端口 

通过 Telnet或者串口登陆到路由器 

在控制台输入命令 enable或 en进入到特权模式 

输入命令 configure terminal 或 conf  t进入配置模式 

输入如下命令行： 

(config)# Logging on    //启用日志服务 

(config)# Logging trap debug //决定什么级别的日志信息发送到服务器，一般有

八个级别（emergency  紧急 ；alert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critical  致命情况 ；error  

错误情况 ；warn  警告情况 ； notice  一般重要情况 ；info  普通信息  ； debug  调

试信息），debug级别可以记录所有可以记录的信息 

(config)# Logging host  //指定日志服务器(日志审计服务器)的 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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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 交换机 

2.1.3.2.1 cisco 交换机 

cisco>en 

cisco #conf  t                 //进入到配置模式   

cisco(config)#logging  on        //启用日志服务 

cisco(config)#logging 192.168.19.115   //指定日志服务器 IP地址 

//注：By de fault, the logging level is set to 3 (error). 

(config)#logging trap errors     //指定发送日志级别，可选的级别有 0-7,０最低 

emergencies System is unusable (severity=0) 

alerts Immediate action needed (severity=1) 

critical Critical conditions (severity=2) 

errors Error conditions (severity=3) 

warnings Warning conditions (severity=4) 

notifications Normal but significant conditions (severity=5) 

informational Informational messages (severity=6) 

debugging Debugging messages (severity=7) 

2.1.3.2.2 华为交换机 

<Quidway>system-view 

[Quiaway] info-center enable         //启用日志服务 

[Quiaway] info-center loghost 192.168.19.115    //指定日志服务器 IP地址 

2.1.3.2.3H3C 交换机 

H3C-s8812-01 >system-view   

[H3C-s8812-01] info-center enable  //启用日志服务 

[H3C-s8812-01] info-center loghost 192.168.19.115  //指定日志服务器 IP地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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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4 美国力腾 FORCE10 C150 交换机  

在网上查美国力腾交换机命令跟 cisco的命令类似 

FC300_1>en 

FC300_1#config   //进入到配置模式 

FC300_1(conf)#logging  on        //启用日志服务 

FC300_1 (conf)#logging 192.168.19.115   //指定日志服务器 IP地址  

2.1.3.3 防火墙 

2.1.3.3.1 Cisco 防火墙 

思科防火墙的 syslog 日志发送与思科交换机 syslog日志发送一致 

cisco>en 

cisco #conf  t                 //进入到配置模式   

cisco(config)#logging  on        //启用日志服务 

cisco(config)#logging  10.115.136.70   //指定日志服务器 IP地址 

(config)#logging trap informational  //发送日志级别，可选的级别有 0-7,０最低 

emergencies System is unusable (severity=0) 

alerts Immediate action needed (severity=1) 

critical Critical conditions (severity=2) 

errors Error conditions (severity=3) 

warnings Warning conditions (severity=4) 

notifications Normal but significant conditions (severity=5) 

informational Informational messages (severity=6) 

debugging Debugging messages (severity=7) 

最后需要开通 ASA 防火墙设备到日志采集服务器之间经过防火墙的 UDP 514端口。 

2.1.3.3.2 网御星云防火墙 

1. 配置日志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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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包过滤规则日志 

 

3. 找到禁止访问的包过滤规则 ，点击编辑进入包过滤规则维护。 

 

4. 打开包过滤日志 

2.1.3.3.3 H3C 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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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界面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设备日志 > 日志设置”，进入下图所示的页面。 

 

2. 在日志主机中填入日志采集服务器地址 

3. 点击确定。 

2.1.3.3.4 Juniper 防火墙 

1. 用 admin用户登陆 web界面  

2. 选择 Configuration->;Report Settings->;Syslog  

3. 点击'Enable Syslog'  

4. Source Interface选择能与日志采集服务器通信的端口 

5. 在 IP/Hostname处填入日志采集服务器 IP，Port填 514 

6. Security Facility和 Facility都选取 error 

7. 在 Event Log 选项处打勾，Traffic log和 TCP都不选取。 

8. 点击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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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3.5 东软防火墙 

在东软 5200-T-S2 防火墙上配置接收 syslog 日志服务器地址和转发 syslog 日志使用

的端口： 

 

 

在东软防火墙 4202上配置接收 syslog日志服务器地址和转发 syslog日志使用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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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3.6 网神防火墙 

主要有两种方式进行配置： 

通过防火墙的 web 管理页面进行配置，[首先需要保证可以进行 web管理，需要将浏览

器所在机器设置为防火墙的管理主机，该选项在“管理配置”-“管理主机”位置]，在“系

统配置”-“日志服务器”中配置为日志审计所在 IP，端口默认 514。 

或者可以通过命令行方式在防火墙上配置日志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端口，首先通过终端

或网络登陆到防火墙，键入的命令如下： 

语法： 

  logsrv set <ip> <port> udp 

参数说明： 

ip 设置日志服务器的 IP地址 

port 设置日志服务器的端口，UDP协议的默认端口是 514 

udp 设置发送日志使用的协议 

示例： 

firewall>logsrv set 192.168.1.1 514 udp 

2.1.3.3.7 天融信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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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3.7.1 网络卫士防火墙 

