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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文档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系统和连接设备的安全》介绍了如何保护和监视
Oracle Solaris 系统以免受未经授权的访问。

■ 概述－介绍保护系统和设备免受未经授权访问的不同方法。
■ 目标读者－负责实施企业网络安全的系统管理员。
■ 必备知识－熟悉 Oracle Solaris 中支持的安全概念和功能。

产品文档库

有关本产品的最新信息和已知问题均包含在文档库中，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
pls/topic/lookup?ctx=E56344。

获得 Oracle 支持

Oracle 客户可通过 My Oracle Support 获得电子支持。有关信息，请访问 http://
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info；如果您听力受损，请访问 http://
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trs。

反馈

可以在 http://www.oracle.com/goto/docfeedback 上提供有关本文档的反馈。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info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info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tr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trs
http://www.oracle.com/goto/doc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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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        第     1     章 

管理计算机安全性

保持计算机的信息安全是一项重要的系统管理任务。本章概述了有关管理计算机安全性
的信息。

■ “控制对计算机系统的访问” [9]
■ “控制对设备的访问” [15]
■ “控制对计算机资源的访问” [16]
■ “控制对文件的访问” [20]
■ “控制网络访问” [22]
■ “报告安全问题” [26]

Oracle Solaris 11.2 中保护系统和设备的新功能

本节重点为现有客户介绍此发行版中有关保护系统和设备遭受未经授权访问的重要新功
能的信息。

■ 引导验证支持保护操作系统的内核。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使用验证的引
导” [27]。

■ 支持可信平台模块 (Trusted Platform Module, TPM)。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系统上初始化 TPM” [33]。

控制对计算机系统的访问

在工作场所中，可以将所有与服务器连接的计算机视为一个大型的多功能系统。您负责
此大型系统的安全。您需要保护网络，防止其受到尝试访问此网络的外来者的破坏。您
还需要确保网络中计算机上的数据完整性。

在文件级别，Oracle Solaris 提供了可用于保护文件、目录和设备的标准安全功能。在
系统和网络级别，安全问题基本相同。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控制对系统的访问，如以下各
节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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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物理安全性

要控制对系统的访问，必须维护计算环境的物理安全性。例如，处于登录状态并且无人
值守的系统容易受到未经授权的访问。入侵者可以获得操作系统和网络的访问权限。必
须为计算机环境和计算机硬件提供物理保护，防止其受到未经授权的访问。

您可以保护 SPARC 系统，防止硬件设置受到未经授权的访问。使用 eeprom 命令要求在
访问 PROM 时提供口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如何要求提供用于访问 SPARC 硬件
的口令 [49]。要保护 x86 硬件，请参考供应商文档。

维护登录控制

您可以通过指定口令和控制登录防止对系统或网络进行未经授权的登录。口令是一种简
单的验证机制。系统上的所有帐户都必须有一个口令。如果帐户没有口令，则猜中用户
名的入侵者可以访问整个网络。强口令算法可防止强力攻击。

用户登录到系统时，login  命令会根据名称转换服务 svc:/system/name-service/switch
中的信息检查相应的命名服务或目录服务数据库。要更改命名服务数据库中的值，请使
用 SMF 命令。命名服务指明影响登录的数据库的位置：

■ files－指定本地系统上的 /etc 文件
■ ldap－指定 LDAP 服务器上的 LDAP 目录服务
■ nis－指定 NIS 主服务器上的 NIS 数据库
■ dns－指定网络上的域名服务

有关命名服务的说明，请参见 nscd(1M) 手册页。有关命名服务和目录服务的信息，
请参见《使用 Oracle Solaris 11.2 目录和命名服务：DNS 和 NIS 》和《使用 Oracle
Solaris 11.2 目录和命名服务：LDAP 》。

login 命令可验证用户提供的用户名和口令。如果用户名不在口令数据库中，login 命
令将拒绝对系统的访问。如果口令对指定的用户名不正确，则 login 命令将拒绝对系统
的访问。当用户提供有效的用户名及其对应的口令时，系统将授予该用户访问系统的权
限。

