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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云安全中心（新版）

多账号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0 14:42:34

用户拥有多个腾讯云主账号且各账号间独立计费，通过多账号管理切换登录各账号、集中管理各账号。集团管理者有效掌握集团安全信息，实现集团安全管理上的透明化与

可视化，实时掌握各成员账号云上业务的安全防护状态、风险等信息。

支持一键切换成员账号登录，满足高效且安全的免密码切换。

无需部署，集中管理集团所有账号，各成员账号安全防护状态透明化，支持设置账号的安全管理权限。

支持对集团多账号云上业务风险处理闭环，可以对任一成员账号的云上资产进行一键扫描以排查潜在风险。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旧版） ，单击云安全概览顶部提示条中切换新版，即可切换至新版云安全中心。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旧版） ，单击弹窗中立即体验，即可切换至新版云安全中心。 

功能简介

操作场景

切换登录账号

集中管理账号

一、进入云安全中心控制台

方式1：提示条

方式2：弹窗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ecurityovervi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ecurity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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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在集团账号管理中创建集团组织后，方可使用云安全中心多账号管理。根据当前登录账号不同状态区分，您可以挑选账号状态相符的步骤开始进行操作。

在 多账号管理页面 ，单击完成实名认证前往 账号中心控制台 ，按照步骤完成企业实名认证。详情请参见 变更个人认证信息-变更为企业实名认证 。 

在 集团账号管理页面 ，单击创建，即创建一个集团组织。在该集团组织下，创建成员账号或邀请账号加入集团组织。 

1. 在 多账号管理页面 ，单击提交工单，前往 工单系统控制台  创建功能以开通多账号管理。

2. 在提交工单页面，配置相关参数，单击下一步 > 问题没有解决，提交工单。 

二、集团账号管理

注意

未企业实名认证的个人账号、已加入到其他集团组织的企业账号、之前集团组织创建的账号无法创建集团组织。详情请参见 集团组织设置 。

步骤1：未企业实名认证的个人账号

步骤2：未创建集团组织的企业账号

步骤3：未开通多账号管理的企业账号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uth?auth_type=enterpris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uth?auth_type=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4075#.E5.8F.98.E6.9B.B4.E4.B8.BA.E4.BC.81.E4.B8.9A.E5.AE.9E.E5.90.8D.E8.AE.A4.E8.AF.8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organization/setting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sip/multiaccoun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50/5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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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开通多账号管理的企业账号，可开始使用多账号管理。

问题类型 选择

问题归属 T-Sec-安全运营中心（原：态势感知）

问题类型 功能咨询

咨询途径 创建工单

紧急程度 操作体验问题

问题描述 开通多账号管理功能

其他 根据实际需求填写

步骤4：使用多账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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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 集团账号管理控制台 ，授权管理员子账号登录管理成员账号的权限。详情请参见 授权访问成员账号 。

1. 在 多账号管理页面 ，选择对应成员账号，单击登录账号。 

2. 在登录账号弹窗中，选择所需的权限名称、策略名称，并单击对应登录成员账号，即切换登录成功。

使用管理员主账号、子账号登录 云安全中心控制台 后，支持查看集团安全信息，实现集团安全管理上的透明化与可视化，实时掌握各成员账号云上业务的安全防护状态、风

险等信息。

在资产中心、风险中心、扫描任务、报告下载等功能模块已适配多账号管理模式，进行跨账号操作以保证集团云上业务资产的安全。

三、如何灵活的切换账号登录

授权访问成员账号

切换登录成员账号

注意

管理员主账号、未进行授权的管理员子账号不能切换登录、被邀请进集团组织的成员账号不支持授权登录。

四、如何高效的集中管理账号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organization/memb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50/5613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sip/multiaccoun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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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功能模块右上角，单击多账号管理，下拉筛选框后，可以通过输入成员账号名称/成员账号 ID 进行搜索，选中成员账号后单击确定，功能模块内数据将切换至该账号所

有数据。

在 多账号管理页面 ，无需部署集中管理集团所有账号，各成员账号安全防护状态透明化，支持一键切换成员账号登录，满足高效且安全的免密码切换。不同方式登录后效果

如下所示：

账号切换

系统设置-多账号管理

管理员主账号登录

管理员子账号登录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sip/multi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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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资产中心页面 ，管理员账号可以跨账号管理云上业务资产，掌握各资产安全防护状态，对任一账号的云上资产进行一键扫描以排查潜在风险。 

成员主账号、子账号登录

资产中心

风险中心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sip/as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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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风险中心页面 ，联动各产品能力一站式管控云上业务的端口、漏洞、弱口令、配置、内容等资产风险，管理员账号可以跨账号处理云上业务资产的潜在风险。 

在 扫描任务页面 ，可视化集团组织下所有账号所有扫描任务的信息并实时反馈各扫描任务执行情况，管理员可以跨账号高效管理各资产扫描任务，支持管理员跨账号对各账

号的扫描任务进行编辑、删除、停止任务等操作。

在 报告下载页面 ，联动漏洞扫描服务，管理员可以跨账号下载各扫描任务对应的报告，管理员关注服务号可以随时随地接收报告。 

目前新版云安全中心属于公测阶段限时免费，未来部分功能包括多账号管理需付费使用，具体信息请实时关注产品动态。

未来新版云安全中心的计费标准请实时关注产品动态。

云安全中心将在限时免费体验结束前一个月告知用户体验结束，未付费用户的数据将被清除，付费用户的数据将接入新版云安全中心。

安全产品的系统层数据上打通以实现多账号管理，不需要调整网络架构。

扫描任务

报告下载

五、常见问题

多账号管理限时免费体验何时结束？

多账号管理之后的计费标准？

存量用户的数据情况

如何实现多账号管理，是否需要调整网络架构？

使用过程中，有问题如何联系?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sip/risk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sip/scantask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sip/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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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对腾讯云的信赖与支持，若在使用产品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可以 提交工单  联系我们处理，我们将尽快为您核实处理！

安全运营中心（旧版）

云安全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7 11:24:53

云安全概览将帮助用户对腾讯云上的整体安全防护情况和风险情况做出整体评价，并引导客户积极响应各类安全风险与问题，实现整体的安全监控。

安全风险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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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运营中心将结合各类安全场景下的监控数据，对客户的腾讯云风险情况做出整体评价。

评价方法采用100分制，最高分100分，最低分20分。如果客户存在相关的安全风险，将按照对应风险的扣分分值从100分中进行扣分处理，如果分值低于20分，则最终均

按照20分进行展示。具体扣分项与扣分方法如下：

安全运营中心将统计各类资产的安全防护情况，以帮助客户更好的了解当前安全防护是否存在提升空间和纰漏。

风险点 扣分项 扣分分值 最高扣分上限

资产防护情况 - 主机防护

未购买主机安全专业版或旗舰版 -20

45

购买了主机安全专业版或旗舰版，但主机资产防护率低于30% -5

购买了主机安全专业版或旗舰版，但主机资产防护率大于等于30%，小于89% -2

购买了主机安全专业版或旗舰版，但主机资产防护率大于等于90% 0

资产防护情况 - 公网 IP 防护

未购买防火墙 -20

购买了防火墙，但 IP 防护率低于30% -5

购买了防火墙，但 IP 防护率大于等于30%，小于89% -2

购买了防火墙，但 IP 防护率大于等于89% 0

资产防护情况 - 云平台防护 未使用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 -5

暴露服务端口
每发现一个建议关闭的端口 -5

10
每发现一个建议限制访问的端口 -3

云平台配置风险
每出现一个不符合的高危配置项 -2

10
每出现一个不符合的中危配置项 -1

基线风险

每出现一个严重基线配置问题 -10

10每出现一个高危基线配置问题 -5

每出现一个中危基线配置问题 -3

漏洞风险

每发现一个未修复的主机严重漏洞 -10

10每发现一个未修复的主机高危漏洞 -5

每发现一个未修复的主机中危漏洞 -3

入侵风险
每发现一个未处理的如下类型告警（存在木马、爆破成功、恶意请求） -40 40

每发现一个未处理的如下类型告警（高危异常登录、反弹shell、高危命令、本地提权） -5 10

API 密钥泄露风险 只要发现 API 密 钥泄露事件 -40 40

说明

每个风险点均设计有最高扣分上限，如果客户该风险点下的各类扣分项扣分之和超过最高扣分上限，则统一按照最高扣分上限进行扣分处理，不再继续扣分。

评分解读：

评分低于60分时，安全性较差，系统将按照红色呈现安全评分。

评分大于等于60分，小于90分时，风险相对可控，系统将按照橙色呈现安全评分。

评分大于等于90分时，安全性较高，系统将按绿色呈现安全评分。

资产防护情况

主机资产被防护的定义：主机资产已经授权开通了  主机安全专业版或旗舰版 。

主机资产防护率的定义：被防护的主机资产数量/所有主机资产数量。

公网 IP 被防护的定义：公网IP已经开启互联网边界防火墙的防护。

公网 IP 防护率的定义：被防护的公网 IP 数量/公网IP总量。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96/1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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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可视

仪表盘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07 16:19:49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安全可视 > 仪表盘。

2. 在仪表盘页面，安全运营中心将统计最新发现时间为30天内的各类主要待处理风险事项数量，为客户提供信息总览。 

字段说明：

在仪表盘页面的最新待处理问题区域将呈现最新的各类安全风险，包括威胁告警、漏洞、用户风险和泄露事件。单击 Tab 页标题，即可查看对应的待处理问题列表，并按时

间顺序展示最近5条记录，如下图所示。

在待处理问题列表的操作栏中，单击查看详情，即可跳转至对应问题的详情页面查看详细情况和进一步操作。

在风险较高的配置检查项列表中，按照云安全配置检查策略要求，展示了风险最高的5条记录。在操作栏中，单击详情，即可跳转至对应检查项的详情页面查看详细情况和进

一步操作。

30天内安全运营风险

急需关注告警：威胁告警中失陷状态为确认失陷或疑似失陷，并且告警状态为开放（意味着未做分析和处理）的相关告警。

待处理漏洞：状态未待处理的漏洞。

高风险配置项：云安全配置管理的检查结果中不符合要求的高危配置项。

待处理泄露事件：状态为待处理的 API 密钥泄露事件和自定义泄露事件。

互联网暴露服务端口：处理建议为建议关闭或限制访问的公网暴露服务端口。

最新待处理问题

风险较高的配置检查项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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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仪表盘页面的“云安全配置”模块，将统计所有资产的云安全配置检查项情况。左图是总检查项数量和四种检查结果（高危、中危、低危、正常）的数量及其占比，右图

是未通过检查项数量和所有策略检查结果的数量及其占比。将鼠标悬浮在统计图上，即可显示对应的检查项占比。

在仪表盘页面下方共展示4类趋势图，包括漏洞趋势图、威胁告警趋势图、风险用户趋势图和泄露事件趋势图。将鼠标悬浮在统计图上，即可显示具体时间及统计数量。

云安全配置

趋势图

漏洞趋势图：展示了近24小时、近7天、近30天或近90天内，所有资产的严重、高危、中危和低危漏洞数量和趋势。

威胁告警趋势图：展示了近24小时、近7天、近30天或近90天内，所有资产的严重、高危、中危和低危威胁告警数量和趋势。

风险用户趋势图：展示了近24小时、近7天、近30天或近90天内，当前账号下所有用户（包括主账号、子账号和协作者）命中风险场景的用户数量和趋势。

泄露事件趋势图：展示了近24小时、近7天、近30天或近90天内，来源于 GitHub 和网络黑市的泄露事件数量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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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评估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01 14:29:00

安全评估提供专业云上安全风险评估报告，综合分析多项安全指标，帮助用户全面了解云上业务环境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及风险。

目前安全评估功能仅面向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客户开放，免费版企业用户可尝试通过 安全评估页面  领取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试用，以在试用周期内持续使用该功能。

用户必须是腾讯云企业用户，并且最近6个月内并未开启过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试用，或6个月内并未购买过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同时用户已经开启了安全运营中心免费版

的授权。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安全可视 > 安全评估。

2. 单击立即评估，可以进行授权配置。

3. 为了保证安全评估的完整性，对于未采购漏洞扫描服务的用户，系统将提供一次免费漏扫的机会，用户可基于自身情况选择是否在此次评估中使用该扫描机会。如若放

弃，则后续不再提供免费机会。

4. 操作后，系统将提示用户试用领取状态，并需要用户耐心等待24小时以获得安全评估报告。 

试用安全评估-免费版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aferepor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afe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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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进入等待页面，用户可等待24小时后再次登录安全评估页面，单击下载评估报告可直接下载对应安全评估报告。 

如需使用高级版安全评估功能，需已开通 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 。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安全可视 > 安全评估。

2. 单击立即评估，进行安全评估操作。

3. 操作后，系统将提示用户需要耐心等待24小时以获得安全评估报告。用户单击确定后进入等待页面。 

注意

安全评估中将立刻调度安全运营中心的资产采集、攻击面测绘、配置安全检查等任务，这些任务都需要充分时间来执行，并需要采集至少1天的威胁检测结果。所

以安全评估报告需要24小时后才能获取。

使用安全评估-高级版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oc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afe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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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入等待页面，用户可等待24小时后再次登录安全评估页面，单击下载评估报告可直接下载对应安全评估报告。 

安全运营中心可以为初次登录公有云的企业客户提供免费的安全评估报告解读，有需求的用户可在 安全评估页面  单击免费解读，并按照要求提交申请，腾讯云安全专家将联

系您进行解读。

注意

安全评估中将立刻调度安全运营中心的资产采集、攻击面测绘、配置安全检查等任务，这些任务都需要充分时间来执行，并需要采集至少1天的威胁检测结果。所

以安全评估报告需要24小时后才能获取。

使用免费解读功能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afe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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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中心

报表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8 16:25:09

报表列表主要展示任务类报表和响应类报表，其中任务类报表是通过报表中心的 报表任务  创建的任务生成的报表，响应类报表是通过 自动编排响应剧本  生成的报表。

如需使用报表列表功能，需已开通 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 。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安全可视 > 报表中心，在报表中心页面，单击报表列表。

2. 在报表列表页面，可以查看您在安全运营中心已创建的所有报表，您可以搜索、导出、删除报表。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搜索报表

您可在报表列表页右上角的输入框内，输入报表名称、报表任务、生成时间进行搜索。 

  

单击报表名称、报表任务或生成时间，可以进行对应的列表排序；单击报表类型，可以按照报表类型进行筛选。 

 

导出报表

方式1：在报表列表中，选中一个或多个报表并单击导出，即可将所选报表以 PDF 形式导出到本地。

方式2：在报表列表的操作栏，单击导出，即可将对应的报表以 PDF 形式导出到本地。 

 

删除报表

方式1：在报表列表中，选中一个或多个报表并单击删除，确认后即可删除所选报表。

方式2：在报表列表的操作栏，单击删除，确认后即可删除对应的报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64/41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64/4930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oc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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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任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1-12-24 15:04:18

报表任务是用户用于生成报表时创建的任务，报表任务分为单次报表任务和周期报表任务。

如需使用报表任务功能，需已开通 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 。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安全可视 > 报表中心，进入报表中心页面。

2. 在报表中心页面，选择报表任务 > 单次报表任务，在左上角，单击新建，进入新建任务页面。

3. 在新建任务页面填写相应字段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确定。

  

字段说明：

4. 新建完成后，该任务将出现在“单次报表任务”的任务列表中，在报表任务右侧操作栏，可以进行编辑、删除、执行操作。

5. 在单次报表任务列表右上方，可以按照资源属性对已建好的任务进行搜索。选择一个资源属性，然后输入对应的关键字，多个资源属性用回车键分隔，同一个资源属性的

多个关键字用竖线“|”分隔。 

单次报表任务：每次生成报表，需用户进行相应操作。

周期报表任务：可设置时间周期，定时生成报表。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单次报表任务

任务名称：必填项，不可与其他报表任务名称重复。

报告描述：报告描述内容将在报表封面显示，建议根据报表名称和使用场景进行描述。

报表模板：将会加载所有报表模板，并会根据所选模板生成报表。

时间范围：将会根据所选时间范围生成报表，可选择的时间范围包括近24小时、近7天、近30天、近90天和近半年。

包含资产：可选择全部资产，也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资产组。

数据展示：将会根据所选的数据范围生成报表指标，可选择数据范围包括 Top10、Top20和 Top50。例如，选择 Top10，在报表的数据统计部分将会展示以下信