配置日志服务器的具体方法如下: 

点击导航菜单 日志与报警 > 日志设置,进入“日志设置”窗口,如下图所示。 

 

服务器地址填写日志采集服务器地址 

服务器端口填写 514 

传输类型选取 syslog 

是否传输选取“是” 

是否加密选取“否” 

日志级别选取 4 

日志类型选取配置管理、阻断策略、访问控制、防攻击、深度内容检测、用户认证、入

侵防御、虚拟专网、防病毒 

2.1.3.3.7.2 4000 防火墙 

syslog配置：(只有 GUI方式，没有命令行方式) 

1. 配置日志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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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Topsec 集中管理器 

2) 在导航树中选择“选项设置”； 

3) 在界面右侧窗口内选择“安全设备登录”，打开“安全设备登录访问控制”界

面； 

4) 增加一条安全设备登录客户； 

5) 对象属性->客户类型选择“日志服务器”，属性->类型选择“SYSLOG”，地址和

端口填入日志服务器的地址和端口。 

2. 配置访问控制策略 

1) 在导航树中选择高级管理->访问策略->内网； 

2) 对需要发送日志的策略进行新增或修改； 

在“访问控制”界面中，日志选项选择“日志会话”，其他配置项目根据需要进行配置 

2.1.3.3.8 启明星辰天清汉马 USG 

启明星辰天清汉马 USG SYSLOG日志配置：（采用命令行下进行配置）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模式 

#log server address A.B.C.D     //配置 SYSLOG服务器地址为 A.B.C.D 

#log  server port <1-65535>   //不设置为 SYSLOG默认 514端口，配置 SYSLOG服

务器端口，范围为 1－65535 

#log (attack|ipsecvpn|l2tpvpn|sslvpn|grevpn|nat|dhcp|ha|web-auth|run-

info|system-

info|config|scan|session|ospf|rip|qos|ddns|flow|idslink|macfilter|server) 

server upto (emergency| 

alert|critical|errors|warnings|notifications|informational) //配置发送每个模块

的日志，每个位置对应一个优先级，最低级别为 informational 

2.1.3.4 IDS 

2.1.3.4.1 安氏 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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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启动 LinkTrust IDS Console。 

2. 上面工具栏中的“设备”。 

 

3. 在左侧栏目中选择 IDS安全策略，然后选择其中需要编辑的某策略。 

 

4. 选择左侧上面的“编辑锁定”。然后选择中间栏中需要发送 SNMP Trap的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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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左键双击该策略。 

 

5. 选择响应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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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 SYS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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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策略，选择后，将出现策略已经修改，是否保存，选择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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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请选择目前使用的策略，设置 SYSLOG互动协议。设置服务器 IP地址为日志审计安

全管理平台所在的主机 IP地址，服务端口设为 514。根据需要设置响应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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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选择需要采集日志的 IDS，鼠标右键选择应用策略。设置完成。 

 

2.1.3.4.2 网神 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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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2. 选择：控制区—〉admin—〉SNMP Trap 

3. 配置 SNMP Server IP 

4. 团体字符串，选择要发送的 SNMP Trap规则 

5. 保存 

 

2.1.3.4.3 INZEN IDS 

1. 进入 IDS CONSOLE 

2. 选择策略菜单 

3. 选择我们用的策略，比如航信策略，点编辑 

4. 选择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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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 SNMP TRAP，点编辑 

6. 添加响应对象，配置对象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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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路确定到策略编辑器，选策略，看右边 SNMP TRAP是否勾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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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全部保存，退出，确定 

9. 如果更改了策略，自动出现策略下发窗口 

 

10. 选择好需要下发的 SENSOR ，勾上重新应用 

11. 下发后，SENSOR 自动重启，策略生效 

2.1.3.5 IPS 

2.1.3.5.1 冰之眼 IPS 

1. 打开浏览器 IE，用 HTTPS方式连接冰之眼的 IP地址，如 https://10.78.173.136 

2. 回车后出现安全警报框，如下图所示，单击【是】，接受冰之眼证书加密的通道。 

https://10.78.17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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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登录时的安全警报界面 

3. 在如图所示的冰之眼登录界面中，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并单击【登录】。 

 

4. 成功登录后，进入系统当前运行状态的界面，如图所示。 

 

5. 点击【系统】－【证书与附加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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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打开 Snmp Trap开头，设置 Snmp Trap主机：10.78.239.46 

7. 配置完成后，点击应用配置按钮使配置生效 

10.78.2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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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5.2 网神 IPS 

配置网神 SecIPS3600-G的 syslog 

1. 登录 SecIPS3600 Console，点击“策略->策略列表->Global_Settings”; 

2. 在 SYSLOG互动协议下面填写接受 syslog的服务器 IP、服务器端口和响应级别； 

 

3. 点击“策略->策略列表->告警策略->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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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packages处，点击右键，选择：事件响应整体配置，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 Syslog。 