成功登录到系统之后，PAM 模块可以简化应用程序登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 Kerberos 和其他验证服务 》中的第 1  章 “使用可插拔验证
模块”。

Oracle Solaris 系统提供了完善的验证和授权机制。有关网络级别的验证和授权机制的
介绍，请参见“远程访问的验证和授权” [2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nscd-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VNA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VLDP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VLDP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MKApam-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MKApam-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MKApa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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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口令信息

用户登录系统时，必须同时提供用户名和口令。虽然登录名是公开的，但是口令必须保
密。口令应该只有相应的用户才知道。用户必须仔细选择他们的口令，且必须经常更改
这些口令。

口令最初是在设置用户帐户时创建的。要维护用户帐户的安全性，可以设置口令生命
期，以便强制用户定期更改其口令。此外，还可以通过锁定口令来禁用用户帐户。有关
口令管理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用户帐户和用户环境 》中
的第 1  章 “关于用户帐户和用户环境”和 passwd(1) 手册页。

本地口令

如果网络使用本地文件来验证用户，则口令信息保存在系统的 /etc/passwd 和 /etc/
shadow 文件中。用户名和其他信息保存在 /etc/passwd 文件中。加密的口令本身保存在
一个单独的影子文件 /etc/shadow 中。这种安全措施可防止用户获取对加密口令的访问
权限。虽然任何可以登录到系统的用户都能使用 /etc/passwd 文件，但是只有 root 帐户
能够读取 /etc/shadow 文件。可以使用 passwd 命令更改本地系统上用户的口令。

NIS 口令

如果网络使用 NIS 验证用户，口令信息将保存在 NIS 口令列表中。NIS 不支持口令生命
期。可以使用 passwd -r nis 命令更改存储在 NIS 口令列表中的用户口令。

LDAP 口令

Oracle Solaris LDAP 命名服务将口令信息和投影信息存储在 LDAP 目录树的 ou=people
容器中。在 Oracle Solaris LDAP 命名服务客户机上，可以使用 passwd -r ldap 命令来
更改用户口令。LDAP 命名服务将口令存储在 LDAP 系统信息库中。

在 Oracle Directory Server 企业版上实施口令策略。具体而言，客户机的 pam_ldap 模
块遵循在 Oracle Directory Server 企业版上实施的口令策略控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见《使用 Oracle Solaris 11.2 目录和命名服务：LDAP 》中的“LDAP 命名服务安全模
型”。

口令加密

强口令加密可针对攻击提供一道前期防线。Oracle Solaris 软件提供了六种口令加密算
法。Blowfish 和 SHA 算法提供了强大的口令加密。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ADUSRuserconcept-97366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ADUSRuserconcept-97366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passwd-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VLDPldapsecure-66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VLDPldapsecure-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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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要得到 FIPS 140 认可，请使用 SHA 算法。有关信息，请参见《Using a FIPS
140 Enabled System in Oracle Solaris 11.2 》中的“passwd Command as a FIPS 140
Consumer”。

口令算法标识符

可以在 /etc/security/policy.conf 文件中为您的站点指定算法配置。在 policy.conf
文件中，算法通过其标识符指定，如下表所示。有关标识符-算法映射的信息，请参见 /
etc/security/crypt.conf 文件。

注 - 请尽可能使用 FIPS 认可的算法。有关 FIPS 认可的算法列表，请参见《Using a
FIPS 140 Enabled System in Oracle Solaris 11.2 》中的“FIPS 140 Algorithm Lists and
Certificate References for Oracle Solaris Systems”。

表 1-1 口令加密算法

标识符
说明 算法手册页

1 与 BSD 和 Linux 系统上的 MD5 算法兼容
的 MD5 算法。

crypt_bsdmd5(5)

2a 与 BSD 系统上的 Blowfish 算法兼容的
Blowfish 算法。
注 - 要提升 FIPS 140 安全性，请从 /etc/
security/policy.conf 文件中的 CRYPT_
ALGORITHMS_ALLOW=2a,5,6 条目中删除
Blowfish 算法 (2a)。

crypt_bsdbf(5)

md5 Sun MD5 算法，一般认为此算法比 BSD
和 Linux 版本的 MD5 更强大。

crypt_sunmd5(5)