息：

配置风险最多的 Top10 资产。

威胁告警最多的 Top10 资产。

漏洞最多的 Top10 资产。

发生次数最多的 TOP10 威胁告警。

云上 Top10 流量威胁。

命中风险场景次数最多的 Top10 用户。

报表消息通知：启用报表消息通知开关，表示该报表生成后，将根据您在产品设置 > ** 通知管理 **中设置的接收人进行推送。

单击编辑，可以对任务字段进行修改编辑。

单击删除，可以在弹出窗口中，确认是否删除对应报表任务。任务删除后该任务将不再生成报表

单击执行，可以执行相应报表任务，当提示生成报表成功后，可以在** 报表列表 **中查看对应报表。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oc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report/task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etting/notif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repor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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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安全可视 > 报表中心，进入报表中心页面。

2. 在报表中心页面，选择报表任务 > 周期报表任务，在左上角，单击新建，进入新建任务页面。

3. 在新建任务页面填写相应字段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确定。

字段说明：

 其中任务名称、报告描述、报表模板、时间范围、包含资产、数据展示、报表消息通知的字段说明，与 单次报表任务字段说明  相同，其他字段说明如下：

4. 周期报表任务新建完成后，该任务将出现在周期报表任务列表中，在“任务启停”操作栏下可对任务进行开启或关闭。

周期报表任务

说明

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已为您预设了一个周期报表任务，报表内容包含全部资产组，每天生成一次，展示 TOP10数据，您可以对任务参数重新编辑。任务默认为

开启状态，如不需要此任务可以将其关闭。

任务启停：开关开启后，该任务将会按照您设定生成时间生成报表。开关关闭后，该任务将不再生成报表。

重复：可选择生成报表的周期，可以选择周期包括每天一次、每周一次、每月一次。

生成时间：可设置生成报表的具体时间点。

若重复周期选择每天一次，则生成时间可具体到小时。

若重复周期选择每周一次，则生成时间可具体到天，可选周一至周日任意一天。

若重复周期选择每月一次，则生成时间可选每月第一天、每月第15日或每月最后一天。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report/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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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期报表任务列表右上方，可以按照资源属性对已建好的任务进行搜索。单击搜索框，选择一个资源属性，然后输入对应的关键字，多个资源属性用回车键分隔，同一个

资源属性的多个关键字用竖线“|”分隔。 

若关闭“任务启停”开关，可以在操作栏下对该任务进行编辑或删除。

若开启“任务启停”开关，只可对该任务进行查看，无法编辑或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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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模板
最近更新时间：2021-11-15 11:47:17

报表模板功能是安全运营中心为您提供用于生成报表的模板。

如需使用报表模板功能，需已开通 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 。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安全可视 > 报表中心。

2. 在报表中心页面，单击报表模板，可以查看所有可用模板。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oc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report/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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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大屏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07 16:22:14

安全大屏包括云安全中心总览、主机安全中心、网络安全中心和资产安全中心，大屏实时展示的威胁概览信息，能够帮助您对资产进行统一的安全管控。进入不同的安全大

屏，可以查看相应的资产安全概览信息并进行相关操作。

如需使用安全大屏功能，需已开通 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 。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安全可视 > 安全大屏，进入安全大屏页面。

2. 安全大屏页面将展示四个安全大屏，分别是云安全中心总览、主机安全中心、网络安全中心和资产安全中心，可以根据需求对任意一个大屏进行查看并操作。

3. 首次进入任意一个安全大屏时，可以根据需求开通 DDoS 防护、Web 应用防火墙和主机安全专业防护，开通相应服务后，即可在安全大屏中查看相关数据。 

1. 在 安全大屏  页面，单击云安全中心总览，进入云安全中心总览大屏页面。

2. 云安全中心总览大屏实时展示所有资产的待处理安全风险、威胁趋势以及云安全风险配置等情况。

主机安全中心：实时展示所有主机的漏洞概况、暴力破解概况、恶意程序概况、主机异常行为概况以及主机安全 Agent 在线数分布情况。

网络安全中心：实时展示所有服务的攻击防御概况。

资产安全中心：实时展示所有资产的全球分布概况、资产类型分布概况、近七天受攻击资产数量趋势以及受攻击资产区域分布/受攻击资产网络分布/资产漏洞/资产威胁告

警/资产风险最高配置检查项/资产配置风险数的 TOP5 统计。

云安全中心总览：实时展示所有资产的整体安全评分、近七天威胁告警威胁趋势、资产汇总、云安全风险配置统计、用户风险场景命中次数、威胁告警总数以及漏洞总

数。

前提条件

查看安全大屏

开通 DDoS 防护：您可在网络安全中心大屏监控大流量 DDoS 攻击的防御情况。

开通 Web 应用防火墙：您可在网络安全中心大屏监控 Web 应用攻击的防御情况。

开通主机安全专业防护：您可在主机安全中心大屏监控主机漏洞风险情况。

查看云安全中心总览大屏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oc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creen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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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展示项

说明：

1. 在 安全大屏  页面，单主机安全中心，进入主机安全中心大屏页面。

2. 主机安全中心大屏实时展示所有主机的漏洞概况、暴力破解概况、恶意程序概况、主机异常行为概况以及主机安全 Agent 在线数分布情况，每个统计图右上角都可选择

时间范围进行展示。

30天内安全运营风险：展示30天内安全运营中心上的各类安全运营风险情况。

资产汇总：展示云上资产总数以及资产类型分布占比。

近七天威胁告警威胁趋势：展示近七天威胁告警攻击 IP 与目的资产 IP 之间的态势情况以及威胁趋势。

云安全风险配置：展示云上资产所有配置检查项存在风险的数量以及风险类型占比。

用户风险场景命中次数：展示当前账号下所有用户近30天命中风险场景的次数以及各个风险场景的占比。

威胁告警总数：展示云上资产近30天的威胁告警总数以及威胁类型的占比。

漏洞总数：展示云上资产近30天的漏洞总数以及漏洞类型的占比。

查看主机安全中心大屏

漏洞概况

展示所有主机近7天、近30天或近90天的发现漏洞总数、待处理漏洞数、受影响资产数以及发现漏洞趋势图，可单击去处理，跳转至漏洞管理页面查看详细情况和进

一步操作。

暴力破解概况

展示了所有主机近7天、近30天或近90天的暴力破解数、待关闭暴破告警数、受影响资产数以及破解趋势图，可单击去处理，跳转至威胁告警页面查看详细情况和进

一步操作。

恶意程序概况

展示了所有主机近7天、近30天或近90天的恶意程序数、待关闭恶意程序告警数、受影响资产数以及恶意程序趋势图，单击去处理，跳转至威胁告警页面查看详细情

况和进一步操作。

主机异常行为

展示了所有主机近7天、近30天或近90天的主机异常行为数、待关闭异常行为告警次数、受影响资产数以及主机异常行为趋势图，可单击去处理，跳转至威胁告警页

面查看详细情况和进一步操作。

主机安全 Agent 在线数 

展示了当前主机安全 Agent 在线数量以及近30天的趋势图。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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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安全大屏  页面，单击网络安全中心，进入网络安全中心大屏页面。

2. 网络安全中心实时展示了您所有服务的攻击概况和网络安全事件。

查看网络安全中心大屏

注意

如需获取 DDoS 防护及 Web 应用防火墙数据，需开通 DDoS 防护  及 Web 应用防火墙  服务。

DDoS 防护 

展示了近7天、近30天、近90天、近半年或近一年的被攻击 IP 排名、主要攻击类型以及攻击趋势图。 

Web 应用防火墙 

展示了近7天、近30天、近90天、近半年或近一年的被攻击域名排名、主要攻击类型以及攻击趋势图。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creen
https://buy.cloud.tencent.com/dayu_buy#/bgp
https://buy.cloud.tencent.com/buy/w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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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情报

展示了 DDoS 全网攻击态势、重点行业 DDoS/DNS 劫持态势和全网 DNS 劫持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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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安全大屏  页面，单击资产安全中心，进入资产安全中心大屏页面。

2. 资产安全中心大屏实时展示所有资产的全球分布概况、资产类型分布概况、受攻击资产数量趋势以及相关统计信息。

各展示项

说明如下：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产品设置，进入产品设置页面。

2. 在产品设置页面，单击安全大屏，在安全大屏页面，您可以自定义大屏的名称和 Logo。 

3. 名称及 Logo 设置完成后，将会在安全大屏的左上角展示已设置的名称，右上角展示已设置的 Logo。 

4. 在安全大屏名称右侧单击 ，可以进行安全大屏切换。

查看资产安全中心大屏

说明

资产地图所显示的具体资产类型，可在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的 产品设置  中，单击安全大屏，进行设置保存。

资产类型分布概况：展示了当前各个资产类型的数量以及占比。

受攻击资产区域分布TOP5：展示了受攻击次数最多的5个资产区域的数量以及占比。

受攻击资产网络分布TOP5：展示了受攻击次数最多的5个资产网络的数量以及占比。

近七天受攻击资产数量趋势：展示了近七天受攻击资产的数量趋势以及具体数量。

资产风险最高配置检查项 TOP5：展示了当前未通过云安全配置管理检查最多的5个检查项以及具体数量。

漏洞数最多资产 TOP5：展示了当前漏洞最多的5个资产以及具体数量。

威胁告警最多资产 TOP5：展示了当前威胁告警最多的5个资产以及具体数量。

配置风险数最多资产 TOP5：展示了当前配置风险数最多的5个资产以及具体数量。

自定义安全大屏名称和 Logo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creen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etting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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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中心

云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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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7 11:24:54

安全运营中心提供资产管理功能，可帮助您全面了解云产品的安全状态。云资产从资产的类型分布、配置风险、存在威胁告警及漏洞等维度，分别展示资产信息。为了便于

对资产进行安全管控，资产中心提供资产分组和标签分类功能，您可以将资产分组，以组别的维度查看威胁告警，也可以通过资产标签筛选具有相同属性的资产。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资产中心 > 云资产，进入云资产页面。

2. 如您未创建服务预设角色并授予安全运营中心相关权限，在云资产页面，请单击前往访问管理，进入角色管理页面，单击同意授权，如您已授权请跳过此步。

3. 云资产页面的上半部分，展示了如下统计图。

4. 云资产页面的下半部分，展示了云资产列表，从不同维度对云资产进行展示。

操作步骤

资产类型分布：展示了各个资产类型的数量及其占比，资产类型包括云服务器 CVM、云数据库 MySQL、云数据库 MariaDB、云数据库 PostgreSQL、云数据

库 Redis、云数据库 MongoDB、负载均衡 LB、云硬盘 CBS、对象存储 COS、SSL 证书、容器镜像仓库、VPN 网关、NAT 网关和非腾讯云服务器。

配置风险数最多的资产TOP5：展示了配置风险数最多的5个资产以及具体数量。

漏洞数最多的资产 TOP5：展示了漏洞最多的5个资产以及具体数量。

威胁告警最多的资产TOP5：统计威胁告警最多的资产 Top5 及其具体数量。 

辅助功能  

在云资产列表右上角提供搜索资产、刷新资产列表、设置显示列、导出列表及切换全屏显示功能。

搜索云资产

在云资产列表右上方，单击搜索框，选择一个资源属性并输入对应的关键词，单击 Enter 后即可搜索符合条件的云资产。

注意

同一个“过滤标签”（即资源属性）的多个关键字用竖线“|”分隔，多个“过滤标签”（即资源属性）单击 Enter 分隔。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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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单击云资产列表的表头“资产类型”、“项目”、“区域”，即可进行云资产的筛选。 

 

4.1.2 单击表头“配置风险”、“威胁告警”、“漏洞”或“发现时间”，云资产列表将重新进行升序或降序排列，单击列表中的数字，即可跳转至对应的页面查看

详情。

刷新云资产列表

单击刷新图标 ，即可刷新云资产列表。

设置显示列

单击设置显示列图标 ，进入自定义列表管理页面，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云资产列表的信息字段（最多勾选19个）作为列表表头。

导出云资产

单击导出 ，默认导出云资产列表的所有资产信息，也可以选择导出部分云资产信息。

切换全屏显示

单击全屏 ，将切换云资产列表显示模式为全模式，再次单击则取消全屏显示。

筛选/排序

说明

 默认状态下，云资产列表是根据配置风险数、威胁告警数和漏洞数的总和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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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资产详情

在云资产列表中，单击资产名称即可打开对应的资产详情页面。资产类型不同，资产详情页的展示信息也有所不同。

云服务器 CVM 类型的资产详情，展示了基础信息、指纹信息、配置风险、攻击面、漏洞、威胁告警和配置记录。 

 

负载均衡 LB 类型的资产详情，展示了基础信息、配置风险、攻击面、威胁告警和配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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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存储 COS、云数据库 MySQL、云数据库 PostgreSQL、云数据库 MariaDB、云数据库 Redis、云数据库 MongoDB、SSL 证书、容器镜像仓库

和云硬盘 CBS 类型的资产详情，展示了基础信息、配置风险和配置记录。 

 

非腾讯云服务器的资产详情，展示了基础信息、配置风险、威胁告警和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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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详情页中的各个字段含义如下：

基础信息：不同资产类型的基础信息展示内容也有所不同。例如，云服务器 CVM 的基础信息包括资产 ID、资产类型、项目、区域、实例类型、所属

网络、所属子网、IPv4地址（公网 IP 和内网 IP）、IPv6地址、状态、发现时间、标签、风险标签和所属分组。

指纹信息：可以查看云服务器 CVM 资产的指纹信息，从端口、进程、组件、账号及账号变更历史等维度进行展示。

攻击面：可以查看云服务器 CVM、负载均衡 LB 类资产在互联网攻击面测绘中暴露的服务、端口及组件。

配置风险：可以查看所有资产类型的配置风险，从风险类型及检查结果等维度进行展示。

漏洞：可以查看云服务器 CVM 资产的漏洞信息，从系统组件漏洞、Web 应用漏洞及安全基线等维度进行展示。

威胁告警：可以查看云服务器 CVM 资产的威胁告警，从告警类别、告警动作、攻击结果及告警状态等维度进行展示。

配置记录：可以查看所有资产类型的配置历史记录，根据时间范围或输入关键字搜索配置记录，同时可以查看配置记录详情，并对不重要的配置记

录“标记忽略”。如需取消忽略，可以单击搜索框右侧的进行找回。

说明

当前配置记录处于试用阶段， 开通安全运营高级版  的用户可以免费试用。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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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可视化分析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7 11:24:54

资产中心提供了资产可视化分析功能，具备可交互图形化的云上网络可视化分析能力。

如需使用资产可视化分析功能，需已开通 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 。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资产中心 > 资产可视化分析，进入资产可视化分析页面。

2. 在资产可视化分析页面，可查看“VPC-子网-云服务器 CVM”的网络安全拓扑图，单击叶节点 ，即可查看对应的云服务器 CVM 资产详情。

3. 在资产可视化分析页面，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操作场景

资产可视化分析功能可以帮助您直观掌握云上 VPC、子网与实例间的网络拓扑关系，快速在图形中进行云资产风险的运营与加固。

资产可视化分析功能在网络拓扑中按照需要快速查看资产的网络流量情况，对云资产的网络流量进行直观监控，以便于全面掌握云上资产整体网络安全情况。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说明

网络安全拓扑图中的叶节点为 CVM，红色表示该 CVM 有风险，绿色表示该 CVM 无风险。

搜索

 在网络安全拓扑图的右上方，可以通过快捷筛选项和所属网络进行搜索，查看符合条件的网络安全拓扑图。 

 快捷筛选项的说明如下：

公网 IP：即有公网 IP 的 CVM。

公网开放22端口：即测绘数据中开放22端口的 CVM。

安全组配置风险：即存在安全组配置风险的 CVM。

放大/缩小拓扑图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oc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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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在网络安全拓扑图中，单击目标CVM 叶节点 ，即可进入对应的 CVM 资产详情页。

3.1.2 在 CVM 资产详情页，可以查看该资产的基础信息、安全风险信息和网络信息。

在网络安全拓扑图的右下方，单击 或 即可放大或缩小拓扑图。

查看 VPC 信息 

在网络安全拓扑图中，将鼠标悬浮在 VPC 上方，即可查看对应的 VPC 信息。 

查看子网信息

在网络安全拓扑图中，将鼠标悬浮在子网上方，即可查看对应的子网信息。

查看子网拓扑图

在网络安全拓扑图中，单击目标子网节点 ，即可进入对应的子网拓扑图页面。

查看 CVM 资产信息 

 在网络安全拓扑图中，将鼠标悬浮在 CVM 叶节点 上方，即可查看对应的 CVM 资产信息。 

  

查看 CVM 资产详情

说明

安全风险页包括该资产的指纹信息、威胁告警、配置风险、攻击面、漏洞和配置记录等信息，并可进行相应操作。

网络信息页包括该资产已绑定的安全组信息、内网带宽监控和外网带宽监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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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分组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7 11:24:54

资产中心提供了资产分组功能，以便于对资产进行安全管控。您可以将资产进行分组，以组别的维度查看资产，按资产组生成安全报表，也可以通过资产组筛选具有相同属

性的资产。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资产中心，并进入资产分组页面。

2. 在资产分组页面，您可以添加、编辑、删除分组。

2.1.1 在资产分组页面左上角，单击添加分组，弹出添加分组弹窗。 

  