2.1.3.5.3 启明星辰 IPS 

1. 天清入侵防御系统控制台—系统设置—SNMP Trap 设置 



 

 

28  

 

 

2. 天清入侵防御系统控制台—策略任务—入侵防御—策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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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击当前应用的策略，本例中当前应用的策略为”串行保护策略集衍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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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模板—相应设置模板 

 

5. 新建三个策略模板：报警日志 snmp、报警日志包阻断 snmp、报警日志 RST 包阻断

snmp，并在右侧的相应方式上勾选 snmp 选项，保存后关闭即可，三个模板配置完

成后的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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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策略编辑页面，点击“响应方式”，把事件按响应方式排列，然后对相同响应方

式的事件批量应用新建的相应的相应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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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保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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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重新在控制台主页面下发编辑后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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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5.4 天融信 IPS 

1. 点击导航菜单 日志与报警 > 日志设置,进入“日志设置”窗口,如下图所示。 

 

2. 服务器地址填写日志采集服务器地址 

3. 服务器端口填写 514 

1．传输类型选取 sys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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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是否传输选取“是” 

5. 是否加密选取“否” 

6. 日志级别选取 4 

7. 日志类型选取配置管理、阻断策略、访问控制、防攻击、深度内容检测、、入侵防

御 

2.1.3.6  防毒墙 

2.1.3.6.1 方正熊猫防毒墙 

方正并行防毒墙上配置接收 syslog日志服务器地址和转发 syslog日志使用的端口 

 

2.1.3.6.2 趋势防毒墙 

配置趋势防毒墙的 syslog 

通过 ie浏览器登录趋势防毒墙控制台，点击“Logs->log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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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勾选”Send logs to the Control Manager server”和”Send logs to the primary 

syslog server”，并在 Server IP address 和 Ports中填写正确的 syslog服务器

的 IP地址和端口信息； 

2. 点击“save”按钮，保存设置。 

2.1.3.7 网闸 

2.1.2.7.1 联想网御网闸 

配置 NetGap联想网御网闸的 syslog. 

1. 通过 ie浏览器登录 NetGap联想网御网闸控制台，点击“系统设置->报告设置->日

志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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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日志服务器中填写日志服务器 IP、协议和端口，然后点击确定； 

3. 由于联想网御网闸日志是通过网闸的内网向外发送日志，因此，为不影响网络正常

使用和保证安全性，在配置中我们需要利用网闸的内网管理口向外发送出数据，通

过在路由器（如：cisco 4507）上配置路由的方式，将网闸内网管理口发出的日志

数据发送到日志服务器上。 

 

2.2  主动采集 

通过日志代理，或者 文件共享/FTP/JDBC等方式去主动采集设备的日志。 

采集设备可以使用这种方式由日志审计采集器主动去采集设备或应用的日志。这种方式

主要针对没有日志发送功能的设备，比如 Windows 主机日志。 

2.2.1  数据库自身日志 

数据库自身日志的采集，是指采集数据库自身日志。对于 Oracle 和 SQLServer 来说，

此处只是打开数据库自身的审计开关，如果要采集到日志，还需要在日志审计系统中进行配

置： 

在日志审计系统中，依次进行【采集器】-【任务配置】-【数据库自身日志】-【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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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采集任务，并勾选审计日志与告警日志前的复选框。 

2.2.1.1 Oracle for Linux 

2.2.1.1.1Oracle9i 

告警日志采集 

首先使用 Oracle 客户端登陆 Oracle后进行下面操作 

1. 执行以下 SQL 语句，语句里的‘/oracle/admin/soc/bdump’,是安装 Oracle的绝

对路径，soc 是数据库的实例名称； 

SQL > create directory BDUMP as ‘/oracle/admin/soc/bdump’; 

2. 把alert_soc.log文件中的日志映射到一张新创建的数据库表中, alert_ soc.log

中的 soc为该数据库的实例名 

SQL > create table alert_log (text varchar2(255) ) 

    organization external ( 

    type oracle_loader 

    default directory BDUMP 

     access parameters (records delimited by newline) 

   location('alert_soc.log') 

   )reject limit unlimited; 

审计日志采集 

使用 sysdba身份登录 Oracle(在 Oracle数据库本地登录)： 

sqlplus 用户名/口令@实例名 as sysdba 

1. 查看审计开关是否打开 

首先登陆 Oracle 后输入以下命令来查看审计是否打开 

SQL > show parameter audit_trail ; 

说明 VALUE ：返回值是 NONE/FALSE表示审计未打开；返回值是 DB/TURE表示审计

功能已经打开 

2. 审计开关未打开，需要打开审计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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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 alter system set audit_trail=’DB’  scope=spfile ; 

这里对 audit_trail=进行说明：audit_trail=’DB’ 表示把审计日志记录到数据

库 sys.audit$表中。 

3. 确定相关表是否安装 

SQL > select * from sys.audit$  ; 

返回结果 ：未选定行。表示该表已经安装 

SQL > select * from dba_audit_trail ;     