5 SHA256 算法。SHA 是 Secure Hash
Algorithm（安全散列算法）的缩写。此算
法属于 SHA-2 系列。SHA256 支持 255
个字符的口令。此算法是缺省值 (CRYPT_
DEFAULT)。

crypt_sha256(5)

6 SHA512 算法。 crypt_sha512(5)

__unix__ 已废弃。传统的 UNIX 加密算法。连接到
旧系统时，此算法十分有用。

crypt_unix(5)

注 - 即使在为用户生成一个新口令之前已经选择其他缺省算法，用于用户的初始口令的
算法仍然继续用于为该用户生成新口令。在以下情况下使用此机制：

■ 该算法包含在可以用于口令加密的算法列表中。
■ 标识符不是 _unix_。

有关说明如何切换口令加密算法的过程，请参见“更改口令加密的缺省算法” [4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OSFIPfips-pwd-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OSFIPfips-pwd-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OSFIPfips-pwd-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OSFIPfips-ref-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OSFIPfips-ref-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OSFIPfips-ref-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crypt-bsdmd5-5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crypt-bsdbf-5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crypt-sunmd5-5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crypt-sha256-5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crypt-sha512-5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crypt-uni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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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conf 文件中的算法配置

policy.conf 文件中的缺省算法配置如下所示：

#

…

# crypt(3c) Algorithms Configuration

#

# CRYPT_ALGORITHMS_ALLOW specifies the algorithms that are allowed

to

# be used for new passwords.  This is enforced only in crypt_gensalt(3c).

#

CRYPT_ALGORITHMS_ALLOW=1,2a,md5,5,6

# To deprecate use of the traditional unix algorithm, uncomment below

# and change CRYPT_DEFAULT= to another algorithm.  For example,

# CRYPT_DEFAULT=1 for BSD/Linux MD5.

#

#CRYPT_ALGORITHMS_DEPRECATE=__unix__

# The Oracle Solaris default is a SHA256 based algorithm.  To revert to

# the policy present in Solaris releases set CRYPT_DEFAULT=__unix__,

# which is not listed in crypt.conf(4) since it is internal to libc.

#

CRYPT_DEFAULT=5

…

更改 CRYPT_DEFAULT 的值后，将使用与新值关联的算法对新用户的口令进行加密。

现有用户更改其口令之后，其旧口令的加密方式会影响新口令所用的加密算法。例如，
假设 CRYPT_ALGORITHMS_ALLOW=1,2a,md5,5,6，CRYPT_DEFAULT=6。下表说明了生成加密口
令所使用的算法。口令由标识符=算法构成。

初始口令 更改后的口令 解释

1 =crypt_bsdmd5 使用同一算法 1 标识符在 CRYPT_ALGORITHMS_ALLOW 列表中。继续使用 crypt_
bsdmd5 算法对用户口令进行加密。

2a =crypt_bsdbf 使用同一算法 2a 标识符在 CRYPT_ALGORITHMS_ALLOW 列表中。因此，使用
crypt_bsbdf 算法对新口令进行加密。

md5 =crypt_md5 使用同一算法 md5 标识符在 CRYPT_ALGORITHMS_ALLOW 列表中。因此，使用
crypt_md5 算法对新口令进行加密。

5 =crypt_sha256 使用同一算法 5 标识符在 CRYPT_ALGORITHMS_ALLOW 列表中。因此，继续使用
crypt_sha256 算法对新口令进行加密。

6 =crypt_sha512 使用同一算法 6 标识符是 CRYPT_DEFAULT 的值。因此，继续使用 crypt_sha512
算法对新口令进行加密。

__unix__ =crypt_
unix

使用 crypt_sha512
算法

__unix__ 标识符不在 CRYPT_ALGORITHMS_ALLOW 列表中。因此，
不能使用 crypt_unix 算法。将使用 CRYPT_DEFAULT 算法对新口
令进行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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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配置算法选择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policy.conf(4) 手册页。要指定口令加密算
法，请参见“更改口令加密的缺省算法” [44]。

