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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概述 

绿盟数据库审计系统-NSFOCUS Database Audit System（简称 DAS）是能够实时监

视、记录网络上的数据库活动，对数据库操作进行细粒度审计的合规性管理系统。它通过对

用户访问数据库行为的记录、分析和汇报，用来帮助用户事后生成合规报告、事故追根溯

源，同时加强内外部网络行为记录，提高数据资产安全。 

二.  产品综述 

DAS 是一款专业、实时进行数据库访问监视与审计的数据库安全设备。能够多角度分析

数据库活动，并对异常的行为具有告警通知、审计记录、时候追踪分析功能。DAS 独立于数

据库进行配置和部署，这种方式能够在不影响数据库的前提下，达到安全管理的目的。DAS

支持灵活的部署模式，包括旁路和多级部署模式。 

与传统数据库审计产品中的 SQL 处理机制（依赖于正则表达式、字符串等技术识别

SQL）不同，DAS 完全模拟数据库的词法、语法（lex/yacc）解析，可以精准、智能的识别

SQL 类型，从而灵活的构建行为模型，且能够快速、准确的配置和定位策略。此外，通过智

能的 SQL 识别，采用启发式风险评估，能够及时发现数据库操作的潜在风险，从而能够实

现事后对数据库操作记录进行合规性分析。 

由于数据库系统的庞大和复杂，数据库自身存在各种各样的漏洞，出于应用系统的稳定

性等考虑，数据库系统往往不能及时升级补丁修复漏洞，这就给黑客对数据库的攻击提供了

便利条件。DAS 通过漏洞攻击特征识别技术，在不需要数据库做任何补丁、升级工作的前提

下，即可实现对 400 种以上的数据库漏洞攻击行为进行准确监测，及时告警。 

DAS 能够通过易用的配置，达到细粒度访问审计配置的目的，直接在 DAS 上对数据库

用户权限进行细粒度划分，对于违反细粒度策略的访问行为进行审计、告警，从而确保数据

库操作达到合规性要求。 

DAS 可监视数据库访问，实施访问策略，对异常的行为进行实时告警，并帮助事后分析

来自于内外部的数据库攻击行为。此外，DAS 还提供强大的数据库活动审计功能，从多个角

度灵活呈现数据库的活动情况，有助于对数据库现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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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能够获取详细的用户信息，它能与应用系统用户对接，将数据库行为定为到应用用

户，能够获取访问数据库的用户 IP、MAC 以及操作系统信息，从而将针对数据库的行为定

为到具体的人和地点。 

三.  产品优势 

3.1  灵活的数据库审计配置策略 

DAS 提供了灵活和易于操作的策略配置管理。策略配置为高效而全面地实现数据库安全

审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DAS 有以下多种配置策略； 

全面审计策略：所有的数据库请求都会被审计，保证审计的全面性； 

审计过滤策略：在某些高吞吐量场景，过高的负载将使实时处理和存储压力过大，通过

系统提供的白名单过滤、白名单规则可以对常规安全语句、安全来源实现审计过滤，使系统

能够在过载的情况下，集中在危险或异常的 SQL 语句审计上； 

重点语句告警策略：无论是否执行全面审计的策略，系统都可以对需要重点监视的语句

进行特殊对待，可以通过黑名单、正则表达、重点用户、重点 IP、返回行数等策略完成对重

点关注对象和行为的定义，对这些重点对象和行为的语句可以将其放入到告警审计中，可以

通过 syslog、snmp、邮件或短信等多种途径对这些语句进行告警。 

3.2  强大数据库入侵检测能力 

DAS 提供了强大的入侵检测能力，对入侵行为进行重点告警；DAS 对入侵检测行为提

供了大量的检测策略定义方法，包括： 

A. 危险客户端登录：通过 IP、用户、数据库客户端工具、时间等多维定义可能具有入

侵风险的登录； 

B. 危险访问行为：通过用户、敏感对象、时间、返回行数、操作是否有 Where、是否

使用了系统对象、高危操作子等多种方式定义了危险访问行为； 

C. SQL 注入：系统提供了系统性的 SQL 注入库，以及基于正则表达式或语法抽象的

SQL 注入描述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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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漏洞攻击库：系统提供了针对数据库漏洞进行攻击的描述模型，使对这些典型的数

据库攻击行为被迅速发现； 

E. 黑名单：提供准确而抽象的方式，对系统中的特定访问 SQL 语句进行描述，使这些

SQL 语句出现时能够迅速报警。 

3.3  全方面、细粒度审计分析 

DAS 提供了大量预定义的分析和追踪报告供不同需求的管理者使用；分析的内容涵盖

了： 

 提供丰富的、精细的审计数据分析和追踪报告 

 关键敏感对象的访问分析 

 DB实例访问综合分析 

 IP(MAC)行为分析和追踪 

 用户行为分析和追踪 

 SQL行为分析和追踪（基于精细 SQL解析和分类） 

 SESSION会话分析和追踪、回溯 

 提供精确、实时的危害性行为分析和追踪 

 新类型 SQL（新型攻击）发现和分析追踪 

 SQL注入风险分析和追踪 

 精细访问告警分析和追踪 

 DB漏洞攻击行为分析和追踪 

 高危操作分析和追踪 

 大规模数据泄漏分析和追踪 

 批量数据篡改行为分析和追踪。 

 提供准确详细的数据库应用系统性能分析和追踪 

 SQL报文流量分析和追踪 

 TOP N SQL分析 

例如关键敏感对象的访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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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准确的应用用户关联能力 