返回结果 ：未选定行。表示该表已经安装 

上述查询的时候发现表不存在，说明审计相关的表还没有安装 

4. 设置审计内容 

审计每个用户的所有数据库连接 

SQL > audit session; 

审计表，包括 create table 、drop table 、truncate table 

SQL > audit table;  

审计视图 

SQL > audit view; 

审计存储过程 

SQL > audit procedure; 

审计触发器 

SQL > audit trigger; 

审计向数据库表中插入记录 

SQL > audit insert table; 

审计修改数据库表中的记录 

SQL > audit update table; 

审计删除数据库表中的记录 

SQL > audit delete table; 

审计修改表结果 

SQL >audit ALTER TABLE; 

审计修改任何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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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 audit ALTER ANY ROLE; 

审计创建用户 

SQL > audit CREATE USER; 

审计修改用户 

SQL > audit ALTER USER; 

审计授予任何权限 

SQL > audit GRANT ANY PRIVILEGE; 

审计 sys用户的 DBA_USERS表上的（INSERT, UPDATE, DELETE, SELECT）每一项操

作 

SQL > audit INSERT, UPDATE, DELETE, SELECT on sys.DBA_USERS by ACCESS; 

审计 sys用户的 AUD$表上的（INSERT, UPDATE, DELETE）每一项操作 

SQL > audit INSERT, UPDATE, DELETE on sys.AUD$ by ACCESS; 

2.2.1.1.2Oracle10g 

告警日志采集 

Oracle10g for Linux 告警日志采集配置请参照 Oracle9i for Linux告警日志采集配

置。 

审计日志采集 

Oracle10g for Linux 审计日志采集配置请参照 Oracle9i for Linux 审计日志采集配

置。 

2.2.1.2 Oracle for Windows 

2.2.1.2.1Oracle9i 

告警日志采集 

首先使用 Oracle 客户端登陆 Oracle后进行下面操作 

1. 运行以下 SQL，这里的‘c:\oracle\admin\soc\bdump’安装 Oracle 的绝对路径，

soc是数据库的实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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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 create directory BDUMP as ‘c:\oracle\admin\soc\bdump’ ; 

2. 把 alert_soc.log 文件中的日志映射到一张新创建的数据库表中, alert_soc.log

中的 soc为该数据库的实例名 

SQL > create table alert_log ( text varchar2(255) ) 

    organization external ( 

    type oracle_loader 

    default directory BDUMP 

 access parameters ( 

    records delimited by newline 

   ) location('alert_soc.log') 

   )reject limit unlimited; 

审计日志采集 

说明：Oracle9i for Windows 审计日志采集方法请参照 Oracle9i for Linux审计日志

采集方法。 

2.2.1.2.1Oracle10g 

告警日志采集 

说明：Oracle10g for Windows告警日志采集方法请参照 Oracle9i for Windows 告警

日志采集方法。 

审计日志采集 

说明：Oracle10g for windows审计日志采集方法请参照 Oracle10g for Linux审计日

志采集方法。 

1. SqlServer 

Sqlserv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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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日志采集 

注意：某些版本的 SQLServer的告警日志的编码格式是 UTF-16。 

Sqlserver告警日志默认保存在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MSSQL\LOG

目录下，日志文件名为 ERRORLOG，使用读取定制文本文件的方式获取该日志。可以通过共

享、FTP或者读取本机文件来实现，下面以共享方式进行说明： 

1. 首先将目录共享，关掉 192.168.114.58 上的防火墙，在采集器所在机器上运行：

\\192.168.114.58 能通，说明共享成功 

2. 页面配置：通过添加文本格式采集任务中的共享日志方式，配置如下： 

注：如果您无法连通，或者收到的事件原始消息为空，请把原始编码必须选择 UTF-

16再试试。 

 

自身日志采集 

首先需要打开数据库的审计开关，步骤如下： 

1.  设置服务器配置选项 

1) 启用高级选项 

sp_configure 'show advanced options', 1; 

go 

reconfigure; 

go 

2) 启用'xp_cmdshell'，执行如下语句： 

sp_configure 'xp_cmdshell', 1; 

file://///192.168.1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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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reconfigure; 

go 

3) 确认 xp_cmdshell 与高级选项已经打开 

运行以下 SQL 语句，确认返回结果的 value 均为 1 

SELECT * FROM sys.configurations where name like 'xp%'  or name like 

'show%'; 

2. 打开审计开关 

首先执行下面语句建立存储过程（该存储过程就是用来打开审计开关, 默认建立

的跟踪文件为 c:\log\trace_log.trc，如果位置不想建在 c:\log下，可以通过修

改 日 志 审 计 的 安 装 目 录 下 的  webapp/WEB-

INF/_conf/collector/config.properties文件中 sqlserver_logpath的值来实现） 

create PROC AuditTrcProc AS 

exec sp_configure 'xp_cmdshell' ,1 

RECONFIGURE; 

GO 

 

declare @cmd sysname 

declare @fileexists int 

exec @fileexists = master..xp_cmdshell 'dir "c:\log\trace_log.trc" 