特殊系统帐户

root 帐户是多个特殊系统帐户之一。在这些帐户中，只有 root 帐户指定了口令并可登
录。nuucp 帐户可登录进行文件传输。其他系统帐户无需使用 root 的全部功能即可保护
文件或运行管理进程。

注意 - 绝对不要更改系统帐户的口令设置。Oracle Solaris 中提供的系统帐户是有安全保
障的。不修改或创建 UID 小于等于 101 的系统文件。

下表列出了一些系统帐户及其用途。这些系统帐户执行一些特殊功能。此列表中的每个
帐户都有一个小于 100 的 UID。要获得系统文件的完整列表，请使用命令 logins -s。

表 1-2 所选系统帐户及其用途

系统帐户 UID 用途

root 0 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可以覆盖其他保护和权限。root

帐户具有访问整个系统的权限。应该非常谨慎地保
护 root 帐户口令。root 帐户可以使用大多数 Oracle
Solaris 命令。

daemon 1 控制后台处理。

bin 2 有权使用部分 Oracle Solaris 命令。

sys 3 有权访问许多系统文件。

adm 4 有权访问某些管理文件。

lp 71 有权访问打印机的对象数据文件和假脱机数据文件。

uucp 5 有权访问 UUCP（UNIX-to-UNIX copy
program，UNIX 对 UNIX 复制程序）的对象数据文
件和假脱机数据文件。

nuucp 9 供远程系统用于登录到系统并启动文件传输。

远程登录

远程登录为入侵者提供了可乘之机。Oracle Solaris 提供多个命令用于监视、限制和禁
用远程登录。有关过程的信息，请参见表 3-1 “保证登录和口令的安全任务列表”。

缺省情况下，远程登录无法获取控制或读取特定系统设备（如系统鼠标、键盘、帧缓存
器或音频设备）的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logindevperm(4) 手册页。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REFMAN4policy.conf-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REFMAN4logindevper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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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对设备的访问

连接到计算机系统的外围设备会造成安全风险。麦克风可以截获对话内容并将其传输到
远程系统。CD-ROM 可能会遗留信息，而 CD-ROM 设备的下一个用户可以看到这些信
息。可以从远程访问打印机。系统自带设备（例如 bge0 等网络接口）也可能会带来安全
问题。
Oracle Solaris 软件提供了多种方法用于控制对设备的访问。

■ 设置设备策略－可以要求访问特定设备的进程使用一个特权集运行。没有这些特权的
进程将无法使用设备。在系统引导时，Oracle Solaris 软件将配置设备策略。可以在
安装期间为第三方驱动程序配置设备策略。安装之后，管理员可以将设备策略添加到
设备中。

■ 使设备可分配－您可以要求用户必须先分配设备然后再进行使用。分配将设备限制为
每次只能由一个用户使用。可以进一步要求用户必须获得授权才能使用设备。

■ 禁止使用设备－可以禁止计算机系统上的任何用户使用某个设备（如麦克风）。例
如，计算机资讯服务站可能是一个使特定设备不可用的不错选择。

■ 将设备限定到特定区域－可以指定在某个非全局区域中使用设备。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见《创建和使用 Oracle Solaris 区域 》中的“非全局区域中的设备使用”。有关设备
和区域的更多一般介绍，请参见《Oracle Solaris Zones 介绍 》中的“非全局区域中
的 /dev 文件系统”。

设备策略

使用设备策略机制，可以指定打开设备的进程需要某些特权。仅有正在使用设备策略指
定的特权运行的进程才能访问受设备策略保护的设备。Oracle Solaris 提供了缺省设备
策略。例如，bge0 之类的网络接口要求对其进行访问的进程使用 net_rawaccess 特权
运行。该要要求是在内核中实施的。有关特权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进程权限管理”。

在 Oracle Solaris 中，使用文件权限和设备策略来保护设备。例如，/dev/ip 文件具有
666 权限。但是，设备只能由具有相应特权的进程打开。

可以审计设备策略的配置。AUE_MODDEVPLCY 审计事件可记录设备策略的更改。
有关设备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内容：