2.1.2 在添加分组弹窗中，填写资产组名称和资产组描述，选择人工添加资产或批量添加资产，单击确定即可。

   

2.1.1 在需要编辑的资产分组右侧操作栏，单击编辑，进入编辑分组页面。 

  

2.1.2 在编辑分组页面，可以修改资产组名称、资产组描述并对资产进行编辑，修改完成后，单击确定即可。 

   

操作步骤

添加分组

说明

1个资产不能添加超过5个分组。

编辑分组

删除分组

 资产分组提供删除功能，可将不需要的分组进行删除，在需要删除的资产分组右侧的操作栏，单击删除，在弹出的删除框内，确认删除即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assets/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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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删除资产分组前，请确认该资产分组是否被 报表任务  引用，如已被引用请谨慎删除。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report/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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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资产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7 11:24:54

安全运营中心提供历史资产功能，主要用于存储您已下线的资产，并提供搜索和导出功能。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资产中心，进入资产中心页面。

2. 在资产中心页面，单击历史资产，进入历史资产页面。

3. 在历史资产页面，您可以对已下线资产进行搜索、编辑或导出。

3.1.1 您可在历史资产列表中，单击目标资产前方的复选框，选择需要编辑的资产，选择完成后，单击编辑标签，将弹出标签管理弹窗。 

 

3.1.2 在标签管理弹窗内，可以选择已有标签标记资产，也可以在创建新标签输入框中，输入新标签，单击创建并添加，创建新的标签标记资产。

操作步骤

搜索

 您可在历史资产列表中，选择资产类型或区域对资产进行筛选，也可以在右上角搜索框中，输入资产 ID、资产名称、所属网络或标签定位资产。 

自定义列表管理

在历史资产列表右上角，单击自定义列表管理 ，进入自定义列表管理页面，您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列表详细信息字段。

编辑标签

说明

标签仅用于标记资产，在资产详情中可以查看。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assets/off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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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

您可在历史资产页面，单击 ，默认导出列表的全部数据，也可以选择勾选导出部分数据。

说明

若勾选列表上方全选框，则为选中当页全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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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7 11:24:55

产品设置包括通用设置、安全大屏设置、通知管理设置、授权管理。

如需使用产品设置中的安全大屏功能，需已开通 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 。

您可在左侧导航中，单击产品设置，在产品设置中，单击通用设置，进入通用设置页面。

安全大屏设置请前往 安全大屏  模块中的“自定义安全大屏名称和 Logo”中查看。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产品设置，在产品设置页面，单击通知管理，进入通知管理页面。

2. 在通知管理页面，您可打开或关闭通知开关，设置通知接收人、允许通知时间。

3. 在通知管理页面，通知管理可管理5种通知消息：

前提条件

通用设置

历史资产数据展示

本功能主要作用是控制已下线的资产在威胁告警、流量威胁感知及  漏洞列表  模块中是否展示。

打开“历史资产数据展示”开关，在威胁告警、流量威胁感知和漏洞列表模块中，展示已下线资产的相关数据。

关闭“历史资产数据展示”开关，在威胁告警、流量威胁感知和漏洞列表模块中，不展示已下线资产的相关数据。

UBA 初始化配置 

UBA 初始化配置相关功能，可在 UBA 初始化配置  中进行查看。

用户企业名称

初始状态下，此名称为“安全运营中心”。单击编辑可以编辑为您的企业名称。

安全大屏

通知管理

说明

通知接收人：您可在通知管理页面，选择主账号或选择子账号昵称，在通知开关打开的前提下，安全运营中心的通知将会通过邮件、短信、站内信、微信、企

业微信的方式推送给您。

与** 消息中心 ** > 订阅管理的关系：用户可在消息中心订阅管理中查看安全运营中心发送的消息情况，当安全运营中心上的消息接收人信息和订阅管理中的

消息接收人配置不同时，系统将以安全运营中心上的配置为主。

通知内容 涉及功能 通知说明 自定义配置

新增失陷告警 威胁告警 出现威胁告警状态为失陷或疑似失陷的告警，则马上通知 支持

API 密钥 

GitHub 泄露
泄露监测 每8小时监测一次密钥泄露情况，如果出现泄露则马上通知 不支持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oc?type=n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64/41469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etting/auth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vulner/vu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64/41790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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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通知管理页面，单击配置详情，可进行自定义的通知配置，单击确定保存。

自定义泄露规

则通知

泄露监测 每次发现自定义泄露规则的告警，则立即触发通知，可配置触发通知的规则 支持

新增服务端口

暴露

互联网攻击面

测绘

每次互联网攻击面测绘周期任务完成后，如果发现新增的 CVM、NAT、CLB 服务，则立即触发通知，

客户可自行配置触发通知的条件。
支持

新增云资源公

网访问

互联网攻击面

测绘

每次互联网攻击面测绘周期任务完成后，如果发现新增的云资源公网访问（例如数据开放公网访问），则

立即触发通知，客户可自行配置需要通知的云资源类型
支持

新增失陷告警：用户可选择失陷状态、告警来源、告警类型、告警级别。

注意

威胁告警可能会存在频繁出现而打扰用户的情况，所以需要慎重配置，同时为了减少客户打扰，系统将启动通知风暴抑制功能。该功能将保证客户每小时只会

收到一条以下条件完全一样的告警。

失陷资产、失陷状态、告警名、告警类型、告警级别。

自定义泄露规则通知：用户可选择需要通知的自定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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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自定义规则需要在泄露监测功能配置，产品设置页面主要控制通知。

新增服务端口暴露：可配置需要通知的处理建议、暴露服务的资产类型。

新增云资源公网访问：可选择需要通知的云资源对象类型。

  

所有通知自定义配置均可修改允许通知时间。对于发生于该时间之外的事件，系统将缓存通知内容直到允许通知时间内进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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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产品设置，在产品设置页面，单击授权管理，进入授权管理页面。

2. 可在授权管理页面，查看您当前使用的安全运营中心版本。

   

授权管理

若您使用的是安全运营中心免费版，将建议您开通 高级版 ，并可查看高级版相关功能。

若您当前使用的是高级版，可在授权管理页面，查看您当前使用的安全运营中心版本、当前资产和资产授权总量及授权到期时间。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etting/auth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oc?type=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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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攻击面测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7 11:24:54

互联网攻击面测绘功能可帮助用户发现面向互联网暴露的云服务器服务端口、通过 CLB 暴露的服务端口、通过 NAT 暴露的服务端口、面向互联网开放服务的各类云资源。

用户可基于发现结果推动整改以减少被攻击的可能。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互联网攻击面测绘，进入互联网攻击面测绘页面。

2. 首次进入互联网攻击面测绘页面时，系统将提示用户是否授权安全运营中心获取云防火墙和 WEB 应用防火墙的实例配置信息。用户可选择允许，并单击确认。 

在互联网攻击面测绘页面，安全运营中心将针对不同资源有差别的进行测绘，测绘方法如下：

在互联网攻击面测绘页面，用户可查看公网 IP 关联云资源分布、暴露服务端口分布和30天内暴露互联网端口趋势。

测绘授权

用户可以不勾选允许，此时测绘功能的安全防护状态检查将无法执行，除此以外的其他互联网攻击面测绘功能依然能够良好运行。

  

如果用户后续期望修改授权信息，可通过安全防护状态的提示信息单击授权重新进入授权页面。

  

测绘方式

网络扫描：系统将从互联网侧对客户的 CVM、CLB、NAT 资产公网 IP 模拟网络端口扫描，以识别到具体面向互联网暴露的服务端口以及其对应的组件信息。

云资源配置检查：系统将通过云 API 获取对应各个资源实例的互联网公网暴露服务配置信息，并将其结果整理出来。

结果总览

公网 IP 关联云资源分布：安全运营中心可识别用户公网 IP 数量，以及使用这些 IP 的资产数量，可帮助用户了解公网 IP 整体分布情况。

暴露服务端口分布：用户可在第一次测绘任务执行成功后，可查看腾讯公有云上暴露的服务端口的处理建议分布情况，这将帮助可以了解整体的互联网攻击面情况。

30天内暴露互联网端口趋势：系统可记录最近30天内每天新增的测绘结果变化情况。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vul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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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攻击面测绘页面，可以单击全部处理建议下拉框，基于腾讯云给出的暴露服务处理建议进行结果搜索。

处理建议说明：

在互联网攻击面测绘页面，可以单击全部 VPC下拉框，基于各类资源所属的 VPC 进行结果搜索，VPC 信息将同步资产中心数据，每2小时从云平台更新一次。 

说明

新增测绘结果：7天内未发现与该服务一样的互联网暴露服务，则该服务为新增测绘结果。

查询测绘结果

按处理建议搜索

处理建议 处理建议说明

建议关闭

注意：建议关闭的端口需要尽快处理，因为往往具备较高风险。

腾讯云识别为高危端口的端口均会建议关闭。  

云资源面向互联网的服务暴露均会被识别为建议关闭。 

限制访问 可能会被业务所使用的维护端口、或自定义服务端口。这些服务应该在经过业务核实后进行访问限制以减少暴露面。

检查防护状态 可能是正常业务所需的服务端口，这些服务端口应该被良好防护，需要用户检查安全防护状态。

按 VPC 搜索

仅搜索新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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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攻击面测绘页面，勾选仅搜索新增结果后，系统将仅搜索7天内的新增测绘结果。 

在互联网攻击面测绘页面，勾选只看未做任何防护的资产后，系统会将未作任何防护的暴露服务端口筛选出来，以帮助用户快速了解易被攻击的暴露面。由于云资源暂没有

良好的防护手段，所以所有面向公网暴露的云资源都将被视为未作任何防护。

1. 搜索过后，系统将按照 CVM、CLB、NAT、云资源展示结果。其中 CVM 将通过主机安全补全监听进程和操作系统等信息，以帮助用户快速了解暴露服务端口的潜在

风险。

2. 支持通过将鼠标移至每个测绘结果上标记的安全防护状态图标，查看对应的安全防护现状和建议。

安全防护状态说明：

只看未做任何防护的资产

云服务器、CLB、NAT 测绘结果

建议的防护产品 适用的资源类型 适用场景

主机安全 CVM 主机防护、主机入侵检测

云防火墙 CVM、CLB、NAT 网络入侵防护

Web 应用防火墙 CVM、NAT Web 入侵防护

云资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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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攻击面测绘页面，可切换到云资源 tab，查看具体每个暴露公网访问的云资源 ID 以及其对应的公网访问连接。 

在互联网攻击面测绘页面，提供了丰富的测绘结果处理动作以方便用户快速的减小暴露面。

具体处理操作说明如下：

在互联网攻击面测绘页面，在遵照处理建议修复对应互联网攻击面后，可通过选择对应服务端口，单击立即测绘，系统将针对对应服务端口发起新的测绘以帮助用户验证修

复结果。测绘过程需要一些时间，用户可基于列表右上角的任务状态了解测绘任务的执行情况。

1. 在 互联网攻击面测绘页面 ，单击策略设置，进入策略设置页面。 

测绘结果处理

操作 适用资源 其他条件 操作说明

修改安全组 CVM、CLB、云资源 无 进入对应资源的安全组查看和配置页面，用户需自行调整安全组配置

封禁端口 CVM、CLB、NAT 无 调用云防火墙封禁对应服务端口

查看配置 CLB、NAT 无 进入对应资源的配置页面，CLB 为监控器配置页面，NAT 为 NAT 网关配置页面

查看应用 CVM、CLB、NAT
服务为 HTTP

或 HTTPS
通过浏览器访问对应的服务端口，以帮助用户判断该服务具体为什么服务。

关闭公网访问 云资源 无 进入对应云资源的配置页面，用户可按照页面提示自行关闭公网访问

立即测绘

注意

目前系统最多支持5个立即检测任务同时执行，为保证测绘任务不至于积压，建议用户统一处理后统一选定资产进行测绘，而不要频繁的进行单个端口测绘。

测绘策略设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asset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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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策略设置页面中，可配置网络扫描模式、检查的云资源范围、周期性扫描时间，单击确定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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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管理

查看和处理漏洞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28 14:49:11

如需查看或处理漏洞，需已开通 主机安全  及 漏洞扫描服务 。

漏洞看板是当前待处理漏洞的信息汇总，漏洞列表是漏洞的明细数据。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漏洞管理，进入漏洞管理页面。

2. 在漏洞管理页面，单击待处理漏洞看板，进入待处理漏洞看板页面。

3. 在待处理漏洞看板可查某一类漏洞的名称、CVE 编号、漏洞等级等信息。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待处理漏洞看板

搜索

在待处理漏洞看板页面上方，输入漏洞名称、CVE 编号或筛选漏洞类型、风险等级定位漏洞。 

查看待处理漏洞详情

在待处理漏洞看板，单击漏洞名称可打开漏洞详情页查看该漏洞的基础信息和资产信息。单击未修复资产数可打开漏洞列表页查看未修复的资产记录。

https://buy.cloud.tencent.com/yunjing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s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vul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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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漏洞管理，进入漏洞管理页面。

2. 在漏洞管理页面，单击漏洞列表，进入漏洞列表页面。

3. 在漏洞列表页，可查看存在漏洞资产数、待处理漏洞概况、修复中漏洞概况等明细列表。在漏洞明细列表中，可进行导出、搜索、查看详情等操作。

在漏洞详情页右上角单击 ，可导出漏洞详情和受影响资产列表。

漏洞列表

漏洞概况汇总

存在漏洞资产数：展示存在漏洞的资产总数。

待处理漏洞概况：展示了状态为待处理的漏洞总数、高危漏洞数、中危漏洞数、低危漏洞数。

修复中漏洞概况：展示了状态为修复中的漏洞总数、高危漏洞数、中危漏洞数、低危漏洞数。

已处理漏洞概况：展示了状态为已处理的漏洞总数、高危漏洞数、中危漏洞数、低危漏洞数。

待处理漏洞趋势图

待处理漏洞趋势图展示了近24小时、近7天、近30天、近90天的待处理漏洞趋势。 

搜索

在漏洞明细列表页面上方，可筛选漏洞类型、风险等级、处理状态、最近检测时间或输入资产名称、资产 ID 定位漏洞。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vul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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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确认处理

所有的漏洞均根据修复方案修复后，可在列表左上角单击全部确认处理，将处理状态为“待处理”和“修复中”的漏洞变更为已处理。

状态变更

方式1：在漏洞明细列表页，勾选目标漏洞，鼠标悬浮列表上方状态变更并单击状态操作，可批量变更状态。

方式2：在漏洞明细列表页，鼠标悬浮目标漏洞右侧操作栏的状态变更并单击状态操作，可变更状态。

说明

确认处理：根据详情页的漏洞描述和修复方案处置完成后，可确认处理漏洞。

标为修复中：根据详情页的漏洞描述和修复方案正在进行处置时，可将漏洞标为修复中。

忽略检测：忽略时可根据实际场景填写备注。忽略后，主机安全或漏洞扫描服务将不再对所选漏洞进行检测。

重新检测

方式1：在漏洞明细列表页，勾选目标漏洞，单击列表上方重新检测，可批量重新检测。

方式2：在漏洞明细列表页，单击目标漏洞右侧操作栏的重新检测，可重新检测。

说明

待处理和修复中的漏洞支持重新检测。

忽略记录

在漏洞管理页，单击“忽略记录”可查看已忽略检测的记录，在忽略记录列表页可取消忽略。取消忽略后将恢复对该漏洞的该资产的检测。

方式1：在忽略记录列表页，勾选目标漏洞，单击列表上方取消忽略，可批量取消忽略记录。

方式2：在忽略记录列表页，单击目标漏洞右侧操作栏的取消忽略，可取消对应的忽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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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漏洞管理，进入漏洞管理页面。

2. 在漏洞管理页面，单击资产漏洞，进入主机漏洞列表。

3. 在主机漏洞列表，可查看漏洞详情信息，并支持漏洞扫描功能。

 

漏洞详情

 在漏洞明细列表，单击目标漏洞右侧操作栏的查看详情，进入详情页，可查看该漏洞的基础信息。

漏洞同步

在漏洞明细列表右上角，单击刷新 按钮，即可与主机安全同步漏洞。

导出

在漏洞明细列表右上角，单击导出 按钮，默认导出列表的全部数据， 也可以选择勾选导出部分数据。

说明

勾选列表上方“全选框”，则为选中当前页全部数据。

切换全屏模式

在漏洞明细列表右上角，单击 切换全屏模式,即切换是否全屏显示。

资产漏洞

单击“资产 ID”，进入详情页，可查看该资产详细信息。

单击“漏洞（主机安全）”的风险个数，可查看该资产涉及来自主机安全的漏洞数据。

单击“漏洞（扫描服务）”的风险个数，可查看该资产涉及来自漏洞扫描服务的漏洞数据。

单击扫描，对该资产通过漏洞扫描服务进行扫描。

说明

未添加表示您未在漏洞扫描服务控制台将该主机添加到 资产管理  的主机列表中。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vulne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ss/assets/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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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漏洞管理页面，单击网站漏洞，进入网站漏洞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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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漏洞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16 19:01:21