/a', no_output 

if @fileexists = 0 

BEGIN 

set @cmd='del c:\log\trace_log.trc' 

END 

else 

BEGIN 

set @cmd='mkdir c:\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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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print @cmd 

exec master..xp_cmdshell @cmd 

GO 

declare @P1 int; 

set @P1=0 

declare @max_file_var  bigint 

set @max_file_var=1000 

exec sp_trace_create 

 @P1 output,  

 2,  

 N'c:\log\trace_log',  

 @max_file_var,  

 NULL 

select @P1 

declare @on_var bit 

set @on_var=1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0, 1,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0, 6,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0, 9,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0, 10,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0, 11,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0, 12,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0, 13,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0, 14,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0, 16,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0, 17,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0, 18,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2, 1, @on_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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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2, 6,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2, 9,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2, 10,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2, 11,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2, 12,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2, 13,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2, 14,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2, 16,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2, 17,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2, 18,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4, 1,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4, 6,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4, 9,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4, 10,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4, 11,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4, 12,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4, 13,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4, 14,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4, 16,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4, 17,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4, 18,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5, 1,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5, 6,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5, 9,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5, 10,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5, 11,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5, 12,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5, 13,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5, 14, @on_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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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5, 16,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5, 17,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5, 18,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7, 1,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7, 6,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7, 9,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7, 10,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7, 11,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7, 12,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7, 13,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7, 14,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7, 16,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7, 17, @on_var 

exec sp_trace_setevent @P1, 17, 18, @on_var 

 

declare @intfilter int 

declare @bigintfilter bigint 

exec sp_trace_setfilter @P1, 10, 0, 7, N'SQL Profiler' 

exec sp_trace_setstatus @P1, 1 

3. 设置在数据库每次启动前执行上面跟踪的存储过程 

use master 

exec sp_procoption 'AuditTrcProc','startup','on'; 

PostgreSQL 

Windows  

对于安装在 Windows 系统下的 PostgreSQL，可以通过以下配置，然后通过采集

Windows 自身日志的方式采集其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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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安装目录下的 $INSTALL_DIR/data/postgresql.conf 

log_destination = 'stderr'    

Linux  

对于安装在 Linux 系统下的 PostgreSQL，可以能过以下配置，使 linux 以 syslog的

方式，将指定目录下的日志文件发给我们。  

1. 配置安装目录下的 $INSTALL_DIR/data/postgresql.conf 

 log_destination = 'syslog' 

 syslog_facility = 'LOCAL0' 

2. 修改 /etc/syslog.conf 

  增加两行: 

 local0.*  /var/lib/pgsql/data/pg_log 

 local0.* @日志审计的服务器 IP 地址 

3. 重启服务 

 service syslog restart 

 service postgresql restart 

2.2.2  应用服务器 

2. IIS/FTP应用服务器 

注：此处的 FTP，是指 IIS服务器自带的 FTP服务。 

IIS 日志存放的目录是可以修改的。用户可以通过“我的电脑/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

/Internet信息服务/网站/默认网站属性/活动日志格式/日志文件目录”来设置。 

日志审计采集器支持以下类型的日志： 

1. IIS的本地日志(默认位置在 C:\WINDOWS\system32\Logfiles) 

2. IIS的 FTP服务器的自身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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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远程机器上的 IIS或 FTP日志（通过配置 FTP来采集指定目录下的日志） 

在日志审计系统中，依次进行【采集器】-【任务配置】-【应用服务器日志】-【IIS/FTP

服务器】，新增采集任务，输入 IIS/FTP日志所在的目录即可。 

注：目录输入，只需要到 Logfiles目录即可，不需要输入 Logfiles 下面的子目录;：

Logfiles 文件夹下必须有一个 W3SVC1 文件夹（记录 IIS 的日志）；必须有一个 MSFTPSVC1

文件夹(记录 FTP日志)。 

查看 IIS/FTP所在目录的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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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pache服务器 

Apache 日 志 存 放 的 目 录 是 可 以 修 改 的 。 Apache 默 认 的 日 志 文 件 目 录

为%Apache_home%\logs。该目录下包括访问日志 access.log、错误日志 error.log。如果需

要修改日志存放目录，请修改配置文件%Apache_home%\conf\httpd.conf。 

本地日志 

仅用来采集跟采集器安装在同一台服务器上的 Apache 服务器的日志。指定 Apache 服

务器的配置文件的路径即可。（httpd.conf 里面有 CustomLog "logs/access.log" common,

也就是说 httpd.conf 里根据规则采集 logs/access.log，若想采集 error.log，则需修改

httpd.conf内容）。 

在日志审计系统中，依次进行【采集器】-【任务配置】-【应用服务器日志】-【Apache

服务器】，新增采集任务，输入 http.conf配置文件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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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日志 