■ 表 4-1 “配置设备策略任务列表”
■ “设备策略命令” [61]
■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特权和设备”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VLZSOz.admin.ov-1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VLZONz.config.ov-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VLZONz.config.ov-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prbac-2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prbac-2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prbac-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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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分配

使用设备分配机制，可以限制对外围设备（如 CD-ROM）的访问。如果未启用设备分
配，则仅通过文件权限保护外围设备。例如，外围设备在缺省情况下可供以下用户使
用：

■ 任何用户都可以对 CD-ROM 驱动器或磁盘进行读写操作。
■ 可以连接麦克风的任何用户。
■ 可以访问已连接的打印机的任何用户。

设备分配可以将设备限制为仅由授权用户使用。设备分配还可以完全阻止对设备的访
问。分配了设备的用户对设备具有专用权，直到此用户取消分配此设备为止。取消分配
设备时，设备清除脚本将删除所有遗留数据。可以编写设备清除脚本来清除没有脚本的
设备中的信息。有关示例，请参见“编写新的设备清除脚本” [67]。

可以对分配设备、取消分配设备以及列出可分配设备的企图进行审计。审计事件属于
other 审计类。
有关设备分配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内容：

■ 表 4-2 “管理设备分配任务列表”
■ “设备分配” [62]
■ “设备分配命令” [63]

控制对计算机资源的访问

某些系统资源在缺省情况下即受保护。此外，作为系统管理员，您可以控制和监视系统
活动。您可以通过设置限制访问的对象及其可以访问的资源。可以记录资源的使用，并
可以监视正在使用资源的对象，还可以设置系统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资源的不当使用。

地址空间布局随机化

Oracle Solaris 标记了许多用户级二进制文件，以启用地址空间布局随机化
(ASLR)。ASLR 会对地址空间的公钥部分的起始地址进行随机化处理。该安全防御机制
可以导致返回导向编程 (Return Oriented Programming, ROP) 攻击在试图利用软件漏洞
时失败。

区域为其流程继承了该随机布局。由于使用 ASLR 可能并不适合所有二进制文件，因
此，ASLR 的使用可以在区域级别和二进制级别进行配置。
三种 ASLR 配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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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用－对所有二进制文件禁用 ASLR。
■ 标记的二进制文件－ASLR 由编码到二进制文件中的标记进行控制。

ASLR 的缺省 Oracle Solaris 值为 tagged-binaries。Oracle Solaris 发行版中的许多
二进制文件都被标记为使用 ASLR。

■ 启用－对除明确标记为禁用 ASLR 外的所有二进制文件启用 ASLR。

sxadm 命令用于配置 ASLR。您必须承担 root 角色才能运行此命令。有关示例和信息，
请参见 sxadm(1M) 手册页。有关开发者信息，请参见《面向开发者的 Oracle Solaris 11
安全性指南 》。

限制和监视超级用户访问权限

系统要求提供 root 口令才能进行超级用户访问。在缺省配置中，用户无法以 root 身份
远程登录系统。远程登录时，用户必须使用其用户名登录，然后使用 su 命令成为 root
用户。可以监视一直在使用 su 命令的用户，特别是那些尝试获取超级用户访问权限的用
户。有关监视超级用户以及限制超级用户访问权限的过程，请参见“监视和限制 root 访
问” [47]。

配置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以替换超级用户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role-based access control, RBAC) 是 Oracle Solaris 的一项功
能，目的在于将超级用户的功能分配给多个管理角色。超级用户（即 root 用户）可以访
问系统中的所有资源。借助 RBAC，可以使用一组具有独立权限的角色来替换 root 的
许多职责。例如，可以设置一个角色来处理用户帐户创建，设置另一个角色来处理系统
文件修改。虽然您不可以修改 root 帐户，但可以将该帐户保留为一种角色，然后不分配
该角色。此策略可以有效地阻止对系统的 root 访问。

每个角色都要求已知的用户使用自己的用户名和口令进行登录。登录之后，用户即可承
担具有特定角色口令的角色。有关 RBAC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用户权限管理”。

