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iwi Syslog Server
跨网络设备和服务器集中管理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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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wi Syslog® Server 是一款经济实惠的 syslog 管理工具，适用于网络和系统工程师。 它
从网络设备（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等）和 Linux®/UNIX® 主机接收 syslog 消息和 SNMP 
陷阱。 您可以根据时间、主机名、严重性等筛选和查看这些消息，并设置自定义警报。 
Kiwi Syslog Server 拥有可对 syslog 消息进行适当响应的内置操作。 还有日志存档和
清理功能，可帮助您遵守安全策略。 

KIWI SYSLOG SERVER 概览
 » 集中监控 syslog 消息、SNMP 陷阱和 Windows® 事件日志

 » 可用于筛选和查看日志的直观 Web 控制台

 » 响应消息：发送电子邮件警报、运行程序，或在消息到达时转发数据

 » 计划日志存档和清理可帮助实现法规遵从性

 » 查看趋势分析图表，并发送提供流量统计的电子邮件

        我几乎每天都在使
用 Kiwi Syslog Server 和 
Kiwi Log Viewer。 它是非
常宝贵的诊断工具，如果
没有它，我的工作效率绝
不会这么高。

— Jason D.，
网络评论

数据表

下载免费试用版

14 天全功能试用

http://www.kiwisyslog.com/products/kiwi-syslog-server/product-overview.aspx
http://www.kiwisyslog.com/downloads/registration.aspx?productType=ks&AppID=876&CampaignID=70150000000Es8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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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功能强大的 Syslog 服务器

Kiwi Syslog Server 可侦听来自网络设备以及 Linux/Unix 主机的 syslog 消息和 SNMP 陷阱，以
便进行网络范围内的综合日志管理。 Kiwi Syslog Server 易于安装和使用。 Kiwi Syslog Server 
以 syslog 服务器安装数量为许可依据，定价为每个安装 2951 美元。

 » 支持对不限数量的设备进行 syslog 收集

 » 设计为每小时最多处理 200 万条消息

 » 支持从 IPv4 和 IPv6 设备收集日志

集中式 Syslog 监控

Kiwi Syslog Server 包括一个易于使用的集中式 Web 控制台，可用于查看、搜索和筛选 syslog 消
息。 该 Web 控制台最多可提供 25 个日志显示视图，您可以根据筛选标准对其进行自定义。 您可
以生成特定时间段的 syslog 统计图表。

高级 Syslog 警报

Kiwi Syslog Server 的智能警报功能可在符合基于时间、syslog 消息类型、syslog 来源等的预定
义标准时通知您。发送电子邮件警报或即时消息、播放声音、发送寻呼消息或短信等。

用于响应 Syslog 消息的内置操作

Kiwi Syslog Server 包括大量可响应 syslog 消息的内置操作，其中包括：

 » 触发电子邮件通知和报告

 » 运行脚本或外部程序

 » 记录到文件、Windows 事件日志或数据库

 » 按设备、IP、主机名、日期或其他消息/时间变量拆分写入的日志

 » 将 syslog 消息、SNMP 陷阱（v1、v2、v3）转发到其他主机

转发 Windows 事件到 Kiwi Syslog Server

除 syslog 消息和 SNMP 陷阱外，Kiwi Syslog Server 让您能够监控 Windows 事件。 借助免费
工具  Log Forwarder for Windows，您可以将 Windows 事件日志作为 syslog 消息转发到 Kiwi 
Syslog Server。 Kiwi Syslog Server 收到 syslog 消息时，您可以执行针对 Windows 事件的日志
管理操作。

1 这是截止到 2017 年 3 月 1 日的 USD 价格。 SolarWinds 保留更改价格的权利。

下载免费试用版

14 天全功能试用

http://www.solarwinds.com/products/freetools/log-forwarder.aspx
http://www.kiwisyslog.com/downloads/registration.aspx?productType=ks&AppID=876&CampaignID=70150000000Es8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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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和存档日志

通过让您将 syslog 消息记录到磁盘、文件和符合 ODBC 要求的数据库，Kiwi Syslog Server 帮助
您满足 SOX、PCI-DSS、FISMA 和其他法规要求。 您可以使用集成式计划程序来计划和运行自动
化存档及清理任务。 随后，您可以实施日志保留策略。 此外，您可以计划日志管理操作，其中包
括压缩、加密、移动、重命名和删除。

转发 Syslog 消息和 SNMP 陷阱

您可以使用 Kiwi Syslog Server 将 syslog 消息和 SNMP 陷阱转发到外部网络管理系统和安全信
息及事件管理 (SIEM) 系统中的其他 syslog 主机。

通过任意网络安全传输日志

借助可选的免费 Kiwi® Secure Tunnel， 您可以接收、压缩来自分布式网络设备和服务器的 syslog 
消息，并将其安全地传输到 Kiwi Syslog Server 实例。

与 SOLARWINDS IT 管理工具集成

Kiwi SyslogKiwi Syslog Server 可以将 syslog 消息和 SNMP 陷阱转发到：

 » Network Performance Monitor (NPM)： 在发送给 NPM 的主要/其他轮询器前，让 Kiwi Sys-
log Server 充当中间人的角色筛选出来自设备的所有不需要的 syslog 消息。 通过 Kiwi Syslog 
Server，可实现更长的 syslog 保留能力。

 » Log & Event Manager (LEM)： 将日志消息转发到 LEM，以便进行更深入的安全分析、实时事
件关联以及威胁检测和补救。

 » Papertrail： 将日志消息转发到 PapertrailTM，以便在云中存储和分析日志。

下载免费试用版

14 天全功能试用

https://support.solarwinds.com/Success_Center/Kiwi_Syslog_Server/Implement_Kiwi_Secure_Tunnel
http://www.kiwisyslog.com/downloads/registration.aspx?productType=ks&AppID=876&CampaignID=70150000000Es8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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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要求

请参阅 SolarWinds Success Center ，了解关于系统要求和产品配置细节的更多信息。

先试后买。 下载免费试用版！
Syslog 管理和故障排除从未如此轻松！ 不过，耳听为虚。 SolarWinds 建议，您在购买我们的软
件前宜先行试用。 这也正是我们提供功能齐全的免费试用版的原因。 下载并安装 Kiwi Syslog 
Server，体验集中化和简化的 syslog 管理。

硬件 最低要求

CPU 1.2GHz

内存 256MB

硬盘 350MB

软件 最低要求

操作系统 服务器： Windows Server® 2016、2012、2012 R2、2008 R2 工
作站： Windows 10、8.1、8

.NET Framework .NET 3.5 SP1

Web 访问的数据库 SQL Compact Edition（最多 4 GB 磁盘空间）

下载免费试用版

14 天全功能试用

https://support.solarwinds.com/Success_Center/Kiwi_Syslog_Server
http://www.kiwisyslog.com/downloads/registration.aspx?productType=ks&AppID=876&CampaignID=70150000000Es8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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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OLARW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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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55.498.4157 
电子邮箱：
kiwisales@solarwinds.com

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
电话： +353 21 500 2926 
电子邮箱：
kiwisales@solarwinds.com

亚洲
电话： +65 6422 4123
电子邮箱：
kiwisales@solarwinds.com

联系我们
有关 SolarWinds® Kiwi® 产品的信息，请访问 www.kiwisyslog.com、致电或发送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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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免费试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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