对于远程日志，只支持安装在 Linux 主机上的 Apache服务器。 

可以通过在 Linux 主机上，安装一个 shell脚本,然后通过 syslog，将日志转发到日志

审计的采集器或审计中心。 

配置步骤如下： 

1. 配置 syslog/rsyslog 的配置选项    

   注：由于系统版本不同,服务名可能是 syslog 或者 rsyslog，请根据实际情况使用

正确的服务名。 

   在文件/etc/syslog.conf 或者 /etc/rsyslog.conf 最后,添加一行  local5.info  

@10.70.5.19 ,其中这个 IP是接受 syslog 事件的服务器(通常是日志审计或日志采集器所

在的服务器)。    

2. 运行以下命令,重起 syslog/rsyslog 服务,使配置生效 

    service syslog restart 或者 service rsyslog restart 。 

3. 如果需要在系统启动时,syslog/rsyslog服务随系统启动,请运行以下命令: 

    chkconfig --level 2345 syslog on 或者 chkconfig --level 2345 rsyslog on 

4. 将脚本(syscmd_fread.sh)拷贝到 /bin/ 目录下 

5. 给脚本增加可执行权限 

    chmod +x /bin/syscmd_fread.sh 

6. 建立定时任务，修改任务配置 

    crontab –e 

    在任务中添加： 

    */5 * * * * /bin/syscmd_fread.sh "apache" "/etc/httpd/conf/httpd.conf"   

上述任务表示：此任务事每隔 5 分钟执行一次，按照实际情况确定任务执行周期) 

1) 参数含义 

       第一个参数: 只能是 apache 或 localfile; apache - 表示采集 apache 日

志；localfile - 表示采集本地文件(是指除 apache 外的其他文本格式的日志) 

       第二个参数: 采集 apache 日志时, 该参数为 apache服务器配置文件路径;采

集本地文件时,该参数为需采集的文件路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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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 * /bin/syscmd_fread.sh  "localfile" "/var/log/messages.1" 

        */5 * * * * /bin/syscmd_fread.sh  "localfile" "/root/install*"    

2) 采集本地文件时可使用通配符，此时会采集匹配通配符的文件中最新修改的一

个文件。 

7. 运行以下命令,重起 crond 服务,使配置生效 

    service crond restart  

8. 运行以下命令,确保在启动系统时, crond 服务随系统启动 

    chkconfig --level 2345 crond  on 

2.2.3  邮件服务器 

4. Lotus Domino 

首先进行 domino 服务器的设置，在服务器文档(names.nsf或 webadmin.nsf)的配置页

面做如下配置： 

1．开安全性页签，设置 Java/Com限制。 

 运行有限制的 java/javascript/com: *  

 运行无限制的 java/javascript/com: *  

2．开端口页签的Internet页签的DIIOP页签,设置 HTTP的端口号是 63148,状态为启用。 

3．开端口页签的 Internet页签的 web页签,设置 HTTP的端口号是 80,状态为启用。 

4．在服务器上启动 HTTP 和 DIIOP 任务，需要确保这些任务在 Notes.ini 文件  

ServerTasks 变量的任务列表中，如果正确配置了 Server 文档，那么这些任务应该

包含在任务列表中。 

Notes.ini 文件应该包含类似于下面的行： 

ServerTasks=Update,Replica,Router,AMgr,AdminP,CalConn,Sched,DIIOP,HTTP,LD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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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运行的服务器，可以在控制台中输入下列命令来加载任务： 

> load http > load diiop 

2.2.4  Linux 日志 

Linux 日志分两种： 

1. Linux主机的自身日志 

2. Linux上第三方应用的日志 

这里我们说的 Linux日志格式均为普通文本格式文件，根据采集方式，又分两种： 

1. 直接读取相应的日志文件 

2. 配置 syslog ，将日志发送给审计中心或采集器 

5. Linux主机自身日志 

对于 Linux 自身的日志，我们可以通过配置系统的 syslog，将系统的重要日志发送到

审计中心或日志采集器。 

Syslog日志源 

Linux主机设备的日志源分为以下几种： 

1. kern 关于系统核心 

2. user 关于使用者 

3. mail 关于电子邮件 

4. daemon 关于背景执行程序 

5. auth 关于系统安全与使用者认证 

6. syslog 关于系统记录本身 

7. lpr 关于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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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ron 关于系统自动排序执行(Cron Table)（hpux10.20没有） 

9. news 关于新闻讨论区 

10. uucp 关于 UNIX互拷(UUCP) 

Syslog日志级别 

6．日志级别依轻重缓急排列如下： 

1. emerg 已经非常严重了 

2. alert 再严重一点的警告 

3. crit 较严重的警告 

4. err 发生错误 

5. warning 警告 

6. notice 提醒注意 

7. info 一般性资讯 

8. debug 程序或系统本身除错信息 

9. none 不要记录这一项 

Syslog配置 

7．1. 备份 syslog.conf 文件 

# cp /etc/syslog.conf /etc/syslog.conf.orig 

8．2. 编辑 syslog.conf 文件,在文件中插入要收集的事件类型 

9．# vi  /etc/syslog.conf 

10．auth.warning   @192.168.1.17 

11．注：@之前的符号是 TAB键，不是空格 

12．以上设置将所有设备的 warning及其以上级别的 auth 认证相关的日志发送到审计

中心服务器地址 192.16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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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inux上第三方应用的日志 