安全运营中心支持对互联网上突然出现的紧急漏洞进行检测。应急漏洞页面，将会展示近期爆发出的漏洞，您可通过安全运营中心漏洞管理提供的应急漏洞检测功能，对您

的资产进行实时检测，确认是否有资产受到影响。

如需查看和检测应急漏洞功能，需已开通 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 。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漏洞管理。

2. 在漏洞管理页面，单击应急漏洞，进入应急漏洞页面。

3. 在应急漏洞页面，您可以查看所有的漏洞预警，可通过输入漏洞名称或编号定位漏洞，也可以通过筛选漏洞类型、风险等级及收录时间筛选漏洞。

最近检测结果状态说明：

4. 所有符合筛选条件的漏洞，将出现在下方漏洞列表中。

4.1.1 您可在应急漏洞列表页，选择目标漏洞，在右侧操作栏单击一键检测，同意并勾选安全检测协议后，进入一键检测页面。 

 

4.1.2 在一键检测页面，选择检测目标开始检测。检测目标分为所有主机一键检测和选择部分主机一键检测，选择完成后，单击开始检测。若检测后存在漏洞风险，

将在列表更新风险数量。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检测中：正在检测。

所选检测主机暂无风险：检测完成后，不存在该漏洞。

n 个资产存在该漏洞：检测完成后，若存在该漏洞，统计存在漏洞的资产数，单击资产数 n，右侧边栏抽屉展示详情，可对资产进行忽略或根据修复方案进行修复。

注意

忽略后，主机安全对该漏洞检测时，将不再对所选主机进行检测，且不可取消忽略。

暂未检测：安全运营中心已经设置运营规则的应急漏洞，如从未进行检测，则展示 “暂未检测”，未设置运营规则的应急漏洞，暂不支持“一键检测”，“最近检测

结果” 中展示 “--”。

一键检测：部分应急漏洞提供一键检测功能，若检测后存在漏洞风险，将在列表更新风险数量。

注意

漏洞一键检测功能仅进行无攻击的概念验证测试，验证过程需要用户安装 主机安全 Agent ，如果未安装将无法使用该功能。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oc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vulner/urgen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wp/asset/machine/install


安全运营中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6 共128页

查看漏洞详情，您可在应急漏洞列表中，选择目标漏洞，在右侧操作栏单击查看详情，打开漏洞情报。

云安全配置管理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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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1-12-24 15:06:43

云安全配置管理提供腾讯云上相关云产品的安全配置检查功能，包括计算与应用配置安全、网络配置安全、存储与数据安全及身份接入安全四大维度的安全配置检查与管

理，为您在腾讯云上业务的安全运行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

前提条件

如需使用云安全配置管理功能，需已开通 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 。

如您未创建服务预设角色并授予安全运营中心相关权限，在 云安全配置管理页面 ，请单击前往访问管理，进入角色管理页面，单击同意授权，如您已授权请跳过此步。

名词解释

名词术语 含义

配置检查项 对云上产品配置的安全性进行检查，每个配置检查项意味着对某个配置的特定安全要求，这种安全要求往往要来源于某种规范。

配置检查策略 要求云上特定产品范围符合某种配置检查项集合要求的检查策略。

配置检查结果 配置检查后的实际检查结果，即不符合/符合配置要求的情况。

规范 配置检查项的集合，往往对应一种法律法规或公司规范，例如：等保2.0三级要求。

检查对象 某条配置检查项所检查的云产品。

配置风险 检查对象的实例违反某个策略下的配置要求项，即为一项配置风险。不同策略下的相同配置项检查结果依然为不同的配置风险。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oc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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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检查结果
最近更新时间：2021-12-24 15:06:56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安全配置管理 > 配置检查结果，进入配置检查结果页面。

2. 在配置检查结果页面，选择配置检查策略，页面展示检查策略启用情况、已选策略的检查结果统计数据和明细表。默认展示全部配置检查策略的检查结果。

在 配置检查结果  明细表中，可以查看每个配置要求检查的详情（其中，资产总数显示了符合要求与不符合要求的资产数量并以颜色区分），还可以进行搜索、筛选、处置和

立即检查等操作。

查看统计数据

查看当前已开启的配置检查策略个数

说明

关于配置检查策略的启用/停用控制，请前往 配置检查策略  进行操作。

查看配置检查结果统计数据

云安全配置检查结果的统计数据包括四种检查结果的个数以及总数（通过颜色区分四种检查结果）。将鼠标置于检查结果的环形图上，显示对应的统计数量。

检索结果

搜索

在配置检查结果明细表的右上方，可以通过配置要求的关键字进行搜索。

筛选

单击配置检查结果明细表的表头“检查类型”、“检查对象”或“检查结果”，即可进行配置检查结果的筛选。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config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config/resul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64/66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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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配置检查结果  明细表中，单击操作栏下的查看详情，进入该检测项的“检查详情”页面。 

2. 在“检查详情”页面，可查看基础信息、相关信息、不符合要求资源列表、符合要求资源列表、无法检查的资源列表和忽略的资源列表。

  

查看结果列表

查看详情

说明

部分检查项是针对云平台的统一配置（例如：日志审计），检查结果详情页仅显示检查结果的基础信息和相关信息，资产总数为1。

查看检查策略

单击基础信息中的“检查策略名称”，跳转至配置检查策略列表，可以查看该策略并进一步操作。

查看帮助文档

单击相关信息中的帮助文档链接，可以查看当前配置修复建议的在线帮助文档。

搜索配置检查的资源

在不符合要求资源列表、符合要求资源列表、无法检查的资源列表和忽略的资源列表的右上方，均可通过资产 ID、Uid、资产名称、内网 IP 或用户名称的关键字进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config/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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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搜索。

查看资源的配置风险信息

在不符合要求资源列表、符合要求资源列表、无法检查的资源列表和忽略的资源列表中，单击资产名称即可跳转至该资产的配置风险列表页，可以查看配置风险信息

并进一步操作。

导出不符合要求资源信息

在不符合要求资源列表的右上角，单击 即可将不符合要求资源信息导出为 Excel 文件。

说明

当前仅支持导出前5000条数据。

前往处置

在不符合要求资源列表中，单击操作栏下的前往处置跳转至该资产的资产详情页，可以查看详情并进一步操作。

立即检查

在不符合要求资源列表中，选中一个或多个资产并单击立即检查，开始对所选资产进行配置检查。检查结束时，页面弹出提示“操作成功”。

忽略检查结果

在不符合要求资源列表中，选中一个或多个资产并单击忽略，在弹出框中填写忽略原因，确认后即可忽略所选资产的配置检查结果。

前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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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配置检查结果  明细表中，单击操作栏下的前往处置跳转至该配置检查的修改页，可以重新修改对应的配置要求。

在 配置检查结果  明细表中，单击操作栏下的立即检查，开始对应的配置检查。检查结束时，页面弹出提示“操作成功”。 

说明

部分检查项的前往处置呈灰色不可用状态，表示配置要求不可修改。

立即检查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config/resul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config/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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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检查策略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6 11:25:00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安全配置管理 > 配置检查策略，进入配置检查策略页面。

2. 初始状态下，云安全配置检查策略包括以下两个策略：

在云安全配置检查策略列表中，可以查看资产检查范围和配置检查项的清单，并对策略进行搜索、筛选、排序来检索需要的策略。

1. 在 配置检查策略  策略列表的上方，单击新建策略，进入新建策略页面。

2. 在新建策略页面，自定义配置检查策略的基本信息、检查资产范围和配置检查项。

首次进入页面

腾讯云默认安全规范检查：系统内置的检查策略，默认是启用状态。检查范围是全部资产，配置检查项是全部检查项。

老版本配置检查迁移策略：针对老版本用户用于迁移的自定义配置检查策略，默认是启用状态，系统内置的腾讯云默认安全规范检查策略是停用状态。策略周期与老

版本中配置的检查时间相同。配置检查项是全部检查项。

检索策略

搜索

在云安全配置检查策略列表的右上方，可以通过策略名的关键字进行搜索。

筛选

单击云安全配置检查策略列表的表头“策略类型”和“启用状态”，即可进行策略的筛选。

排序

单击云安全配置检查策略列表的表头“配置检查项”和“最近检查时间”，即可进行策略的排序。

新建配置检查策略

基本信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config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config/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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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可以通过配置要求的关键字进行搜索，配置检查项至少选择一个，不能为空。

策略名称、策略检查周期和策略检查时间是必填项。其中，策略检查周期可以多选。

检查资产范围

可以通过资产组、项目、资产类型和资产名称的关键字进行筛选/搜索。默认是全部资产，也可以不设置任何资产接受该策略的配置检查。 

配置检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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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在配置检查项列表的下方，可以设置配置检查结果通知的开关。如果开启通知，需要选择通知接收人的账号（主账号和子账号）。

   

3. 以上三项设置完毕，单击确定，新建成功的配置检查策略出现在配置检查策略列表中，默认是启用状态。

说明

开启通知，表示该策略执行完毕即向所选账号发送短信、邮件和站内通知，内容包括检查策略名称、检查完成时间和检查结果统计，单击链接即可

查看完整的检查结果。

选择子账号之前，建议单击图标 刷新子账号下拉选项。

管理配置检查策略

说明

启用状态的配置检查策略，不可编辑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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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 配置检查策略  策略列表中，单击操作栏下的立即检查，开始对应配置要求的配置检查。 

1.2 检查过程中，该策略的所有按钮呈灰色不可操作，最近检查时间显示为“检查中”。检查结束时，页面弹出提示“操作成功”，最近检查时间显示为检查结束的时

间。

  

编辑策略

在 配置检查策略  策略列表中，单击操作栏下的编辑，可以重新编辑该策略的基本信息、检查资产范围和配置检查项，单击确定即可保存。 

删除策略

在 配置检查策略  策略列表中，单击操作栏下的删除，经过二次确认后即可将该策略删除。 

启用配置检查策略

在 配置检查策略  策略列表中，单击 即可开启策略，即可在 配置检查结果页面  使用已启用的策略进行配置检查。 

执行配置检查策略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config/strateg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config/strateg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config/strateg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config/strateg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config/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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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安全配置检查项
最近更新时间：2021-12-24 15:07:03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安全配置管理 > 云安全配置检查项，进入云安全配置检查项页面。

2. 在云安全配置检查项页面中，支持通过搜索、筛选两种方式来检索所需到检查项。

3. 检索所需到检查项后，单击配置要求，弹出“配置详情”弹窗，可查看该配置检查项的基础信息和相关信息。

4. 在“配置详情”弹窗中，将鼠标悬浮在基础信息中的引用策略链接上，显示具体的配置检查策略清单；单击“策略链接名称”跳转至配置检查策略列表，可以查看该策略

并进一步操作；单击相关信息中的帮助文档链接，可以查看当前配置项的在线帮助文档。

搜索

 在云安全配置检查项列表的右上方，可以通过配置要求的关键字进行搜索。 

筛选

 单击云安全配置检查项列表的表头“检查类型”、“检查对象”、“风险等级”和“相关规范”，即可进行配置检查项的筛选。 

可以查看每个配置检查项的详细信息，也可以进行配置检查项的搜索与筛选。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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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露监测

Github API 泄露监测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5 10:18:59

Github API 泄露监测是腾讯云为用户免费提供的 API 泄露监测安全能力。通过与 Github 官方合作，可秒级发现含 API 密钥的风险代码并进行风险告警。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泄露监测，进入泄露检测页面。

2. 在泄露检测页面单击 Github API 泄露监测，进入 Github API 泄露监测页面。

3. 在 Github API 泄露监测页面可以查看当前风险状态、泄露统计、泄露事件。

说明

目前 API 密钥泄露是实时检测的，自定义泄露事件是8小时检测一次。

操作步骤

风险状态：展示了您的账号在 Github 泄露监测事件中的风险状态（危险或安全），同时可进行相应处理操作。

危险：存在待处理的 Github API 泄露事件。

安全：不存在待处理的 Github API 泄露事件。

立即处理：单击立即处理可查看最新泄露事件详情。

密钥配置最佳实践：单击密钥配置最佳实践可查看相关说明文档。 

 

泄露统计：展示了待处理泄露事件数、历史总泄露数、近一月泄露数。

待处理泄露事件数：未在安全运营中心确认处理的 Github API 泄露事件数。

历史总泄露数：历史发生过的 Github API 泄露事件数。

近一月泄露数：近一个月发生过的 Github API 泄露事件数。 

  

泄露事件：根据泄露账号、泄露地址、SecretId、最近发现时间及状态维度展示所有 Github 泄露事件。

事件列表：在 Github API 泄露监测页面下方将展示泄露事件列表，您可根据最近发生时间查询泄露事件，也可单击泄露地址前往查看。 

 

查看事件详情：您可找到目标泄露事件，在右侧操作栏，单击查看详情，进入事件详情页，在详情页您可根据详细信息和修复建议，对泄露事件进行修复。修

复完成后，请单击确认处理进行确认。如为误报，您可标记为误报。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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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泄露事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0 14:58:40

自定义泄露事件是根据您配置的关键词，监测来源 GitHub、网络黑市的泄露事件，每8小时检测一次。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使用安全运营中心的自定义泄露事件功能。

在使用泄露监控功能前，需已完成 自定义泄露规则设置 。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泄露监测，在泄露监测页面，单击自定义泄露事件，进入自定义泄露事件页面。

2. 在自定义泄露事件页面可以通过输入事件名称或地址、选择情报来源、命中规则、处理状态、发现时间，定位泄露事件。

3. 对泄露事件进行处理。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确认处理泄露事件

 确认处理，表示泄露信息已删除，事件状态将改为已处理。 

方式1：在泄露事件列表中，选择需要确认处理泄露事件，单击目标泄露事件前方的复选框，选择完成后，在泄露事件列表左上角，单击确认处理，在弹窗中，

再次单击确认处理，即可批量确认处理事件。

方式2：在泄露事件列表中，找到需要确认处理的目标泄露事件，在泄露事件右侧操作栏，单击确认处理，在弹窗中，再次单击确认处理，即可确认处理目标事

件。

将泄漏事件加入白名单

 将泄漏事件加入白名单，实际上是该泄露事件对应的 URL 加入白名单，加入白名单后表示将不再监测该 URL 的泄露事件。 

  

方式1：在泄露事件列表中，选择需要确认加入白名单的泄露事件，单击目标泄露事件前方的复选框，选择完成后，在泄露事件列表左上角，单击加白名单，在

弹窗中，单击确定加白，即可批量将泄漏事件加入白名单。

方式2：在泄露事件列表中，找到需要加入白名单的目标泄露事件，在泄露事件右侧操作栏，单击加白名单，在弹窗中，单击确定加白，即可将目标事件加入白

名

将泄露事件标为误报

 标为误报，表示该泄露事件处理状态将修改为“误报”事件，标为误报事件的 URL 仍将根据关键字继续监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64/4183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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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看泄露事件详情。

4.1 在泄露事件列表中，找到需要查看的泄露事件，在泄露事件右侧操作栏，单击查看详情，即可对目标泄露事件进行查看。

  

4.2 在事件详情页面可查看首次发现时间、最新发现时间、泄露类型、泄露地址、泄露账号、泄露危害、处理状态及修复建议等信息，同时可以对泄露事件进行确认处

理、加白名单及标为误报操作。

  

  

方式1：在泄露事件列表中，选择需要确认标为误报的泄露事件，单击目标泄露事件前方的复选框，选择完成后，在泄露事件列表左上角，单击标为误报，在弹

窗中，单击确定标记，即可批量将泄漏事件标为误报。

方式2：在泄露事件列表中，找到需要标为误报的目标泄露事件，在泄露事件右侧操作栏，单击**标为误报**，在弹窗中，单击**确定加白**，即可将目标事件

标为误报。

导出泄露事件

您可在自定义泄露事件列表右上角，单击导出 ，默认导出列表的全部数据， 也可以选择勾选或筛选导出部分数据.。

说明

若在列表上方勾选“全选框”，则为选中本页全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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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监测规则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0 17:51:26

如需使用自定义监测规则功能，需已开通 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 。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泄露监测，在泄露监测页面，单击自定义监测规则，进入监测规则设置页面。

