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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合规性并提高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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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 多位资源受限的安全专家依赖 SolarWinds® Log & Event Manager 提供的功能强
大、经济实惠且高效的安全信息和事件管理 (SIEM)。 我们的一体化 SIEM 结合日志管理、
事件关联、报表、文件完整性监控、用户活动监控、USB 检测和防护、威胁情报和主动响
应等功能，是一款部署、管理和使用都非常简单方便的虚拟设备。 SIEM 旨在提供您需要
的功能，同时免除其他企业 SIEM 解决方案的复杂性和昂贵费用。

LOG & EVENT MANAGER 概览
 » 收集、整合和分析防火墙、IDS/IPS 设备和应用程序、交换机、路由器、服务器、操作系统日志
和其他应用程序中的日志和事件。

 » 实时关联，识别攻击。

 » 通过威胁情报检测漏洞。

 » 通过应用于网络、应用程序和安全管理的内置情报支持根源分析。 

 » 屏蔽和隔离恶意活动和可疑活动，包括不当的 USB 使用情况。 

 » 通过内置文件完整性监控 (FIM) 功能提供更深入的情报和更广泛的合规性支持。 

 » 生成 HIPAA、PCI DSS、SOX、ISO、DISA STIG、FISMA、FERPA、NERC CIP、GLBA、GPG13 等法
案法规的开箱即用型合规性报告。

数据表

       界面直观简洁，且易于使
用，将企业的所有网络数据
归整为有意义且易于理解的
信息。

 
– John Roberts Co 的 IT 技

术主管  
Marie Karaffa

下载免费试用版

30 天全功能试用

http://www.solarwinds.com/zh/log-event-manager/registration?program=1520&c=70150000000PExs&CMP=OTC-WP-SWI-SW_WW_X_PP_X_LD_CN_SECOMP_SW-LEM-X_DTASHT_X_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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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亮点

可扩展且简单易用的网络设备、机器和云日志收集功能 

Log & Event Manager 可实时收集并记录日志和事件数据，收集范围覆盖整个 IT 基础设施。 
浏览支持的数据源。

实时的内存内事件关联 

通过在日志数据写入数据库之前对其进行处理，Log & Event Manager 可提供真正的实时日志和
事件关联，帮助您即刻排除故障，调查安全漏洞和其他重要问题。 

威胁情报源

利用包含已知不良 IP 的开箱即用信息源识别恶意活动。 信息源会根据一系列研究资源定期更
新，并在进入应用程序时自动标记事件。 通过此功能，您可以快速运行搜索或报告以查看可疑
活动，或创建规则执行自动操作。 

先进的 IT 搜索功能，用于事件取证分析 

Log & Event Manager 带有先进的即时 IT 搜索功能，您可以通过拖放式界面对事件进行及时跟踪，
从而更容易发现问题。 您甚至可以保存常用搜索，以便日后参考之用。 

日志数据压缩和保留 

Log & Event Manager 可以高压缩率保存多达数百万兆的日志数据，以便用于合规性报告、编译
和转移负载，从而减少外部存储需求。 

嵌入式实时文件完整性监控 

嵌入式文件完整性监控功能可提供更广泛的合规性支持和关于内部威胁、零日恶意软件和其他
高级攻击的更深入安全情报。 

内置主动响应功能 

Log & Event Manager 能够帮助您对安全、运营和政策驱动事件作出即时响应，方法是：通过内置
主动响应功能采取操作，如隔离受感染的机器、屏蔽 IP 地址、中断进程和调整 Active Directory® 
设置。 

USB 检测和防护 

Log & Event Manager 可帮助防止端点数据丢失，同时通过以下方法保护敏感数据：在 USB 设备
连接时提供实时通知、自动屏蔽使用，以及用于审计 USB 使用情况的内置报告功能。 

下载免费试用版

30 天全功能试用

https://thwack.solarwinds.com/community/log-and-event_tht/log-and-event-manager/lem-connector-list
http://www.solarwinds.com/zh/log-event-manager/registration?program=1520&c=70150000000PExs&CMP=OTC-WP-SWI-SW_WW_X_PP_X_LD_CN_SECOMP_SW-LEM-X_DTASHT_X_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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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活动监控

深入分析关键的用户活动，提升态势感知。 了解特权帐户的使用时间、使用方式和使用地点。 

即装即用的安全与合规性报告模板 

Log & Event Manager 提供了 300 多个经过审核批准的模板，以及一个可根据公司特殊合规性需
求自定义报告的控制台，帮助您快速简单地生成和安排合规性报告。 