有两种方式可以采集安装在 Linux主机上的第三方应用的日志： 

1. 日志采集器 

2. Linux Shell 脚本 

日志采集器的方式 

通过日志采集器采集，提指根据文件路径，通过文本格式日志的方式，采集日志，并将

日志内容发送给审计中心。 

详细设置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Linux Shell 脚本 

在远端主机上使用 Shell脚本采集应用日志。Shell脚本根据给出的日志文件绝对路径，

读取该文件内容。例如要读取安装信息，则需要给出该文件的路径/root/install.log。 

首次读取后，在配置文件中记录本次读取总行数。下次读取时，若文件总行数比记录行

数大，则从记录行开始，读取新增信息；若文件总行数小于记录行数，则认为文件被重写过，

从文件开头开始读取文件内容。 

读取日志内容后，使用 syslog服务将日志发送给平台。 

详细配置请参考【0 Apache日志采集】。 

2.2.5  Windows 主机日志 

Windows主机本身没有对外发送安全信息的功能，日志审计有两种方式采集 Windows主机

的日志： 

 通过日志审计采集器，采用 WMI来采集日志； 

 通过在 Windows 主机客户端安装日志代理来实现对 Windows 主机的日志进行采集，

并通过 syslog协议发送到日志审计审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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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1 日志采集器方式（通过 WMI） 

采集器自身服务配置  

采集器如果安装成服务，那么服务必须用管理员组的用户来启动，但 Windows

服务的默认启动用户为本地系统帐户，所以需要配置成指定的管理员用户启动。安装

完采集器以后，必须做以下配置：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选择日志审计服

务，然后点击右键、属性，选择“此帐户”，输入管理员用户名与密码。 

然后重启采集器服务。 

采集的目标机器配置，必须开启的服务 server服务、Remote Procedure Call 

(RPC)这两个服务都默认开启，确认该服务是否被意外停止，若停止需启动服务。 

防火墙，如果防火墙没有开启，可以直接跳过此节。如果开启防火墙，则这些端

口需在防火墙中添加端口例外。135端口，一段 RPC动态分配的端口，默认状态下，

RPC 动态端口分配随机选择 1024以上的端口号。您可以控制 RPC 动态分配的传入通

信的端口，然后配置您的防火墙以限制传入的外部通信只这些端口和端口 135 (RPC 

终结点映射端口）。 

对于 windows 7/2008 系统，有两种配置端口的方式，选择其中一种进行配置。 

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允许程序或功能通过 Windows防火墙，在此配置页面中勾选

“Windows Management Instrumentation (WMI)”。无需重启电脑，配置及时生效。参

照 2.2.4.1.5节（RPC动态端口配置）。 

Windows xp，开始-控制面板-Windows防火墙，为步骤 5中的端口添加端口例

外；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本地策略-安全选项-网络访问：本地账户的共

享和安全模式，改为经典-本地用户以自己的身份验证。 

Windows 2003，右键单击本地连接，选择属性，切换到高级选项卡，打开

Windows防火墙设置，为步骤 5中的端口添加端口例外；RPC动态端口配置 

若要控制 RPC 动态端口分配，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开始-程序-管理工具，然后单

击 组件服务 启动组件服务；或者开始-运行，输入 dcomcnfg，然后回车同样可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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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组件服务。展开 组件服务 和 计算机 节点。右键单击 我的电脑，然后单击 属

性。在 默认协议 选项卡上单击 面向连接的 TCP/IP，在 DCOM 协议 列表框，然后单

击 属性。COM Internet 服务属性 对话框中单击 添加。在 端口范围 文本框中添加

一个端口范围 （例如 4001-5000），然后单击 确定。将 端口范围指派 和  默认动态

端口分配 选项设置到 Internet范围。单击 确定，然后重新启动您的计算机。 

用户权限 

注：必须是 administrator 用户组用户。 

2.2.5.2日志代理方式 

配置 Windows 

如果通过在 Windows主机安装日志代理来采集日志，在配置日志代理之前，用户必须

确认开启了 Windows操作系统的日志审计策略。如果没有打开日志审计策略，需要在

组策略中设置审核策略，有两种方法： 

开始菜单/运行/输入 gpedit.msc/选择计算机配置/Windows 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

/审核策略，然后修改审核即可。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本地策略/审核策略，出现了相应审核策略。 

通过 Windows日志审计策略，用户可以审核 Windows操作系统下策略更改，登录事

件、对象访问、帐户管理、帐户登录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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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审核登录事件，勾选成功、失败 

 

双击审核对象访问，勾选成功、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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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完成安装后日志代理会自动启动，以后会随着系统的启动而启动。 

安装文件名：TSocSensor.exe 

安装步骤如下： 

1. 运行安装程序； 

  安装程序成功运行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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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下一步，选择将日志代理安装在何处，然后点击【下一步】 

 

3. 点击【浏览】按钮，可以选择安装的目录，然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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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 需 求 选 择 【 创 建 桌 面 图 标 】， 然 后 点 击 【 下 一 步 】 