2. 监测规则配置模块左上角，单击添加，在添加监测规则弹窗中，填写规则名称、规则类型及监测关键字，填写完成后，单击添加即可。

字段说明：

3. 添加成功后，该规则将会出现在规则列表中，同时 泄露监测系统  将会对该类型的该关键字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将以命中次数呈现。

前提条件

监测规则配置

规则名称：填写监测规则的名称。

规则类型：GitHub 泄露监测、网络黑市监测。

监测关键字：建议以公司产品名称、公司域名、内部账号（云账号及邮箱等）和代码敏感字段作为组合关键字进行监测，关键词之间以空格分隔。

说明

最多可配置50条自定义监测规则。

编辑监测规则

  在监测规则配置模块中，找到需要编辑的监测规则，在右侧操作栏，单击编辑，可以对规则名称、规则类型及监测关键字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单击确定即可。 

   

删除监测规则

方式1： 在监测规则配置模块中，选择需要删除的规则，单击目标规则前方的复选框，选择完成后，在监测规则配置模块左上角，单击删除，在弹窗中确认删

除，即可批量删除所选规则。 

    

方式2：在监测规则配置模块中，找到需要删除的监测规则，在右侧操作栏中，单击删除，在弹窗中确认删除，即可删除所选规则。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oc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etting/monito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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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泄露监测，在泄露监测页面，单击自定义监测规则，进入监测规则设置页面。

2. 在管理白名单模块左上角，单击添加，在添加白名单弹窗中，填写 URL 及添加原因，填写完成后，单击添加。

3. 添加完成后，该白名单将出现在管理白名单列表中。

 

规则开关

 在监测规则配置模块中，选择目标规则，可开启或关闭规则开关。开启规则开关，表示安全运营中心将对该规则的相关关键字进行监测。关闭规则开关，表示安全运

营中心将不对该规则的相关关键字进行监测。

   

管理白名单

注意

加入白名单后，在泄露监测页面将不再展示该 URL 的监测结果，因此需要在此补充说明添加白名单的原因。

编辑白名单

 在管理白名单列表中，找到需要编辑的白名单，在右侧操作栏，单击编辑，即可对 URL 及添加原因进行编辑，编辑完成后，单击确定即可。 

删除白名单

方式1： 在管理白名单模块中，选择需要删除的白名单，单击目标白名单前方的复选框，选择完成后，在管理白名单模块左上角，单击删除，在弹窗中确认删

除，即可批量删除白名单。 

    

方式2：在管理白名单模块中，找到需要删除的白名单，在右侧操作栏中，单击删除，在弹窗中确认删除，即可删除所选白名单。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etting/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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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露防护方案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5 10:11:31

泄露防护方案提供 Github API 泄露实时监测及告警、KMS - 白盒密钥管理及 SSM - 凭据管理系统的防护管理功能。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泄露监测，进入泄露监测页面。

2. 在泄露监测页面，单击泄露防护方案，进入泄露防护方案页面。

3. 在泄露防护方案页面，可查看监测告警和防护管理。

操作步骤

监测告警

自定义监测规则设置 

腾讯云与 Github 合作，为用户免费提供实时云 API 密钥泄露监测，同时您也可以单击前往设置，前往腾讯云安全运营中心设置 自定义监测规则 ，监测私有

密钥以及凭据类信息泄露事件。

告警设置 

检测到泄露事件后，腾讯云将自动以短信和站内信的方式进行告警。您也可在 账号信息  中绑定微信账号或关注腾讯云助手，以便更及时获取告警信息。

防护管理

KMS - 白盒密钥管理 

为提前规避 API 密钥泄露带来的业务风险，推荐接入腾讯云 白盒密钥管理系统  进行白盒加密，并绑定设备指纹，解决 Github 密钥泄露、黑客密钥逆向分

析，以及内部员工离职带来的 API 密钥安全管理问题。您可单击 立即申请  申请使用，也可单击 了解更多  查看详情。

SSM - 凭据管理系统 

若对数据库连接、敏感 IP 端口、Tokens、SSH 密钥等敏感凭据，推荐采用腾讯云  凭据管理系统  进行托管式管理、加密及轮换等操作。接入凭据管理系统

后，代码或配置文件里仅存在非敏感的凭据索引信息，没有实际的凭据内容。您可单击 立即购买  进行购买使用，也可单击 了解更多  查看详情。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monitor/plan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monitor/rul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kms2/whitebox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dzoidihjxe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73/4317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m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sm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s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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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告警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6 11:33:51

威胁告警模块使用了腾讯云的威胁分析方法和事件调查能力，您可在这里急需关注、重保监控等场景查看并分析存在潜在威胁的告警。

为了对公有云上的威胁告警进行集中运营与分析，安全运营中心采集了 主机安全 、 云防火墙 、 Web 应用防火墙  的告警，并且可以通过关闭、开放状态对告警进行状态管

理。

您可在告警详情中对告警进行各类处置，所有历史处置动作都将记录在处置中心。安全运营中心同时集成了腾讯威胁情报中心的数据，从而加强了处置的便利性。如果您暂

时无重大影响的告警产生，可以按照使用指导区的页面提示生成样例告警，样例告警仅在系统中保存10分钟，以便于了解产品能力。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威胁告警 ，进入威胁告警页面。

2. 页面弹出威胁运营指导提示框，可以浏览威胁告警的指导说明。

3. 在威胁告警上侧是使用指导区，默认显示功能使用说明。单击查看全部说明可以查看完整的说明文档。单击威胁运营指导页面弹出威胁提示框（详细说明见 步骤2  ）。

若要查看威胁告警列表以及更多操作，单击右上角的隐藏即可将此区域隐藏起来。隐藏后单击功能使用说明还可展示此区域。

4. 在使用指导区的下方，分别是快速筛选区、主要功能操作区和告警列表展示区。

1. 在快速筛选区的上半部分，可选择一种场景，并按照该场景下的昨天、今天、近7天、近30天或自定义时间段的筛选告警记录。 

概述

操作步骤

单击不建议项旁边的图标  可以查看对应的详细说明。

单击威胁运营指导手册下载可将手册下载到本地。

单击暂时不用表示暂不下载手册，再次进入威胁告警页面也不再弹出威胁运营指导提示框，但可在功能使用说明区域中单击威胁运营指导再次查看。

快速筛选区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wp/manag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fw/ip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guanjia/ip/lis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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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场景的说明如下：

2. 在快速筛选区的下半部分，可以通过告警来源和告警类别来筛选告警记录。

急需关注

经过安全运营中心分析后，将判断为已经造成资产失陷或有较大可能造成资产失陷的告警筛选出来，需要用户关注并进行逐个排查处置。当告警已经分析或处理完

毕，可关闭告警，关闭后的告警将不再出现在急需关注中。

重保监控

安全运营中心会将无法排除失陷风险的告警都筛选出来，这些告警都具有潜在的不良影响。该筛选模式下会包含急需关注告警。当告警已经分析或处理完毕，可关闭

告警，关闭后的告警将不再出现在重保监控中。

全量告警

不建议作为运营使用，该场景主要面向审计场景，或是怀疑漏报时进行查询使用。这种情况下告警量大，往往难以进行有效的逐一分析。所有关闭后的告警仅会在此

处显示。

告警来源：告警来源包括WAF、主机安全、云防火墙和安全运营中心。告警来源名称右侧的数字，表示当前筛选条件下该来源的告警数量。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告

警来源进行搜索。

告警类别：告警类别分为告警一级类别和告警二级类别，告警一级类别包括 WEB 攻击、漏洞攻击、主机异常行为、恶意程序、暴力破解和访问控制，它们名称右侧

的数字，表示当前筛选条件下该类的告警数量。单击告警一级类别名称，出现对应的告警二级类别下拉菜单，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告警类别进行搜索。



安全运营中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6 共128页

在告警列表展示区，告警列表默认按照告警时间倒序显示。三种场景的告警列表展示内容和操作方法基本一样，详细介绍如下。

在告警列表右上方，单击搜索输入框，选择“资源属性”（即过滤标签），可选择多个“资源属性”（即过滤标签）双击 Enter 分隔，输入关键字，多个关键字用竖

线“|”分隔，输入完成后，单击 Enter 或 即可。 

单击告警列表的表头“告警名称/时间”，可以按照告警名称进行排，也可以按照告警时间的升序/倒序排列。 

单击告警记录列表的表头“告警级别”、“攻击链”、“攻击战术”、“告警动作”、“失陷状态”、“事件调查”、“告警状态”、“资产项目”和“资产组”，即可进

行告警的筛选。

字段说明如下：

主要功能操作区

搜索

排序

筛选

告警级别：可选项包括“未知”、“低危”、“中危”、“高危”和“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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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警列表中，单击告警 ID 旁边的  ，  即可将对应的完整告警 ID 复制出来，以便于后续的查询等操作。 

1. 在告警列表中，单击“告警名称”或者关注点中的“攻击 IP/受害者 IP”，即可进入对应的告警详情页。 

2. 在告警详情页中，可以查看受影响资产的详情、告警情况、告警明细（可单击切换列表模式或 JSON 模式）和告警关注点。 

攻击链：可选项包括“侦查”、“武器化”、“攻击投递”、“漏洞利用”、“安装植入”、“命令与控制”和“目标达成”。

攻击战术：可选项包括“侦查”、“资源开发”、“初始访问”、“执行”、“持久化”、“权限提升”、“防御规避”、“凭证访问”、“发现”、“横向移

动”、“收集”、“命令与控制”、“泄露”和“影响”。

告警动作：可选项包括“仅检测”和“已防御”。

仅检测：是指该告警并未被安全设备阻拦，此类告警需要关注是否可能造成失陷。

已防御：是指该告警已经被防护设备阻拦，并不会造成进一步损害。

失陷状态：可选项包括“确认失陷”、“疑似失陷”、“未失陷”和“未知”。

确认失陷：意味着主机已经失陷，安全运营中心已经回溯了入侵过程。

疑似失陷：意味着主机可能已经失陷，但安全运营中心尚未发现其他证据来进一步佐证失陷。需要进一步人工研判。

未失陷：经过安全运营中心确认，该告警并未对攻击目标造成任何损害。

未知：当前检测技术尚无法有效确定告警是否已经意味着资产失陷。需要进一步人工研判。

事件调查：可选项包括“未生成事件”、“调查中”和“调查完成”。

调查完成：是指当前事件已有分析结果。单击事件调查栏下的查看详情或者单击告警名称 > 事件调查结果，即可查看该事件的基本信息、受影响的资产信息、攻击技战术

的攻击链过程、入侵时间线详情、事件触发的告警列表和事件关注点列表，还可以进行相关操作。

调查中：是指当前事件正在调查中，尚未出结果。

未生成事件：是指没有任何事件关联。

告警状态：可选项包括“开放”和“关闭”。

说明

安全运营中心会对造成失陷风险的告警启动事件调查，还原整体事件攻击过程，并对事件进行定性，调查结束后即可查看详情。部分告警暂不支持调查，

请期待腾讯云后续增加相关场景覆盖。

ATT&CK 中的战术阶段，可参考 MITRE  进行学习了解。后续腾讯云将丰富本地知识库方便您快速理解使用相关能力。

告警列表展示区

复制告警 ID

查看告警详情

https://attack.mit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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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告警关注点列表中，可以单击隔离将受影响资产进行主机隔离操作。

说明

若要查看告警关注点的威胁情报，需已开通 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 。

主机隔离主要用于出现重大安全问题后，避免失陷主机在内部继续渗透而采用的缓解手段。该处置方法可能会导致业务停止，建议处置前与业务人员充分沟

通。

自定义列表管理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oc?type=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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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告警列表右上方的 ，选择字段后，单击确定即可自定义告警列表的显示列，最多可选择14个。 

单击告警列表右上方的 ，即可将其他安全产品检测到的告警事件同步过来。

单击告警列表右上方的 ，即可将当前告警列表中的告警数据导出为 Excel 文件。

如果您曾经在其他产品上修改过告警状态，安全运营中心会将告警状态同步到告警列表中，统一以“关闭”和“开放”两种状态管理。对于已被有效分析和处理的告警，若

是后续不再关注，可以将它关闭。操作方法有以下3种：

手动同步告警事件

导出告警数据

说明

推荐使用“当前展示字段导出”，可以按照当前列表的展示字段导出告警数据。

若选择“全字段导出”，可以按照告警全量列表的字段导出告警数据。

支持导出前5000条告警数据，请根据实际需要选择要导出告警的字段情况。

关闭告警

方式1：选中不再关注的告警，单击告警列表上方的关闭告警，确认后即可关闭选中的告警。若在确认框中同时选中“将7天内相似告警都置为关闭”，会连同所选告警在

7天内相似的告警都关闭。 

方式2：在告警列表的操作栏下单击关闭，确认后即可关闭该告警。若在确认框中同时选中“将7天内相似告警都置为关闭”，会连同该告警在7天内相似的告警都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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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告警列表筛选出调查完成的事件，在事件调查一栏下单击查看详情，进入该事件的详情页面。

2. 在详情页面，可查看对应事件的调查详情，包括事件的基本信息、受影响资产信息、攻击技战术过程、按入侵时间线展现的详情、事件告警列表和事件关注点列表。

方式3：单击告警名称，进入告警详情页，单击页面右上角的关闭告警，确认后即可关闭当前告警。若在确认框中同时选中“将7天内相似告警都置为关闭”，会连同该告

警在7天内相似的告警都关闭。 

查看事件调查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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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攻击技战术过程中，单击“有内容呈现的图标”，即可显示对应的技战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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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警列表中，将鼠标置于告警的任意位置，对应告警的资产IP旁边出现图标 ，再将鼠标置于该图标 上并等待几秒，弹出该资产的卡片，显示资产详情。 

1. 在告警列表筛选出调查完成的事件，在事件调查一栏下单击查看详情，进入该事件的详情页面。

2. 在详情页面，可查看对应事件的调查详情，包括事件的基本信息、受影响资产信息、攻击技战术过程、网络攻击的关联关系图、事件告警列表和事件关注点列表。单击导

出事件调查报告可将该事件的调查报告导出到本地。

查看资产卡片

查看事件调查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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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事件详情页的关联关系图中，展示了基于攻击 IP 和受害 IP 等实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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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WEB 攻击事件为例，它的关联关系图如上图所示。除了在图中拖拽实体图标进行查看，还可进行以下操作：

单击左下角的图例，可以显示所有图标代表的含义；再次单击图例可将其隐藏起来。

IP：表示无法关联到资产的 IP 关注点。

资产：表示关联到资产的 IP 关注点。

域名：表示关注点中的域名（例如：恶意连接、受害者、可疑连接）。

单击右下角的图标，可以对关联关系图进行放大、缩小、自动布局等设置。

将鼠标悬浮在实体图标上，显示对应实体的详细信息；对于攻击者 IP，还可进行一键封禁的操作；对于受害者 IP，还可跳转到对应的策略管理页面并进行策略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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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中心

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1-12-24 15:11:23

您可以在处置中心查询所有在安全运营中心下发的处置动作，这些处置动作可以在  威胁告警  模块进行人工下发，也可以通过 自动编排响应剧本  进行自动下发。 

目前安全运营中心已经集成了 Web 应用防火墙 、 云防火墙 、 主机安全 、 安全组  产品的处置能力，处置能力覆盖 IP 封禁、域名封禁、文件隔离和安全组隔离。 

您可以在处置中心对处置记录进行查询和撤回，并可以对不想进行处置的对象进行加白处理，以防止误处置。

如果您有多样的处置需求，建议您使用安全运营中心进行集中处置，以避免多产品处置的烦恼以及处置动作管理上的混乱。

腾讯云正在不断完善我们的处置能力，还请您持续体验，如有需求还请通过 联系我们  反馈。

本节内容涉及一些名词术语，相关基本概念如下表所示。

如需使用处置中心功能，需已开通  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 。

功能简介

名词解释

名词术语 含义

处置 为了缓解或彻底解决安全问题，对关键实体（资产、IP、域名、用户等）执行的处理动作。

响应 对告警或事件进行后续分析、调查、处置等一系列动作的集合。

实体 安全分析中会使用到的关键对象，可能包含资产、IP、域名、用户、文件、进程、URL。

前提条件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threa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playbook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guanjia/ip/lis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fw/ip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wp/manag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pc/securitygroup?rid=1&rid=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64/5971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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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记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1-12-24 15:11:32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处置中心 > 处置记录，进入处置记录页面。

2. 在处置记录页面，默认显示处置中心的功能使用说明，单击查看全部说明可以查看完整的说明文档。若要查看处置列表，单击右上角的隐藏即可将此区域隐藏起来。隐藏

后单击功能使用说明还可展示此区域。

3. 在处置记录页面下侧的处置列表中，主要对各类实体的处置动作进行集中管理，包括威胁告警的拦截 IP、自动编排响应记录的封禁 IP 和文件隔离列表。默认按照处置时