易于使用和部署 

Log & Event Manager 的部署十分快速简单。 凭借我们的虚拟设备部署模型、基于 Web 的控制
台和直观的界面，您可以立刻开始审计日志。

哪些人应该使用 LOG & EVENT MANAGER？ 

面临以下挑战且资源受限的安全专业人士： 

 » 缺乏攻击可见性，且人力监管时间有限。 

 » 要求自动化和/或文件完整性监控的合规性需求。 

 » 缺乏优先排序、管理和应对安全事故的能力。 

 » 事故响应时间缓慢。 

 » 无法判断可疑活动的根源。 

 » 需要监控内部用户的使用情况是否可接受，以及是否存在内部威胁。 

 » 需要分享关于安全性、网络、应用程序和系统的日志和活动数据。 

 » 现有的 SIEM 实施效率低下、不实用或费用昂贵。 

LOG & EVENT MANAGER 如何支持您的安全计划
 » 嵌入式自动化情报功能可提供虚拟安全运营中心，全天候进行监控。 

 » 更快的事件监测速度，以及根据 IP 对威胁情报匹配情况发出警报。 

 » 对可疑和恶意活动的检测更智能和精确，包括零日恶意软件、内部人员和高级威胁。 

 » 淘汰耗时的手动报告流程。 

 » 借助强大的取证分析功能，缩短响应的持续时间。 

 » 通过主动响应功能自动屏蔽网络和系统的违规和误用情况，以及访问政策的违反行为。 

 » 根据行为政策规则监控和屏蔽 USB 使用情况。

 » 集成单点登录功能，造就用户友好的登录流程 — 使用用户 ID 和密码、智能卡、一次性密码或
生物识别设备。

下载免费试用版

30 天全功能试用

http://www.solarwinds.com/zh/log-event-manager/registration?program=1520&c=70150000000PExs&CMP=OTC-WP-SWI-SW_WW_X_PP_X_LD_CN_SECOMP_SW-LEM-X_DTASHT_X_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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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要求

先试后买。 下载免费试用版！
耳听为虚。 SolarWinds 认为，您在购买我们的软件前应该先试用。 这也正是我们提供功能齐全
的免费试用版的原因。 只需下载 Log & Event Manager，您就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开启日志文件的
分析之旅。 一切就是这样简单！ 现在就去下载全功能的免费试用版吧！

关于 SOLARWINDS®
从 Fortune 500® 强企业到小型公司、管理服务供应商 (MSP)、政府机构和教育机构，SolarWinds 
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功能强大、价格实惠的 IT 管理软件。 我们专注于为 IT、MSP 和开发运营
专业人士提供服务，竭力消除传统企业软件供应商带给我们客户的复杂性。 无论 IT 资产或用户
位于何处，SolarWinds 提供易于查找、购买、使用、维护和调节的产品，同时可前往现场或通过云
端，为用户解决基础设施关键领域的问题。 这种对端到端混合 IT 性能管理的专注和卓越追求，
使 SolarWinds 在网络管理软件和 MSP 解决方案两个领域中都成为了全球领导者，并在全系列的 
IT 管理软件方面获得类似的发展。 我们的解决方案植根于我们与用户群体的紧密联系。在我们
的 THWACK® 在线社区中，用户相互交流，不仅能够解决遇到的问题、共享技术和最佳实践，还可
直接参与我们的产品开发过程。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olarwinds.com。

硬件 最低要求

CPU 双处理器，2.0 GHz

内存 8GB RAM

硬盘 250GB

软件 最低要求

操作系统/虚拟 VMWare® ESX®/ESXiTM 4.0 和更高版本

环境 HYPER-V® SERVER 2008 R2、2012、2012 R2、2016

数据库 与虚拟设备集成。

下载免费试用版

30 天全功能试用

https://thwack.solarwinds.com/welcome/
http://www.solarwinds.com/
http://www.solarwinds.com/zh/log-event-manager/registration?program=1520&c=70150000000PExs&CMP=OTC-WP-SWI-SW_WW_X_PP_X_LD_CN_SECOMP_SW-LEM-X_DTASHT_X_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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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有关 SolarWinds 产品的产品信息，请访问 solarwinds.com、致电或发送电子邮件。 

7171 Southwest Parkway | Building 400 | Austin, Texas 78735

美洲地区 
电话： 866 530 8100      
传真： 866.530.8040
电子邮箱：
sales@solarwinds.com

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 
电话： +353 21 5002900      
传真： +353 212 380 232
电子邮箱：
emeasales@solarwinds.com

亚太地区 
电话： +61 2 8412 4900  
传真： +65 6593 7601 
电子邮箱：
apacsales@solarwinds.com

了解更多

下载免费试用版

30 天全功能试用

联邦经销商和系统集成商 
电话： 877.946.3751 或 512.682.9884
电子邮箱： federalsales@solarwinds.com

欧洲全国/中央/联邦政府
电话： +353 21 233 0440
电子邮箱： nationalgovtsales@solarwinds.com 

 

© 2019 SolarWinds Worldwide, LLC.  保留所有权利。

SolarWinds、SolarWinds & Design、Orion 和 THWACK 商标是 SolarWinds Worldwide, LLC 或其附属公司的独家财产，在美国专利与商标局登记
注册，且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已注册或已申请注册。  其他所有 SolarWinds 商标、服务标识和徽标为普通法商标，或者已注册或申请注册。  其他所
有在此提及的商标仅为识别目的，并且已为其所属公司的商标（或可能为其注册商标）。

 
未经 SolarWinds 事先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修改、反编译、反汇编、出版或分发全部或部分本文件，也不得转换为任何电子媒体或其他
格式。 对本软件、服务和文档的所有权利、授权和利益都应保留为 SolarWinds、其附属公司，和/或相应许可方的专有财产。 

 
SOLARWINDS 在文档中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法定或其他形式的担保、条件或其他条款，包括但不限于此处包含的任何信息的非侵权、准确性、
完整性或有用性。  在任何情况下，SolarWinds、其供应商或其许可方不会对任何损害、是否产生侵权行为、合同或任何其他法律理论承担责任， 
即使已经告知 SolarWinds 可能产生此类损害。

有关更多信息，请拨打 866.530.8100 或向 sales@solarwinds.com 发送电子邮件与 SolarWinds 进行联系。 
要查找您附近的国际经销商，请访问 http://www.solarwinds.com/partners/reseller_locato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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