防止无意中误用系统资源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防止您和您的用户发生意外错误：

■ 可以通过正确设置 PATH 变量来阻止运行特洛伊木马。
■ 可以为用户指定受限 shell。受限 shell 通过控制用户仅访问其工作所需的那些系统部

分来防止出现用户错误。事实上，通过谨慎设置，可以确保用户仅访问有助于提高其
工作效率的那些系统部分。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sxadm-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GSSAPIPG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GSSAPIPG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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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针对用户无需访问的文件设置限制性权限。

设置 PATH 变量

应注意正确设置 PATH 变量。否则，可能会无意中运行他人引入的程序，从而对安全性构
成威胁。入侵程序可能会破坏数据或危害系统。这种程序称为特洛伊木马。例如，一个
冒充的 su 程序可能会放置在公共目录中，而您作为系统管理员可能会运行该冒充程序。
这类脚本看上去就像常规的 su 命令。由于这类脚本会在执行之后自行删除，因此，几乎
没有明确迹象表明您实际上已运行了特洛伊木马。

 PATH 变量是在登录时自动设置的。PATH 是通过您的初始化文件设置的，如 .bashrc
和 /etc/profile。当设置用户搜索路径以便将当前目录 (.) 置于最后时，就可以防止您
运行这类特洛伊木马。供 root 帐户使用的 PATH 变量绝不能包括当前目录。

为用户指定受限 Shell

标准 shell允许用户执行打开文件、执行命令等操作。受限 shell 可限制用户更改目录和
执行命令的能力。可使用 /usr/lib/rsh 命令调用受限 shell。请注意，受限 shell 并不是
远程 shell，后者为 /usr/sbin/rsh。
受限 shell 在以下方面不同于标准 shell：

■ 用户访问仅限于用户的起始目录，因此无法使用 cd 命令更改目录。因此，这类用户
无法浏览系统文件。

■ 受限用户无法更改 PATH 变量，因此只能使用系统管理员设置的路径中的命令。受限
用户也无法使用完整路径名来执行命令或脚本。

■ 该类用户无法使用 > 或 >> 重定向输出。

使用受限 shell，可以限制用户对系统文件的访问能力。此类 shell 将为需要执行特定任
务的用户创建一种受限环境。但是，受限 shell 并非完全安全，它的目的仅在于防止不
熟练的用户无意中造成破坏。

有关受限 shell 的信息，请使用 man -s1m rsh 命令查看 rsh(1M) 手册页。

限制对文件中数据的访问

因为 Oracle Solaris 是一种多用户环境，因此文件系统安全性是系统中最基本的安全风
险。可以使用传统的 UNIX 文件保护措施保护文件，也可以使用更安全的访问控制列表
(access control list, ACL)。

您可能需要允许一些用户读取某些文件，为另一些用户提供更改或删除某些文件的权
限。您可能会有一些不希望其他任何用户看到的数据。《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
文件的安全和确认文件完整性 》中的第 1  章 “控制对文件的访问”讨论了如何设置文件
权限。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rsh-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FVsecfile-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FVsecfile-1


控制对计算机资源的访问

第 1 章 管理计算机安全性 19

限制 setuid 可执行文件

可执行文件可能产生安全风险。少量可执行程序必须以 root 身份运行才能正常工作。运
行这些 setuid 程序需要将用户 ID 设置为 0。运行这些程序的任何用户都使用 root ID 运
行程序。如果在编写某个程序时没有注意安全问题，使用 root ID 运行该程序将造成潜
在的安全问题。

除了 setuid 位设置为 root 的 Oracle Solaris 提供的可执行程序外，应该禁止使用其
他 setuid 程序。如果无法禁止使用 setuid 程序，则必须限制其使用。安全管理需要的
setuid 程序很少。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文件的安全和确认文件完整性 》
中的“防止可执行文件危及安全”。有关过程的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
确保文件的安全和确认文件完整性 》中的“防止程序受到安全风险”。