间倒序显示。

4. 在处置记录列表上方，可以筛选昨天、今天、近7天、近30天或自定义时间段的处置记录，还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对于处置动作为“隔离”的处置记录，处置参数记录的是告警 ID。单击告警 ID 即可跳转至对应的页面查看告警详情和进一步操作。单击告警 ID 旁边的 ，即可将对应

的告警 ID 复制出来，以便于后续的查询等操作。

查看处置记录

搜索

在处置记录列表的右上方，可以通过 IP、域名或文件 MD5 的关键词来搜索处置记录。

筛选/排序 

单击处置记录列表的表头“对象类型”、“处置动作”、“处置时效”、“处置参数”、“执行系统”、“处置类型”和“处置状态”，即可进行处置记录的筛选；单击

处置记录列表的表头“处置时间”，可以按照升序或降序显示处置记录。

查看/复制处置参数

查看执行系统

单击执行系统，即可跳转至对应的执行系统操作页面。例如：单击主机安全，进入主机安全系统的文件查杀页面，您可根据具体情况进一步操作。

处置状态

安全运营中心会定期从各个执行系统同步各种封禁和处置状态，处置状态分为以下三种：

成功：下发成功并且生效。

撤回：下发成功后单击操作栏下的撤回并确认操作，或者通过状态同步发现本应生效的处置在对应执行系统已经删除。撤回后的处置记录呈灰色，只能查看不可操

作。

失效：下发成功后的处置动作超过了失效时间，所以变更为失效状态。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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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置记录列表上方单击新建处置，填写相关参数，单击确定即可针对 IP 或域名新增处置动作。 

参数说明：

说明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产品处置冲突问题，最终以执行系统上的封禁和隔离情况为准。

新建处置

处置对象类型：选择 “IP”或“域名”。

处置对象：若处置对象类型为“IP”，在此输入一个或多个 IP，多个 IP 需要换行输入；若处置对象类型为“域名”，在此输入一个或多个域名，多个域名需要换行输

入。

注意

处置对象最多支持50个，若超过最大限制将无法下发处置动作。

如果批量处置下发时，部分处置对象下发失败，请参考页面提示进行重试或问题排查。

处置动作：固定为“封禁”，无需选择。

处置参数：若处置对象类型为“IP”，可选择“出站”、“入站”或“双向”；若处置对象类型为“域名”，固定为“出站”，无需选择。

执行系统：若处置对象类型为“IP”且处置参数为“入站”，可选择“云防火墙”或“WEB应用防火墙”；若处置对象类型为“IP”且处置参数为“出站”或“双

向”，固定为“云防火墙”，无需选择；若处置对象类型为“域名”，固定为“云防火墙”，无需选择。单击执行系统旁边的 即可进入对应的执行系统配置页面。

处置时效：选择“1天”、“7天”或“永久”，默认选择“7天”。

处置原因：建议记录当前的处置结论或原因，以便于后续跟踪和管理。

批量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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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置记录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相同执行系统的处置记录并单击撤回，即可进行批量撤销。

单击处置记录列表右上方的 ，选择字段后，单击确定即可自定义处置记录列表的显示列。

单击处置记录列表右上方的  即可将云防火墙和 Web 应用防火墙的有效处置记录同步过来。

注意

单次批量撤回处置记录最多支持50个，若超过50个，建议分批进行撤回。

如果批量撤回时，有撤回失败的情况，请参考页面提示进行重试或直接登录对应的执行系统进行检查和撤回。

自定义列表管理

手动同步告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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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白名单
最近更新时间：2021-12-24 15:11:37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处置中心 > 处置白名单，进入处置白名单页面。

2. 在处置白名单页面，默认显示处置中心的功能使用说明，单击查看全部说明可以查看完整的说明文档。若要查看处置列表，单击右上角的隐藏即可将此区域隐藏起来。隐

藏后单击功能使用说明还可展示此区域。

3. 在处置白名单列表上方，单击新增，填写相关参数，单击确定即可新增加白处置的对象。

参数说明

说明

处置对象类型不同，需要配置的参数也有所不同。

处置白名单类型：选择 IP。

加白对象：输入加白对象的 IP，多个 IP 需要换行输入。

加白处置动作：选择“封禁”或“隔离”，表示命中白名单后的处置动作。

加白处置参数：选择“入站”或“出站”。

加白原因：简单描述 IP 加白的原因。

处置白名单类型：选择域名。

加白对象：输入加白对象的域名，多个域名需要换行输入。

加白处置动作：固定为“封禁”，无需选择。

加白处置参数：固定为“出站”，无需选择。

加白原因：简单描述域名加白的原因。

处置白名单类型：选择文件。

加白对象：输入加白对象的文件 MD5，多个文件需要换行输入。

加白处置动作：固定为“隔离”，无需选择。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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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处置白名单列表的右上方，可以通过 IP、域名或文件 MD5 的关键词来搜索处置白名单。 

5. 在处置白名单列表中，选中一个或多个处置白名单，单击删除，确认后即可删除所选的处置白名单。

加白处置参数：选择“全部资产”表示您在安全运营中心接受管理的所有资产；选择“限定资产范围”，还需输入资产的内网 IP，多个IP需要换行输入。

加白原因：简单描述文件加白的原因。

注意

白名单删除后不可恢复，请确定是否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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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编排响应

功能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01-12 14:28:14

自动编排响应为您提供云原生的安全编排与自动化响应处置功能，可针对云上安全事件为您提供安全编排剧本，实现高效的自动化响应处置。目前，自动编排响应剧本包括

两类：实时响应和周期响应，可针对新产生的威胁告警进行响应。

如需使用自动编排响应，需已开通  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 。

自动编排响应已内置以下5个系统剧本：

外连黑主机是由客户资产主动发起的与恶意 IP 及域名之间的数据通信，外连黑主机的行为代表用户资产很大可能已处于失陷的状态。

通过安全编排对恶意 IP 及域名进行分析，同时结合用户资产的历史可疑行为综合研判，协助用户进行封禁 IP，系统重装，镜像回滚等处置操作。

流量威胁漏洞是攻击者通过已知漏洞在互联网上进行探测盲扫，如果用户的资产中存在该漏洞的组件并暴露在公网，用户资产即有被攻击者利用，并导致资产失陷的风险。

通过执行安全编排可以帮用户及时发现漏洞利用威胁，并提醒用户修复含漏洞的组件以及主动排除相关潜在的风险行为。

僵木蠕毒是黑客通过各种攻击手段植入在受害者机器上的恶意程序，会与恶意 IP 及域名通信，窃取用户隐私数据，甚至在用户以及腾讯云网络内部进行横向攻击造成巨大损

失。

通过执行安全编排帮助用户隔离清除僵木蠕毒，并根据病毒木马的行为操作帮助用户重装或回滚镜像，第一时间将风险威胁降到最低。

查询云防火墙的告警，并自动聚合过去30分钟内的低误报、高风险类的告警，通过攻击次数、命中规则数、攻击目标数、拦截数、高危告警数等指标，结合历史攻击封禁情

况与威胁情报分数，对攻击 IP 进行综合打分，判断其是否应通过云防火墙封禁，如 IP 风险高，达到综合阈值，则对攻击 IP 进行封禁，使用云防火墙封禁，封禁时效为1

天。

自动关闭攻击失败的告警，提升您的安全运营效率。

前提条件

内置剧本功能

流量威胁外连黑主机剧本

流量威胁漏洞利用剧本

主机安全反病毒木马剧本

低误报高风险云防攻击 IP 重保封禁剧本

说明

使用该功能需要用户已购买 云防火墙 。

攻击失败告警批量关闭剧本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o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32/38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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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中心
最近更新时间：2021-12-24 15:12:39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自动编排响应 > 概览中心，进入概览中心页面。

2. 在概览中心页面，您可以查看自动编排响应相关的统计数据。包括以下内容：

核心统计指标：包括待人工跟进记录数、响应失败记录数、今日响应完成记录数、近7天响应完成记录数和累计响应完成记录数，单击具体的记录数，可跳转至响应记录

列表进行查看和进一步操作。

待人工跟进记录

 您可查看当前需人工跟进的所有响应记录，默认显示5个最新记录。

单击查看全部，可前往威胁告警列表，查看当前所有告警信息并进一步操作。

单击告警名称，跳转至对应的告警详情页进行查看和进一步操作。

响应失败记录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o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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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查看当前响应失败的所有响应记录，默认显示5个最新记录。操作方法与待人工跟进记录的一致（详见上方内容）。

响应记录状态分布

 您可查看近24小时或近7天的告警响应记录状态分布图，将鼠标悬浮在图中即可显示具体的统计数据。 

  

触发响应的告警类型分布

响应趋势

您可查看人工跟进和自动响应的趋势图，将鼠标悬浮在图中即可显示具体的时间点及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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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中心
最近更新时间：2021-12-24 15:12:48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自动编排响应 > 剧本中心，进入剧本中心列表。

2. 在已发布剧本列表，您可通过启用状态、剧本名称或针对告警的关键字对剧本进行查询。

参数说明

3. 在已发布剧本列表中，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说明

剧本操作功能正在优化中，当前的剧本列表展示的是优化之前创建的剧本。

剧本来源：系统默认、自定义。

说明

自定义剧本是自动编排响应功能优化之前创建的，目前仅支持查看。

类型：实时响应、周期响应。

状态：关闭、启用。

针对告警：展示剧本响应的告警。多个告警时，可将鼠标悬浮在告警数量上查看全部告警名称。

  

启用状态：默认开启。拖动启用状态钮即可控制对应的剧本状态。

说明

从开启切换成关闭状态后，该剧本将不再对新的告警进行响应，已进入响应流程的告警将停止响应。

从关闭切换成开启状态后，该剧本将对新产生的告警进行响应，但不对在关闭状态下这段时间内产生的告警进行响应。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o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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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剧本列表中，单击实时响应剧本名称即可查看它的基础信息、实时响应统计图表和编排图谱；单击周期响应剧本名称即可查看它的基础信息和编排图谱。

响应动作数：展示剧本的所有响应动作数量，单击对应的数字，可前往图谱编排页面进行查看。

自动响应记录：展示剧本自动响应完成的记录数量，单击对应的数字，可前往威胁告警页面进行查看。

需人工跟进记录：展示剧本当前需人工跟进的记录数量，单击对应的数字，可前往威胁告警页面进行查看。

响应失败记录：展示剧本当前响应失败的记录数量，单击对应的数字，可前往威胁告警页面进行查看。

最近运行时间：展示剧本最新的运行时间，实时响应类剧本实时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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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记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1-12-24 15:15:14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自动编排响应 > 响应记录，进入响应记录页面。

2. 在响应记录页面，可以搜索/筛选响应记录，也可以自定义响应记录列表的表头。

3. 在响应记录页面，可以查看并处理响应告警。

单击切换“时间”，来查询不同时间段的响应事件。

单击“响应状态”，通过“需人工跟进、已自动响应、执行中、响应失败、已人工处理”和“全部”这几种状态对响应记录进行查找。

单击搜索框，可通过剧本名称的关键字对响应记录进行查找。

自定义响应记录列表表头

单击响应记录列表右上方的图标  ，进入自定义列表管理页面，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响应记录列表的信息字段（最多勾选12个）作为列表表头。 

单击操作栏下的详情，即可跳转至对应的告警详情页查看详细情况和进一步操作。

响应状态为“响应失败”的记录，选中并单击重新响应，可对告警重新响应。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o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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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保自查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7 11: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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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保自查功能提供云上自动化持续合规评估能力，可根据等级保护标准要求，对您在云上的合规风险进行评估，并为您提供相应的风险处置建议。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等保自查，进入等保自查页面。

2. 如您未创建服务预设角色并授予安全运营中心相关权限，在等保自查页面，请单击前往访问管理，进入角色管理页面，单击同意授权，如您已授权请跳过此步。

3. 在等保自查页面上方，可以查看自查概览和检查项合规情况占比。

4. 在等保自查页面下方，可以查看检查项列表。检查项列表展示了所有检查项及其分类，并可以进行相应操作。 

前提条件

等保自查功能目前正在试用中，已 开通安全运营高级版  的用户可获得试用资格。

目前由于技术限制，等保自查功能还无法对后付费/按量付费产品进行检测。

操作步骤

自查概览：展示了检查项总数及待处理不合规个数、配置项总数及配置项不通过个数（红色字体为合规检查不通过的统计，需重点关注）。

检查项合规情况占比：展示了安全区域边界、安全物理环境和安全计算环境的合规情况占比（绿色表示检查通过的比例，红色表示检查不通过的比例），将鼠标悬浮

在统计图中可查看具体数据。

等保自查

方式1：在检查项列表左上方，单击全面检查，弹框显示当前检查项总数和检查资产数量，单击确定即可批量对所有检查项进行检测。 

 

 

方式2：在检查项列表上方，单击自动检查设置，弹出检查设置窗口，选择“自动检查周期”和“自动检查时间”（自动检查周期可多选，自动检查时间只能单

选）。选择完成后，单击确定即可在所选时间段自动进行检查。

说明

受负载均衡影响，自动检查时间将在所选的时间段内的某个时间点，自动进行检查。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compliance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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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等保自查完毕，会按照不合规、合规和暂不支持检测的检查结果顺序列出所有检查项的情况。展开检查项目，可以查看对应的产品选购和配置项详情。

筛选/搜索 

 在检查项列表右上方，即可按照检查项分类或检查项结果进行筛选，也可以输入检查项名称的关键词进行搜索。 

  

不合规检查项

展开不合规检查项，进入产品选购页面，可以查看该检查项对应的安全产品选购情况；进入配置项页面，可以查看该配置项的检查详情、检查结果以及不符合要求的

资产数量。

产品选购情况

已购买状态：单击去体验即可进入该产品对应的主页面（例如：主机安全产品的主页面是安全概览），再次进行手动操作。

未购买状态：除了体验对应的安全产品，还可以单击去购买进行产品选购。 

 

配置项情况

查看配置项详情：单击配置要求或操作栏下的详情，可以查看配置项的基本信息以及对应的所有资产检查情况，可进行处置、忽略/取消忽略、继续检查

等操作。

检查配置项：针对该配置项再次进行检查。

忽略配置项：再次检查时，将不再对该项进行检查，已忽略的检查项将移动至列表最后。 

 

合规检查项

 与不合规检查项的展开页面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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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不支持检查

 暂时无需关注此类检查项。 

说明

 若在列表上方勾选“全选框”，则为选中当页全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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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审计

日志检索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17 17:18:21

日志审计为您提供云上的统一安全日志审计与检索调查平台，包含主机安全告警、Web 应用防火墙告警、DDoS 防护告警、云防火墙告警、SaaS 型堡垒机告警、传统型

堡垒机告警、安全运营中心告警和网络入侵检测告警等安全相关日志数据，您可根据实际不同安全场景按需进行检索调查和日志投递。

如需使用日志审计功能，需已开通 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 。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日志审计 > 日志检索/日志接入，在页面的右上角，可以查看日志存储空间的使用情况。单击变更配置进入当前账号的变更

配置页，可以升级或降低配置。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日志审计 > 日志检索，进入日志检索页面，页面布局如下图所示。 

区域说明：

①日志投递：将归一后的日志投递到腾讯云消息队列 Ckafka 上，操作方法详见 日志投递 。 

②日志普通检索：支持时间范围和日志类型进行日志搜索，操作方法详见 日志普通检索 。 

③日志高级检索：支持 ElasticSearch 查询语句进行日志搜索，还可以通过字段进行更精确的搜索，另外支持日志检索模板功能，操作方法详见 日志高级检索 。 

④日志统计图：展示了符合搜索条件的日志在时间维度上的分布情况，操作方法详见 日志统计图 。 

⑤日志展示字段配置区：配置日志列表的展示字段，分为展示字段区和隐藏字段区，操作方法详见 日志展示字段配置 。 

⑥日志列表：以列表形式展示了符合搜索条件的日志详情，操作方法详见 日志列表 。

说明

日志审计仅会审计购买或试用安全运营中心后产生的日志，并不能同步历史日志。

前提条件

变更配置

说明

只有包年包月的高级版用户，才能进行变更配置，操作方法详见 购买指南-变更配置 。

页面布局介绍

日志投递

日志投递，是将归一后的日志投递到腾讯云消息队列 Ckafka 上，然后进行分析使用。

说明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oc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urve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urve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64/4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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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志检索页面，单击日志投递，如果尚未授权安全运营中心使用消息队列 Ckafka 接口，会弹出 Ckafka 授权提示框，单击前往授权进行接口的授权操作。 