DAS 是国内首个可以做到 100%应用关联审计准确率的同类产品。 

DAS 通过应用层访问和数据库操作请求进行多层业务关联审计，实现访问者信息的完全追

溯，包括：操作发生的应用用户、URL、客户端的 IP、请求报文等信息，通过多层业务关联审

计更精确地定位事件发生前后所有层面的访问及操作请求，使得追责、问责到具体操作人变得

现实，真正做到数据库操作行为可监视,违规操作可追溯。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6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1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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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提供的关联方法，避免了传统关联中基于时间匹配所造成的大量错审现象，使应用用

户与 SQL语句实现实时、准确关联；也使针对应用用户危险行为描述、审计和实时告警成为可

能。 

3.5  完备的系统持续在线保障 

DAS 全方位确保设备本身的高可靠性，包括但不限于： 

 物理保护；关键部件采用冗余配置（如：冗余电源等）。 

 系统故障保护：内置监测模块准实时地监测设备自身的健康状况。 

 不间断的管理保护：在进行策略配置情况下，能保持网络的连接和保护。 

 不丢包：基于硬件加速的接口卡，在高速环境下实现 100%数据包捕获。 

四.  产品功能 

4.1  审计模式支持 

当用户与数据库进行交互的过程中，DAS系统能实时审计用户行为，并根据预定义策略

对用户行为进行监测，任何被监测到的违规操作都可以被记录和告警。 

DAS 系统中支持的工作模式是数据库活动审计模式。数据库活动审计模式是非入侵防护

模式，所有的数据包会全部放行，能够显示策略的风险等级和“执行结果”，但不会真正的

执行策略动作。这是一种通过“旁路”方式对被保护的数据库进行记录和审计的模式。这种

模式对来自网络的数据库操作，支持的安全策略包括告警（Alarm）审计。 

4.2  全面的实时审计 

DAS 突破了传统审计产品 5要素的审计能力瓶颈，将可审计要素提升至 7个方向 

Who 真实的数据库帐号、主机名称、操作系统帐号、应用账户等 

What 什么对象数据被访问了，什么操作被执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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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每个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 

When 事件的来源和目的，包括 IP地址、MAC地址等 

Where 通过哪些应用程序或第三方工具进行的操作 

Range 该操作执行的影响是多大范围，如查询的记录行数，或修改删除的行数 

Resultset 结果集，例如查询操作的返回内容 

精细全面的 SQL行为分析:最关键的 DAS通过对捕获的 SQL语句进行精细的 SQL语法分

析,并根据 SQL的行为特征和关键词特征对 SQL语句进行自动分类，从而可以轻松的将大量

系统生成的不同的 SQL 语句有效的“归类”到几百个甚至几十个类别范围内，从而使对审计

结果的分析更精确、更可用。主要 SQL类别如下图所示： 

 

4.3  完备的双向审计 

DAS 系统提供对双向数据包的解析、识别，不仅能够识别用户的请求，还能够对数据库

的应答做了详细的统计，包括命令执行的时长、影响行数、应答码等信息。 

以下是 DAS系统中对错误 SQL信息的统计： 

 

能够对用户的访问行为进行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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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细粒度的审计规则 

DAS 提供了可配置的细粒度的审计规则，可以根据系统的需要，确定不同的审计策略，包

括： 

TraceLog审计的内容：SQL语句、SQL语句参数、执行结果（成功、失败和详细的失败原

因）、被影响的记录、详细的查询结果集、事务状态、会话登录和登出信息等。 

审计的范围：对象、操作（上百种操作可选）、SQL分类类型（基于 DAS对 SQL的分类结

果进行筛选）、用户、指定的客户端（IP、MAC）、客户端工具或应用系统等。 

提供了实时的风险评估引擎、漏洞攻击监测引擎、细粒度访问监测引擎的告警数据。 

4.5  黑白名单和例外策略 

DAS 建立所有被保护数据库的活动基线，包括 DML、DDL、DCL、只读活动（SELECT）以及

已存在程序的使用。 

DAS 通过学习模式以及 SQL语法分析构建动态模型，形成白名单，此外，为了完善用户访

问数据库的正常模型，还允许 DAS 管理者对通过对已经识别的 SQL 信息进行操作，完善黑白

名单的策略，包括，将未识别 SQL归入到黑白名单以及将黑白名单中的信息互相调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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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允许对黑白名单配置不同的策略。对白名单只允许设置审计类策略和放行，对黑名单

