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
Protecting the Data That Drives Business®

数据库安全
审计和保护重要数据库
最出色的 Imperva SecureSphere 数据库安全产品：
» 审计对敏感数据的所有访问
» 实时警告或拦截数据库攻击和未授权的活动
» 检测并以虚拟方式修补数据库漏洞
» 识别越权用户和休眠用户，启动完整的权限审计周期
» 利用先进的分析功能，加快事件响应和取证调查

产品
SecureSphere 数据库活动监控
SecureSphere 数据库防火墙
SecureSphere 发现与评估服务器
针对数据库的用户权限管理
ADC Insights

最佳数据库审计与保护
数据库储存极其宝贵的机密数据。日益增加的合规性法规促使组织审
计对敏感数据的访问并防止数据受到攻击和滥用。
屡获殊荣的 Imperva SecureSphere 数据库安全产品使数据库审计
自动化，并可立即识别攻击、恶意活动和欺诈。结合 Imperva 的
Web 应用程序安全及文件安全产品，Imperva SecureSphere 是保
护敏感商业数据的最佳之选。

不断审计敏感数据的使用
SecureSphere 不断实时监控和审计所有数据库操作，以便向组织提供详细的
审计跟踪，该审计跟踪将表明每个交易的“人物、内容、时间、地点和方式”
。SecureSphere 审计可直接访问数据库服务器的特许用户，以及通过不同应用
程序访问数据库的非特许用户。SecureSphere 还监控数据库相应，以警告或阻
止敏感数据泄露。

审计事件调查与取证的分析
SecureSphere 通过交互式审计分析来深入了解审计过的活动。SecureSphere
使安全团队和数据库审计者能够通过一个简单用户接口从实际任何一个角度迅
速查看、分析和关联数据库活动，而无需任何 SQL 脚本处理。交互式审计分析
简化取证调查，并支持确认可能表明安全风险的趋势与模式。

检测未经授权的访问、欺诈活动
SecureSphere 利用正在申请专利的动态建模技术，确认用户访问数据的正常模
式。它建立所有用户活动的基线，包括：DML、DDL、DCL、只读活动 (SELECT)
以及预储程序的使用。SecureSphere 将检测用户提出意外询问时的实质差异，
当用户违背访问政策时，将警告或拦截用户。在访问权限得到审核与批准之
前，也可隔离执行未经授权的 SQL 请求的用户。

实时拦截自动资料隐码攻击、DoS 及其他攻击
在选择性审计敏感数据访问时，SecureSphere 实时监控所有数据库活动，以检
测未知的数据泄露、未授权的 SQL 交易以，及协议和系统攻击。无论源自应用
程序还是特许用户，无论在网络还是在数据库服务器本身，SecureSphere 均可
警告和随时拦截恶意攻击。

满足合规性要求
SecureSphere 帮助机构满足 PCI
DSS、SOX 和 HIPAA 等多个法规的合规
性要求。
» 遵循 8 项高级别 PCI 要求（共 12 项），
包括第 10、7 和 8.5 部分
» 满足 SOX 第 302 和 404 部分中针对财务
数据的审计要求
» 实施职责分离

政策实施，简化的合规性报告

» 确保审计数据完整性

SecureSphere 包括一套完整的预定义的且可自定义的安全与审计政策。企业应
用程序的即开即用意识（例如 SAP、Oracle EBS 和 PeopleSoft）和重要法规
（包括 SOX、PCI DSS 和 HIPAA）将简化合规性部署与时间。安全警告可以发
送到 SIEM、票务系统，以及旨在简化业务流程的其他第三方解决方案。

» 检测对财务和持卡人数据未经授权的访问
» 提供预定义的报告以简化合规性

根据合规性和安全性范围对数据进行分类

零影响部署和超高性能

SecureSphere 通过自动发现和分类敏感数据，根据安全性及合规性项目范围，
检测所有数据库系统。发现及分类与漏洞评估相结合可使组织对补救工作进行
优先排序。

评估和虚拟修补数据库漏洞
藉由一千多种配置、数据库和平台漏洞评估，SecureSphere 可帮助组织识别和
修补漏洞。为实现即时保护，SecureSphere 虚拟修补可以拦截利用已发现漏
洞的企图。虚拟修补在测试和部署数据库补丁的同时，将风险接触窗口降至最
低，并显著降低了数据泄露风险。

数据库内的有效用户权限管理
SecureSphere 自动合计异构数据库内的用户权限。通过用户权限管理，组织
可建立自动化的访问权限审核流程、查找用户越权行为并展示 SOX, PCI 7 和
PCI 8.5 等法规的合规性情况。

» 硬件装置：提供多千兆位吞吐量和亚毫秒
级延迟时间
» 虚拟装置：提供随您的业务同步增长的可
调试、可信赖和可控制的安全性

利用轻型代理审计和保护本地数据库
为完整洞察和控制所有用户活动，SecureSphere 将其监控、审计和实施功能延
伸到主机服务器。轻型 SecureSphere 代理审计数据库活动和保护敏感数据，
同时将对服务器性能的影响降至最低。

无与伦比的数据库安全与合规性
SecureSphere 将满足数据库安全及合规性的各方面要求，提供业内最佳的数据库审计和实时保护，对性能或可用性没有
影响。通过其多层架构，SecureSphere 可进行扩展以支持最大的数据库安装。通过使安全性和合规性实现自动化，成千
上万的组织选择 Imperva SecureSphere 来保护其最宝贵资产并不足为奇。

部署
» 非在线网络监控：对数据库性能或可用性
零影响的活动监控
» 透明的在线保护：嵌入式部署和业内最佳
性能
» 基于代理的监控：监控直接特许活动和网
络流量的轻型软件代理
» 审计日志收集：利用第三方数据日志文
件，进行异构审计分析、警告和报告
» 支持的数据库平台：Oracle、Microsoft
SQL、IBM DB2（包括适
于 z/OS 和 DB2/400 的 DB2）
、Informix、Sybase、MySQL、Teradata
和 Nete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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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rva SecureSphere 数据安全套件

SecureSphere 数据安全套件是市场领先的数据安全与合规性解决方案。SecureSphere 保护 Web 应用程序和敏感文件及数
据库数据免受黑客和恶意内部人员的攻击，提供遵从法规的便捷且具成本效益的途径，为数据风险管理制定重复性流程。

数据库

数据库活动监控
全面审计和洞察数据库数据使用
数据库防火墙
针对关键数据库的活动监控和即时保护
发现与评估服务器
针对数据库的漏洞评估、配置管理和数据分类
针对数据库的用户权限管理
审计和管理敏感数据库的用户访问权限
ADC Insights
针对 SAP、Oracle EBS 和 PeopleSoft 合规性及安全性的预装
报告与规定

文件

SecureSphere 产品

文件活动监控
全面审计和洞察文件数据使用
文件防火墙
针对关键文件数据的活动监控和保护
针对文件的用户权限管理
审计和管理对于敏感文件的用户访问权限

Web

系列

Web 应用程序防火墙
防止在线威胁的精确自动化保护
ThreatRadar
业界首创且基于信誉度的 Web 应用程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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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rva 是数据安全领域的
全球领先公司
成千上万的全球领先企业、政府
组织和服务供应商依赖 Imperva
解决方案，来防止数据泄露、满
足合规性要求和管理数据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