1. 安全运营中心与消息队列 Ckafka 接口的授权完成后，返回安全运营中心。

2. 在 日志检索页面 ，单击页面顶部的日志投递，进入日志投递页面。

若要使用日志投递功能，请购买腾讯云  消息队列 Ckafka 实例 ，推荐按照需要投递的日志量来选购对应的 Ckafka 实例规格。

根据 消息队列 Ckafka 文档指引，开通白名单实现公网域名接入或支撑环境接入。

按照日志投递页面的指引完成日志投递配置，仅支持使用同一消息队列用户进行投递。

接口授权

配置日志投递

说明

如果弹出提示框“访问管理授权失效”，请检查消息队列Ckafka访问管理授权是否关闭。只有正确开启访问管理授权之后，日志投递才能生效。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urve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kafka/index?rid=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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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日志投递页面，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以上各项配置完毕，单击确认，系统会自动确认是否完成配置。如果配置正确，自动关闭日志投递配置页并弹出提示框“日志投递配置成功”。

查看用户文档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查看用户文档，可以查看日志投递的操作说明。 

  

前往消息队列控制台

 配置日志投递之前，需要先单击页面右上角的前往消息队列控制台，跳转至消息队列 CKafka 的实例列表页面进行消息服务的购买和销毁/退还等操作。

说明

关于消息队列 CKafka 的操作方法，详见 操作指南 。

配置日志投递

消息队列实例配置完毕，开始日志投递的配置。日志投递的网络接入方式包括两种：公网域名接入和支撑环境接入。

公网域名接入

公网域名接入的日志投递各项参数含义如下：

消息队列实例：建议选择之前单击 进行消息队列实例的刷新，然后选择一个消息队列实例。

公网域名接入：选择准备接入消息队列实例的公网域名。

用户名/密码：输入所选消息队列实例的用户名和密码。

日志来源：安全运营中心投递的日志来源包括 DDoS 防护、主机安全、云防火墙、Web 应用防火墙、SaaS 型堡垒机、传统型堡垒机和安全运营中心。

日志类型：每个日志来源包含一种或多种日志类型（例如：云防火墙的日志类型包含基础防御告警、虚拟补丁告警和威胁情报告警，安全运营中心的日志类型

包含运营中心告警和网络入侵检测告警），选择一种或多种想要投递的日志类型即可。

TopicId/名称：不同日志类型/日志来源不能投递到同一个 Topic/名称；对于不进行投递的日志类型，可以不选择 Topic/名称。

支撑环境接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7/5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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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环境接入与公网域名接入的操作方法基本相同，只是无需输入用户名/密码。 

3.1 日志投递配置成功后，再次单击日志投递，进入日志投递配置状态监控页面。

  

3.2 日志投递配置状态监控页面的上半部分展示消息队列的基本信息，可以通过消息队列查询接口获取。状态与消息队列的健康状态显示一致，分为监控（绿色字体显

示）、告警（黄色字体显示）和异常（红色字体显示）。

配置状态监控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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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日志投递配置状态监控页面的下半部分是各个日志来源和日志类型的 Topic 配置结果以及投递状态。

3.4 在日志投递配置状态监控页面中，还可以进行修改配置和查看监控的操作。

2. 若要选择更精确的时间范围，单击起止时间框并单击左下角的选择时间和选择日期，进行起始日期/时间和截止日期/时间的设置。 

这里的消息队列是配置日志投递时指定名称的消息队列。

如果日志类型的内容过长，将鼠标悬浮在上面即可展示全部内容。

投递状态分为正常、异常和 - 。

正常：投递完全正常。

异常：投递过程中出现投递失败或无法投递等情况。

-：客户并未配置对应的日志来源进行投递。

修改配置 

单击修改配置进入日志投递配置页面，可以修改日志投递的各项配置。 

 

查看监控 

单击查看监控，跳转至对应消息队列 CKafka 的实例列表页面，然后单击实例 ID/名称进入监控页。

日志普通检索

选择时间范围

1. 默认的日志时间范围是“今天”，也可以选择“昨天”、“近7天”或“近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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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志类型不能为空。在日志类型选择框内的任意位置单击，弹出日志类型选择框，至少选择一种日志类型或者在左下角选中“全选”。

2. 单击确定即可检索所选的日志类型。

3. 将鼠标悬浮在日志类型选择框内的任意位置，弹出已选日志类型名称，可以快速查看当前所选的全部日志类型。

选择日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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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日志高级检索之前，单击搜索框内的  可以查看 ElasticSearch 查询语句的在线帮助。 

输入 ElasticSearch 查询语句或者匹配日志字段，单击图标  即可进行日志的高级检索。

1. 单击高级检索框内任意位置，展示最近使用的5条 ElasticSearch 查询语句，您可以直接选择并稍加修改进行快速检索。 

2. 单击  可以设置多个搜索条件并匹配字段进行日志检索。

1. 单击图标 + 可以继续添加搜索条件，单击图标 × 可以删除对应的搜索条件。 

2. 搜索条件设置完毕，单击确定即可搜索符合条件的日志，同时在搜索框内列出本次设置的搜索条件。若搜索条件较多，单击图标 … 可以查看本次设置的全部搜索条件。 

3. 单击图标 可以删除本次对应的搜索条件或者全部搜索条件。

安全运营中心支持日志检索模板的复用，可以将常用的检索场景进行保存，减少重复操作。

1. 保存日志检索模板。

日志高级检索

查看检索语法帮助文档

高级检索方法

日志检索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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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完成日志高级搜索之后，单击保存搜索，弹出保存提示框。

2. 填写模板名称，即可将当前的检索条件存储为日志检索模板。

  

3. 打开日志检索模板。

3.1 日志检索模板保存后，单击快速搜索弹出日志搜索模板列表。

3.2 在日志检索模板列表中，单击打开，即可使用对应的日志检索模板进行快速检索。

3.3 在日志检索模板列表中，单击删除，可以删除对应的日志检索模板。

4. 单击图标  可以手动刷新当前日志搜索结果。

1. 日志检索之后，日志统计图展示了符合搜索条件的日志在时间维度上的分布情况，包括时间范围和日志数量。将鼠标悬浮在柱状图上，可以显示具体时间及其对应的日志

数量。

2. 在日志统计图中拖拽某个时间范围的柱状，即可在选定的时间范围内二次筛选出更精细的日志检索结果。例如：拖拽某日6:00-14:30的柱状之后，会展示该时间范围内

的日志统计图和日志列表。

3. 在日志统计图右上角，单击返回可以返回上一步时间筛选条件的日志检索结果，单击还原可以还原为当前检索条件的日志检索结果。

日志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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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字段，即日志列表的表头。若不想该字段出现在日志列表，将鼠标悬浮在字段上并单击右侧的移除即可下移到隐藏字段区域。

将鼠标悬浮在字段上并单击字段右侧的显示即可上移到展示字段区域，该字段出现在日志列表的表头。

1. 单击某个字段名，显示该字段的日志数与占比 TOP5。 

2. 若字段值超过5个，单击查看全部，即可查看该字段的所有字段值。 

日志展示字段配置

您可以通过字段的展示/隐藏来控制日志列表的展示内容，默认仅展示日志的 Source 字段。

展示字段

隐藏字段

查看字段值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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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志检索之后，符合检索条件的日志出现在日志列表中，默认仅展示日志的 Source 字段。在日志列表右上角单击图标 可以全屏展示日志列表；若日志字段太多导致

日志列表查看不便，可单击图标 将所有字段内容切换到列表中显示。

2. 在日志列表中，可以查看每个日志的 Table 和 Json。在 Table 页中，单击图标 可以进行字段值的过滤、排除和切换列显示的功能。 

3. 在日志列表中，单击表头“时间”可以根据时间顺序或倒序排列。

日志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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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接入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18 14:34:55

安全运营中心能够接入腾讯云上其他产品的日志，实现日志的统一管理，您可根据不同的安全场景按需进行接入设置。

目前，安全运营中心支持接入的日志来源包括 DDoS 防护、主机安全、云防火墙、WEB 应用防火墙、SaaS 化堡垒机、传统堡垒机和安全运营中心。

如需使用日志接入功能，需已开通 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  。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日志审计 > 日志接入。

2. 在日志接入页面，可以查看每个日志来源的简介、它所包含的日志类型说明、昨天以及之前存储的日志量，并可单独控制每个日志类型的采集开关。

3. 在日志接入页面，单独控制每个日志类型的采集开关的操作所下所示。

如需接入 DDoS 防护日志，必须已完成 DDoS 防护部署，请单击进入控制台进行具体设置。DDoS 防护的日志类型是 DDoS 攻击告警，默认已开启采集开关。 

如需接入主机安全日志，必须已完成主机安全部署，请单击进入控制台进行具体设置。主机安全的日志类型包括恶意请求、密码破解、高危命令、异常登录、文件查杀、攻

击检测、反弹Shell和本地提权，默认已开启它们的采集开关。 

如需接入云防火墙日志，必须已完成云防火墙部署，请单击进入控制台进行具体设置。云防火墙的日志类型包括基础防御告警、虚拟补丁告警和威胁情报告警，默认已开启

它们的采集开关。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日志源接入

采集开关：所有日志类型的采集开关默认已开启。关闭后，新日志不再进行审计，但已经进入审计的日志依然保留。

日志类型的存储条数：所有日志类型的存储条数显示为昨天及之前存储的日志量，当天的日志量需要等到第二天才会纳入统计。

DDoS 防护

主机安全

云防火墙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oc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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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接入 WEB 应用防火墙日志，必须已完成 WEB 应用防火墙部署，请单击进入控制台进行具体设置。WEB 应用防火墙的日志类型是攻击日志，默认已开启采集开关。 

如需接入 SaaS 化堡垒机的日志，必须已完成 T-Sec 堡垒机部署，请单击进入控制台进行具体设置。SaaS 化堡垒机的日志类型包括产品登录日志和主机登录日志，默认

已开启它们的采集开关。

如需接入传统堡垒机的日志，请单击接入完成 数盾堡垒机部署 ，然后单击进入控制台进行具体设置。传统堡垒机的日志类型是审计日志，默认已开启采集开关。 

如需接入安全运营中心的日志，必须已开通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请单击进入控制台进行具体设置。安全运营中心的日志类型包括运营中心告警和网络入侵检测，默认已开

启它们的采集开关。

1. 在日志接入页面的底部，可以配置日志的存储时长。默认是存储6个月，您也可以根据情况选择1个月、2个月、3个月、6个月、1年或2年的配置。 

WEB 应用防火墙

SaaS 化堡垒机

传统堡垒机

安全运营中心

日志审计时长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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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日志接入页面底部，支持减少或增加日志审计时长，具体操作如下所示：

1. 登录 云服务器控制台  复制堡垒机所在 CVM 的 instanceID 或公网 IP 。若您无法确认堡垒机所在 CVM，可以登录 堡垒机控制台 ，复制堡垒机所在 CVM 的公网 

IP。 

2.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中，单击日志审计，进入日志审计页面。

3. 在日志审计页面，单击日志接入，选择堡垒机日志，单击接入。

说明

日志审计中的日志将按照日志审计时长保存，如果有日志超出时长限制，则会在每天夜间进行统一删除。为满足网络安全法和等保要求显示，腾讯云建议至少

保存6个月日志。

日志审计时长将会影响存储量使用，建议合理配置，保证购买存储空间可满足6个月日志审计需要，如果购买存储空间不足，将提前触发系统提示，并可能导

致新日志无法入库审计。

减少日志审计时长

  以当前日志审计时长是6个月为例，若要变更为1个月、2个月或3个月，系统弹出提示框。确认变更，单击已经确认风险，可以变更即可。

注意

日志审计时长减少，将导致老日志被删除，请谨慎进行此操作。

增加日志审计时长

以当前日志审计时长是6个月为例，若要变更为1年或2年，系统弹出提示框。确认变更，单击确认变更即可。

说明

日志审计时长增加后，建议及时扩展日志存储空间，操作方法详见 购买方式 。

数盾堡垒机部署

如需接入传统堡垒机日志，需将安全运营中心和堡垒机所在 VPC 网络打通，并 登录堡垒机 ，填写 Syslog 配置内容，详细操作步骤如下：

注意

若您需接入多台堡垒机日志，每台堡垒机均需单独配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nstance/index?rid=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ds/dasb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urve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64/4164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25/3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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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 第1步  复制的 InstanceID 或公网 IP，查询 CVM 信息和堡垒机 - Syslog 配置内容。 

若未查询到堡垒机 - Syslog 配置内容，请填写并提交堡垒机所属 VPC 信息，并等待安全运营中心人工打通 VPC。

5. 查询到堡垒机 - Syslog 配置内容后，单击数据安全网关（堡垒机）登录该堡垒机。 

VIP 分配方式（单选）：可选 VPC 范围随机分配、子网范围随机分配、指定 VIP 分配。

选择子网范围随机分配时，必填指定子网范围，系统将尝试在您指定的子网范围分配一个 VIP。

选择指定 VIP 分配时，需填写指定 VIP，系统将尝试用此 VIP 打通网络，当 VIP 不存在或被占用时，会导致打通失败。

端口：填写 Syslog 协议的默认端口514，如有特殊需求，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更改。

注意

若 VPC 人工打通失败，请重新填写 VPC 信息进行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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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堡垒机首页右上角，单击 ，打开系统管理页面。

7. 在系统管理页面的左侧导航中，选择系统配置 > Syslog，进入 Syslog 配置内容页面，填写 第5步  查询到的"Syslog 配置内容"，单击保存即可。详情可参见 配置 

Syslog 。

8. 配置完成后，若堡垒机产生日志，即可在  日志审计  的日志检索页面，查看并检索相关数据。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25/4189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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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行为分析

UBA 初始化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16 19:25:21

用户行为分析（User Behavior Analysis，以下简称为 UBA）是腾讯云安全运营中心对您所有用户的行为分析，用户包括您的主账号、子账号、协作者。

UBA 功能目前正在试用中，已 开通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  的用户可获得试用资格。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用户行为分析，进入 用户行为分析页面。

2. 如您未创建服务预设角色并授予安全运营中心相关权限，在 UBA 概览页，单击前往访问管理，进入角色管理页面，单击同意授权即可，如您已授权请跳过此步。

3. 创建云审计跟踪集

3.1 在创建云审计跟踪集页面，单击立即前往，进入 云审计控制台 。 

3.2 在云审计控制台，左侧导航栏中，单击跟踪集，在跟踪集页面，单击创建，打开创建跟踪集页面。

  

3.3 在创建跟踪集页面，填写跟踪集名称、管理事件（选择全部，包含只读和只写）及 cos 存储桶位置，填写完成后，单击完成新建即可。

4. 