可以进行全部的告警策略。当 DAS检测到用户提出的请求和行为模型出现差异时，DAS将根据

用户的配置进行警告操作。 

 

图 2-4 白名单列表 

此外，DAS 还能够对所有策略指定例外机制，在此时间范围内，对应规则将失效。 

4.6  大数据量日志记录 

由于 DAS 采用了基于 SQL 语法的分析和重写的归一化技术，只保留了 SQL 语句中的本

质特征的一份副本，而仅需大量保存各 SQL 语句动态的条件值或参数，因此，DAS 能够存储

尽可大量的日志数据。 

DAS 能够存储数据量大小，因硬盘大小而不同，例如 1TBG 的硬盘，DAS 可以存储的数

据量能够达到 10 亿条，是同类产品的 4~5 倍。 

4.7  应用用户关联审计 

对于 B/S 架构的应用系统而言，用户通过 WEB 服务器实现对数据库的访问，传统的数据

库审计系统只能审计到 WEB 服务器的相关信息，无法识别是哪个原始访问者发出的请求。

DAS 通过关联应用层的访问和数据库层的访问操作请求，可以追溯到应用层的原始访问者及

请求信息（如：操作发生的 URL、客户端的 IP 等信息），产品主要根据时间片、关键字等要

素进行信息筛选，以确定符合数据库操作请求的 WEB 访问，通过三层审计更精确地定位事件

发生前后所有层面的访问及操作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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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SQL 操作回放 

DAS 允许安全管理员对过去某一时段的事件进行回放，真实展现当时的完整操作过程，

便于分析和追溯系统安全问题。 

很多安全事件或者与之关联的事件在发生一段时间后才引发相应的人工处理, 这个时候, 

作为独立审计的 DAS 就发挥特别的作用. 因为所有的 FTP、telnet、SSH、数据库操作等事件

都保存后台(包括相关的告警), 对相关的事件做定位查询，缩小范围，使得追溯变得容易。 

sql 操作的回放： 

 

4.9  完整的数据备份和还原操作 

DAS 能够对 SQL 日志、运行期数据和策略中心的数据进行自动备份、手动备份、备份

还原以及数据自动清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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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备份是周期性的对 SQL 日志、运行期数据和策略中心的数据进行备份，并且可以

根据配置，将归档文件上传到 FTP 服务器并且设置上传成功后是否删除归档文件。同时要设

置归档文件的保留天数，或占用文件系统比例（如 20%），如果超过该保留限制，则自动的

删除最旧的归档文件。 

手动归档需要指定事件发生时间段，根据时间段寻找符合条件的时间的事件文件进行归

档。 

4.10  多形式的告警方式 

对于违反告警及审计规则的信息，系统提供了多形式的预警，包括通过手机短信、邮件、

屏幕、以及 SYSLOG、SNMP 等发送到日志审计平台或其它相应的网管中心平台。根据风险

等级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告警方式。 

4.11  全面系统管理能力 

1.1.1 系统配置管理 

DAS 提供 WEB 管理页面，数据库安全管理员在不需要安装任何客户端软件的情况下，

基于标准的浏览器即可完成对 DAS 的相关配置管理，主要包括网络管理、容灾管理、安全管

理、数据库和审计实例管理等。 

1.1.2 系统日志审计 

提供针对审计设备自身的操作日志进行详细记录，满足相关法令规范要求。 

1.1.3 系统状态查询和审计 

DAS 系统能够接收本系统以及其它第三方服务系统通过 syslog、trap 等方式发送过来的

系统状态信息。用户无需使用客户端软件即可发现审计设备的系统资源、引擎状态进行监测，

对发现问题的内容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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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监控情况： 

 

引擎监控情况： 

 

五.  典型部署模式 

5.1  旁路模式 

DAS 在旁路模式下，通过端口镜像、网络嗅探器、集线器、TAP 等，达到将访问被保

护数据库的流量复制一份到 DAS 审计服务器上。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旁路模式，是在客

户端到被保护数据库链路上的堡垒机或者代理服务器上，通过 TCP/IP 协议探测形式，将获

取的数据包信息复制（发送）一份到与堡垒机并行的审计服务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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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在旁路模式下的网络拓扑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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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多级部署模式 

 

系统支持对多个数据库审计节点的集中审计管理，能够实现复杂网络环境下的数据库操

作审计。 

DAS 的多级部署中，各个“探针点”负责记录和分析对数据库的操作信息以及数据库的

响应，将这些数据发送给审计中心。而审计中心负责汇集所有“探针点”捕获的信息，存储并

管理 log 文件，生成各种审计报表和合规性报告，同时提供接口负责与第三方系统的“整合”

处理。此外，DAS 管理员可以通过审计中心管理、配置安全控制和审计策略和模式。在多极

部署模式下，一个审计中心可以收集多台审计设备的信息，在审计中心完成审计信息的存储、

告警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