 

5. 点击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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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点击完成，Windows 日志代理就会自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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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在安装完后，在系统右下角有一个托盘，点击托盘右键，则会弹出菜单： 

 

 

1. 右键点击桌面右下角任务栏中的【日志代理】小图标，出现如下图所示的选项

页面： 

  

2. 点击【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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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名称部分，请输入审计中心或日志采集器的 IP地址。 

在安装完后必须进行注册，只有注册后才能将日志发送给日志采集器或者审计中心。 

需要开放端口 8889和 8890。8890是日志代理发送日志给采集器或审计中心时使用；

8889是审计中心或日志采集器访问日志代理，询问日志代理状态的端口。 

3. 如果地址输入正确，会出现注册成功的弹窗提示。 

 

启动 

1. 开始菜单，依次选择【天翼云】-【天翼云信息安全运营中心系统】-【Ｗindows

日志代理】，即可运行日志代理。 

2. 日志代理系统运行后，会在右侧出现托盘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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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配置 

Windows日志代理，除了支持采集 Windows自身日志外，还支持采集以下几种日志： 

日志定制 

目录定制：读取目录下指定扩展名的日志文件 

文件定制：读取指定日志文件（支持多文件） 

多文件目录定制 

类似于日志定制功能中的目录定制，但支持读取子目录。 

IIS日志 

采集并发送 IIS系统产生的日志。 

Apache日志 

采集并发送 Apache系统产生的日志。 

ISA日志 

采集 ISA产生的日志。 

Tomcat日志 

采集并发送 Apache系统产生的日志。 

Windows 目录监控 

Windows 目录监控只有当采集器安装在 Windows 主机上时才可以使用。 

用来监控 Windows 主机上，指定目录下的文件是否有变化。 

在日志审计系统中，依次进行【采集器】-【任务配置】-【主机】-【Windows 目录监

控】，新增采集任务，输入想要监控的目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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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其它应用 

目前其它应用只支持 CheckPoint 的日志。 

2.2.6.1 CheckPoint 

2.2.6.1.1Linux 版本 

采集ＣheckPoint 的日志，需要 CheckPoint 的 LEA服务。 

1. 使用 expert 命令进入专家模式 

2. 在安装 Check Point 管理服务器的 FWDIR/conf 目录下，编辑 fwopsec.conf文件并

添加以下行： 

  lea_server port 18184 

  lea_server auth_port 0 

例如，该文在所在路径为：/var/opt/CPsuite-R62/fw1/conf/fwopsec.conf 

使用 vi编辑该文件即可。 

也可利用 find命令查找该文件：find / -name fwopsec.conf 

auth_port 认证情况下连接的端口，port 未认证的情况下连接的端口。 

3. 重启防火墙服务 

[4.1] fwstop ; fwstart 

  [NG] cpstop ; cpstart 

4. 使用管理客户端 SmartDashboard 在策略上添加规则来允许从外部访问 Check Point

管理服务器的上面定义的端口，18184是缺省 LEA连接端口。(安装 checkpoint 安装

包中的图形管理界面 smartconsole，即可在远端配置 checkpoint规则，需配置远程

管理用户，并设置允许远程访问的 ip)，规则如下： 

SOURCE DESTINATIO

N 

SERVIC

E 

ACTIO

N 

TRACK INSTAL L 

ON 

TIME COMMENT 

Wizard Firewall LEA ACCEP

T 

LOG GATEWAYS ANY Comments 

 Source: 采集机 IP地址：IP，这台主机需要通过 OPSEC API和防火墙的 Manager建

立连接，和接收防火墙信息/告警 



 

 

66  

 

 Destination: Check Point管理服务器 

 Service: FW1_lea 

 Action: Accept 

 Track: Log 

5. 安装该策略 

6. 在采集端测试 18184端口是否能够连接，使用命令： 

telnet <cp server ip> 18184 

若连接成功则以可以开始采集日志；若连接不成功，检查以下几项： 

1) checkpoint 是否以防火墙运行，右键单击 network object下的 cpmodule，选择

菜单项 convert to gateway...(在管理客户端中进行) 

2) 使用 fw stat命令检查是否安装了不必要的策略，使用 fw unloadlocal 卸载策

略。 

2.2.6.1.2Windows 版本 

1. 安装步骤：采用默认的安装方式就行 

2. 搜索 fwopsec.conf文件 

 

3. 修改 fwopsec.conf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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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改 fwopsec.conf文件中的端口号(auth_port 认证情况下连接的端口，   

 port 未认证的情况下连接的端口，18184是缺省 LEA连接端口) 

 

5. 在开始菜单中或者桌面上点击 SmartDashboard R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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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出现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密码登录 

 

7. 配置管理服务器的日志切换, 否则所有日志会记录成一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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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配置规则（连入采集规则） 

 

9. 新建 OPSEC Application(用来配置连入连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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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配置 OPSEC Application(选择 LEA服务,采集 CheckPoint 的日志，需要 CheckPoint 

的 LEA服务) 

 

11. 添加连入连出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