4.1 在查看跟踪集存储桶 ID 页面，单击立即前往，进入 对象存储控制台 。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注意

创建云审计跟踪集时，需在云审计所支持的区域进行创建。您可登录 云审计控制台  ，单击创建，在“存储位置”中查看云审计所支持的区域。

注意

请选择云审计支持的区域创建跟踪集存储桶。存储桶 ID 必须和 soc 侧的存储桶 ID 配置一致，否则不可用。

查看跟踪集存储桶 ID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oc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accoun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loudaudit/audi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s5/bucke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loudaudit/au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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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对象存储控制台的左侧导航中，单击存储桶列表。

4.3 在存储桶列表中，找到在创建跟踪集时填写的 cos 存储桶，并复制该存储桶名称。 

  

5. 填写对象存储桶 ID。在填写对象存储桶 ID 页面，填写 第四步  中复制的存储桶名称（即存储桶 ID），填写完成后，单击完成即可。

6. 修改存储桶 ID。初始化完成后，如您需要修改存储桶 ID，可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中单击产品设置，进入产品设置页面，选择通用设置 > UBA 初始化

配置，重新填写存储桶 ID。 

UBA 初始化配置完成后，进入 UBA 概览  及 用户列表  进行操作。

注意

请确保您填写的存储桶为公有读写权限。

注意

新存储桶 ID 保存成功后，新存储桶对应的 UBA 数据更新可能会延迟6小时，数据更新速度受数据量的影响。

后续操作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settin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64/417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64/4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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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A 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5 10:34:58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UBA，在 UBA 页面中，单击概览，进入 UBA 概览页。

2. 在 UBA 概览页，您可以查看用户总览、用户风险概况、近七天风险用户、用户操作分布、用户登录来源、用户操作云产品类型 Top5、用户操作行为类型 Top5。

前提条件

UBA 功能目前正在试用中，已 开通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  的用户可获得试用资格。

在使用 UBA 功能前，需已完成 UBA 初始化配置 。

操作步骤

用户总览

 用户总览展示了用户总数、正常用户数、风险用户数，包括账号主体下的主账号、子账号及协作者，统计时间可选近24小时、近7天或近30天。命中风险场景的用

户为风险用户。用户权限遍历场景，每天06:00后更新前一天的数据，其他场景数据更新可能会延迟6小时。具体命中规则，可以查看 风险场景命中规则 。 

用户风险概况

 用户风险概况展示了用户权限提升、用户权限遍历、资产高风险权限修改、新用户高危操作四个场景的命中用户数，统计时间可以选择近24小时、近7天或近30

天。用户权限遍历场景，每天06:00后更新前一天的数据，其他场景数据更新可能会延迟6小时。具体命中规则，可以查看 风险场景命中规则 。 

  

近七天风险用户

近七天风险用户展示了近七天每天命中风险场景的用户数，单击图表某一天的“条形”，可查看该天的所有风险用户。用户权限遍历场景，每天06:00后更新前一天

的数据，其他场景数据更新可能会延迟6小时。具体命中规则，可以查看 风险场景命中规则 。 

用户操作路径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account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o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64/4179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64/41792#.3Ca-id.3D.22mzgz.22.3E.E9.A3.8E.E9.99.A9.E5.9C.BA.E6.99.AF.E5.91.BD.E4.B8.AD.E8.A7.84.E5.88.99.3C.2Fa.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64/41792#.3Ca-id.3D.22mzgz.22.3E.E9.A3.8E.E9.99.A9.E5.9C.BA.E6.99.AF.E5.91.BD.E4.B8.AD.E8.A7.84.E5.88.99.3C.2Fa.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64/41792#.3Ca-id.3D.22mzgz.22.3E.E9.A3.8E.E9.99.A9.E5.9C.BA.E6.99.AF.E5.91.BD.E4.B8.AD.E8.A7.84.E5.88.99.3C.2Fa.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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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操作路径按用户、区域、所属网络及云产品方式，展示近200条记录，将鼠标悬浮于任意路径，将出现相关信息。

在用户操作路径模块右上角，单击管理，在用户管理弹窗中，选择用户进行配置，已选择用户的操作路径，将会在用户操作路径上体现。 

 

用户登录来源

用户登录来源展示了用户近24小时、近7天或近30天，登录来源的城市分布，可以将鼠标悬浮于登录标记上，可查看相关信息。 

 

在用户登录来源模块右上角，单击管理，选择用户进行配置，已选择用户的登录来源，将会在用户登录来源模块中体现。 

 

用户操作云产品类型 Top5  

用户操作云产品类型 Top5 展示了用户近24小时、近7天或近30天，操作的资产类型 Top5 占比。 

用户操作行为类型 Top5 

用户操作行为类型 Top5 展示了用户近24小时、近7天或近30天，操作行为类型 Top5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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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6 11:32:41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UBA，进入 UBA 页面。

2. 在 UBA 页面，单击用户列表，进入 UBA 用户列表页面。在 UBA 用户列表页面中，可以查看您所有用户的用户名称、用户类型、近24小时命中风险场景等信息。

 搜索用户：您可在列表页选择用户类型、近24小时命中风险场景或输入用户名称定位用户。

3. 查看用户详情。在用户列表页，单击用户名称，可查看用户概览及详细活动记录。

前提条件

UBA 功能目前正在试用中，已 开通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 的用户可获得试用资格。

在使用 UBA 功能前，需已完成 UBA 初始化配置。

操作步骤

说明：

近24小命中风险场景展示该用户近24小时命中的风险场景，详情可查看 风险场景命中规则 。

在用户概览页，您可查看该用户的用户名称、用户类型、最近登录IP、最近操作时间、近七天命中风险场景及其明细情况、用户操作资源类型 TOP5、用户操作行

为类型 TOP5。

说明：

近七天命中风险场景展示用户近七天命中的所有场景。

详细活动记录，在用户详情页，单击详细活动记录，进入详细活动记录页。在详细活动记录页，您可查看该用户的操作记录。

搜索记录

您可选择时间、区域、风险场景或输入操作名称定位具体的操作记录。

说明：

风险场景展示用户操作命中场景。

查看活动记录详情

在详细活动记录页面，单击目标记录右侧操作栏的查看详情，打开活动记录的详情页。在详情页您可查看操作日期、操作名称、异常描述、操作详细记录及安全建议

等信息。

风险场景命中规则

新用户高危操作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account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o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64/4179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64/41792#mz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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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户近七天命中了该场景，您可在 用户列表，单击用户名称，进入用户概览页，在基本信息的“近七天命中风险场景”查看该场景的分数，单击风险活动记录可查看该场

景的所有风险记录，单击提示图标可以查看该场景说明和计分规则。

如用户命中该场景，您可在 用户列表 中，单击用户名称，进入用户概览页查看该用户的场景分布，鼠标悬浮至图表上，可查看每小时的得分和风险活动记录，同时您可单击

该“条形”直接查看该部分风险记录。单击图表左上角提示图标可查看计分规则。列表左下角展示该用户当前统计时间的风险活动记录近及七天命中次数。

场景说明：

系统每小时统计1次新用户的高风险操作。创建子用户后的1小时内属于用户的敏感窗口期，若新用户在此期间执行了较多高风险操作，则该用户可能因不熟悉进行了误操

作或者该用户为黑客创建，管理人员需立刻关注处理。

说明：

新用户高危操作类操作：如权限提升。

命中规则说明：

统计时间：系统每小时统计1次。

计分规则：创建该用户的1小时内，该用户高危操作种类数超过30种计60分，高危操作种类数超过40种计80分，高危操作种类数超过50种计100分，最高100分。

命中场景告警线：60分。

注意：

数据更新可能会延迟6小时。

用户权限提升

场景说明：

系统每小时统计1次每个用户执行了权限提升类操作（例如绑定某一策略到某用户）的数量。

注意：

该用户若被盗号会存在很大风险，请持续关注。

命中规则说明：

统计时间：系统每小时统计1次。

计分规则：子用户每小时内有1次用户权限提升类操作计60分，超过1次的每次加10分。主账号每小时内有1次用户权限提升类操作均加10分，最高均为100分。

命中场景告警线：60分。

注意：

数据更新可能会延迟6小时。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account/lis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accoun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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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户命中该场景，您可在 用户列表 中，单击用户名称，进入用户概览页查看该用户的场景得分分布，鼠标悬浮图表可查看每小时的得分和风险活动记录，您可单击该“条

形”直接查看该部分风险记录。单击图表左上角提示图标可查看计分规则。列表左下角展示该用户当前统计时间的风险活动记录近及七天命中次数。

如用户命中该场景，您可在 用户列表 中，单击用户名称，进入用户概览页查看该用户的场景得分分布，鼠标悬浮图表可查看每小时的得分和风险活动记录，您可单击该“条

形”直接查看该部分风险记录。单击图表左上角提示图标可查看计分规则。列表左下角展示该用户当前统计时间的风险活动记录近及七天命中次数。

用户权限遍历

场景说明：

系统每天统计1次，每个用户执行的操作种类数量。

注意：

该用户存在试探性操作的可能性，可能是对业务不熟悉或者黑客入侵，请持续关注。

命中规则说明：

统计时间：系统每小时统计1次。

计分规则：用户每天操作种类数超过30种计60分，操作种类数超过40种计80分，操作种类数超过50种计100分，最高100分。

命中场景告警线：60分。

注意：

数据更新可能会延迟6小时。

资产高风险权限修改

场景说明：

系统每小时统计1次，每个用户执行高风险权限修改类操作（例如修改安全组规则）的数量。

注意：

该用户若被盗号会存在很大风险，请持续关注。

命中规则说明：

统计时间：系统每小时统计1次。

计分规则：子用户每小时内有1次高风险权限修改类操作计60分，超过1次的每次加10分。主账号每小时内有1次高风险权限修改类操作均加10分，最高均为100分。

命中场景告警线：60分。

注意：

数据更新可能会延迟6小时。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account/lis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accoun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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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场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5 10:31:31

风险场景可以帮您及时发现风险用户，其中用户权限提升场景为您检测权限提升类的风险行为，用户权限遍历场景为您检测黑客入侵进行批量高风险操作的风险行为，资产

高风险权限修改为您检测用户因盗号或恶意进行高风险权限修改的风险行为，新用户高危操作为您检测因盗号或黑客入侵创建账号进行高风险操作的风险行为。

1. 登录 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UBA，进入 UBA 页面。

2. 在 UBA 页面，单击风险场景，进入风险场景页。在风险场景页面，您可查看用户权限提升、用户权限遍历、资产高风险权限修改、新用户高危操作场景的用户命中情

况。

前提条件

UBA 功能目前正在试用中，已 开通安全运营中心高级版  的用户可获得试用资格。

在使用 UBA 功能前，需已完成 UBA 初始化配置 。

操作步骤

用户权限提升

场景说明： 

用户权限提升用于统计命中“权限提升风险场景”的用户数。系统每小时统计1次，执行权限提升类操作（如绑定某一策略到某用户）的用户数量。具体命中规

则，可以查看 风险场景命中规则 。

注意

命中该风险场景的用户，若被盗号会存在很大风险，请尽快查证并最小化授权。

查看统计数据：您可在用户权限提升场景图中，查看近24小时、近7天或近30天命中的用户数，将鼠标悬浮于图表上方，可查看某一小时或某一天的风险用户

数，单击该“条形”可直接查看该部分风险用户。在图表左下角展示当前图表统计时间的风险用户数，单击“风险用户数”，可查看该部分风险用户。 

 

用户权限遍历

场景说明： 

统计命中“权限遍历风险场景”的用户数。系统每天统计1次，执行操作种类数超过告警值的用户数量。该类用户可能存在试探性操作，可能操作者是对业务不

熟悉或者存在黑客入侵，需持续关注。具体命中规则，可以查看 风险场景命中规则 。

查看统计数据：您可在用户权限遍历场景图中，查看近7天、近14天或近30天命中的用户数，将鼠标悬浮于图表上方，可查看某一天的风险用户数，单击

该“条形”可直接查看该部分风险用户。在图表左下角展示当前图表统计时间的风险用户数，单击“风险用户数”，可查看该部分风险用户。 

  

资产高风险权限修改

场景说明： 

统计命中“资产高风险权限修改风险场景”的用户数。系统每小时统计1次，执行权限修改类操作(如修改安全组规则)的用户数量。具体命中规则，可以查看 风

险场景命中规则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av2/account/riskScene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o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64/4179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64/41792#.3Ca-id.3D.22mzgz.22.3E.E9.A3.8E.E9.99.A9.E5.9C.BA.E6.99.AF.E5.91.BD.E4.B8.AD.E8.A7.84.E5.88.99.3C.2Fa.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64/41792#.3Ca-id.3D.22mzgz.22.3E.E9.A3.8E.E9.99.A9.E5.9C.BA.E6.99.AF.E5.91.BD.E4.B8.AD.E8.A7.84.E5.88.99.3C.2Fa.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64/41792#.3Ca-id.3D.22mzgz.22.3E.E9.A3.8E.E9.99.A9.E5.9C.BA.E6.99.AF.E5.91.BD.E4.B8.AD.E8.A7.84.E5.88.99.3C.2Fa.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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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命中该风险场景的用户，若被盗号会存在很大风险，请尽快查证并最小化授权。

查看统计数据：您可在资产高风险权限修改场景图中，查看近24小时、近7天或近30天命中的用户数，将鼠标悬浮于图表上方，可查看某一小时或某一天的风

险用户数，单击该“条形”可直接查看该部分风险用户。在图表左下角展示当前图表统计时间的风险用户数，单击“风险用户数”，可查看该部分风险用户。 

  

新用户高危操作

场景说明： 

统计命中“高危操作风险场景”的新用户数。系统每小时统计1次，执行操作种类数超过告警线的新用户数量。具体命中规则，可以查看 风险场景命中规则  。

注意

主账号创建子用户后的1小时内，属于用户的敏感窗口期，若新用户在此期间执行了较多高风险操作（如权限提升），则该用户可能因不熟悉相关操作

进行了误操作或者子用户为黑客创建，请尽快查证并最小化授权。

查看统计数据：您可在新用户高危操作场景图中，查看近24小时、近7天或近30天命中的用户数，将鼠标悬浮于图表上方，可查看某一小时或某一天的风险用

户数，单击该“条形”可直接查看该部分风险用户。在图表左下角展示当前图表统计时间的风险用户数，单击“风险用户数”，可查看该部分风险用户。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64/41792#.3Ca-id.3D.22mzgz.22.3E.E9.A3.8E.E9.99.A9.E5.9C.BA.E6.99.AF.E5.91.BD.E4.B8.AD.E8.A7.84.E5.88.99.3C.2Fa.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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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体检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7 11:24:52

一键安全体检将帮助用户对腾讯云上的整体安全防护情况和风险情况做出整体评价，并引导客户积极响应各类安全风险与问题，为资产添加防护措施，消除风险隐患，排查

并处置攻击告警，实现整体的安全监控。

云安全中心将结合各类安全场景下的监控数据，对用户的腾讯云风险情况做出整体评价，并助力提升云上安全水位。

评价方法采用100分制，最高分100分。如果用户存在相关的安全风险，可以按照对应得分途径从当前体检分数提升至 100 分。具体风险点与得分途径如下：

安全体检

评分维

度
风险点 得分途径 得分分值

得

分

上

限

安全防

线建设

云防火墙
云防火墙普惠版、高级版、企业版、旗舰版防护中或试

用中

0道防线未开通：+10分；1 道防线未开通：+8 分；2 道防线未开

通：+4 分；3 道防线未开通：+0 分。
10Web 应

用防火墙

Web 应用防火墙高级版、企业版、旗舰版、独享版防

护中或试用中

主机安全 主机安全专业版、旗舰版防护中或试用中

业务资

产梳理

公网 IP 

资产
公网 IP 已开启互联网边界防火墙的防护

+（1 - 未防护核心资产数量 / 全部资产数量）*10分;若资产数为0，

则+10分。

30域名资产
域名资产已接入 SaaS 型 Web 应用防火墙实例或负

载均衡型 Web 应用防火墙实例

+（1 - 未防护核心资产数量 / 全部资产数量）*10分; 若资产数为

0，则+10分。

主机资产 主机资产已授权开通了 主机安全专业版或旗舰版。
+（1 - 未防护核心资产数量 / 全部资产数量）*10分; 若资产数为

0，则+10分。

资产风

险发现

端口风险 及时处理云上业务潜在的端口风险
+（1 - 有高危风险的资产数量 / 全部资产数量）*10分;若资产数为

0，则+10分。

30漏洞风险 及时处理云上业务潜在的漏洞风险
+（1 - 有高危风险的资产数量 / 全部资产数量）*10分;若资产数为

0，则+10分。

弱口令风

险
及时处理云上业务潜在的弱口令风险

+（1 - 有高危风险的资产数量 / 全部资产数量）*10分;若资产数为

0，则+10分。

高危告

警处置
高危告警 及时处置云上业务的高危告警 +（1 - 有高危告警的资产 / 全部资产）*30 30

说明

每个风险点均设计有最高得分上限。

评分解读：

评分低于 60 分时，安全性较差，系统将按照红色呈现安全评分。

评分大于等于 60 分，小于 80 分时，风险较为可控，系统将按照黄色呈现安全评分。

评分大于等于 80 分，小于 95 分时，风险可控，系统将按照蓝色呈现安全评分。

评分大于等于 95 分时，安全性较高，系统将按绿色呈现安全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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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权限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5 10:06:57

本文档将指导您如何查看和使用安全运营中心特定资源的权限，并指导您使用安全运营中心控制台特定部分的策略。

您可以通过使用访问管理（Cloud Access Management，CAM）策略，使用户拥有在安全运营中心（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SOC）控制台查看和使用特

定资源的权限。

如果您希望用户拥有管理安全运营中心的权限，您可以对该用户使用名称为：QcloudSSAFullAccess 的策略，该策略通过让用户对安全运营中心所有资源都具有操作权

限，从而达到目的。可将预设策略 QcloudSSAFullAccess 授权给用户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 操作步骤 。

如果您希望用户拥有查询安全运营中心的权限，但是不具有创建、删除、处理的权限，您可以对该用户使用名称为：QcloudSSAReadOnlyAccess 的策略，可将预设策

略 QcloudSSAReadOnlyAccess 授权给用户，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 操作步骤 。

如果您希望用户拥有使用安全运营中心云资产、合规管理、云安全配置、响应中心及 UBA 的权限，您可以对该用户使用名称为：QcloudAuditFullAccess 的策略。该

策略通过让用户对云审计所有资源都具有操作权限，从而达到目的，可将预设策略 QcloudSSAReadOnlyAccess 授权给用户，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 操作步骤 。

1. 登录 访问管理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中，单击策略，进入策略页面。

2. 在策略页面的搜索框中，输入策略名称（根据实际需求搜索），如输入“QcloudSSAFullAccess”进行搜索。

3. 在“QcloudSSAFullAccess”策略的右侧操作栏中，单击关联用户/组。 

4. 在关联用户/用户组页面，选中需要配置权限的子用户，单击确定即可。 

操作场景

SOC 的全读写策略

SOC 的只读策略

SOC 相关资源的策略

操作步骤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poli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