使用缺省安全 (Secure by Default) 配置

缺省情况下，安装 Oracle Solaris 后，将禁用许多网络服务。此配置称为“缺省安
全”(SBD)。使用 SBD 时，接受网络请求的唯一网络服务是 sshd 守护进程。其他所有网
络服务将被禁用，或仅处理本地请求。要启用单个网络服务（如 ftp），可使用 Oracle
Solaris 的服务管理工具 (Service Management Facility, SMF) 功能。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见 netservices(1M) 和 smf(5) 手册页。

使用资源管理功能

Oracle Solaris 软件提供了完善的资源管理功能。使用这些功能，可以按照服务器整合
环境中的应用程序对资源使用进行分配、安排、监视以及设置上限操作。使用资源控制
框架，可以对进程占用的系统资源设置约束。这类约束有助于防止尝试使系统资源发生
泛洪的脚本引起的拒绝服务攻击。

使用这些资源管理功能，可以为特定项目指定资源。还可以动态调整可用资源。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进行资源管理 》。

使用 Oracle Solaris 区域

Oracle Solaris 区域提供了一种应用程序执行环境，其中单个 Oracle Solaris OS 实例中
各进程与系统的其余部分隔离开来。这种隔离阻止了在一个区域中运行的进程监视或影
响在其他区域中运行的进程。即使运行的进程具有超级用户功能，也不能查看或影响其
他区域中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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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对文件的访问

20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系统和连接设备的安全 • 2014 年 9 月

Oracle Solaris 区域非常适用于将多个应用程序置于单个服务器上的环境。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Zones 介绍 》。

监视计算机资源的使用情况
作为系统管理员，您需要监视系统活动。您需要注意计算机的所有方面，其中包括以下
方面：

■ 什么是正常负载？
■ 谁有权访问系统？
■ 个人何时访问系统？
■ 哪些程序会在系统上正常运行？

了解这些知识之后，就可以使用可用工具审计系统使用情况并监视单个用户的活动。如
果怀疑安全性受到破坏，则使用监视功能会非常有用。有关审计服务的更多信息，请参
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审计 》中的第 1  章 “关于 Oracle Solaris 中的审计”。

监视文件完整性
作为系统管理员，您需要确保所管理的系统上安装的文件未被意外更改。在大型安装
中，通过有关每个系统上的软件栈的比较和报告工具可以跟踪系统。使用基本审计报告
工具 (Basic Audit Reporting Tool, BART)，可以按时间进度对一个或多个系统执行文件
级检查，以此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一个或多个系统的 BART清单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
可以验证系统的完整性。BART 提供了清单创建、清单比较以及脚本报告规则。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文件的安全和确认文件完整性 》中的
第 2  章 “使用 BART 检验文件完整性”。

控制对文件的访问
Oracle Solaris 是一个多用户环境，其中所有登录到系统的用户均可读取属于其他用户
的文件。使用相应的文件权限，用户还可以使用属于其他用户的文件。有关更多讨论，
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文件的安全和确认文件完整性 》中的第 1  章 “控
制对文件的访问”。有关设置文件的相应权限的逐步说明，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文件的安全和确认文件完整性 》中的“保护文件”。

加密磁盘上的文件

通过使其他用户无法访问某个文件，可以保证此文件的安全。例如，具有 600 权限的文
件只能由其所有者和 root 帐户读取。具有 700 权限的目录同样无法访问。但是，猜中您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VLZON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MAAauditov-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FVba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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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令或者知道 root 口令的用户可以访问该文件。另外，每次将系统文件备份到脱机介
质时，还可以在备份磁带上保留原本无法访问的文件。为提供额外保护，您可以使用盘
上加密或使用加密框架命令。

有关 ZFS 文件系统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 ZFS 文件系
统 》中的“加密 ZFS 文件系统”。

加密框架提供了 digest、mac 和 encrypt 命令。一般用户可以使用这些命令来保护文件
和目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加密和证书 》中的第 1
 章 “加密框架”。

使用访问控制列表

ACL（发音为 ackkl）可以提供更多的文件权限控制权。如果传统的 UNIX 文件保护无法
提供足够的保护，则可添加 ACL。传统的 UNIX 文件保护可为以下三类用户提供读写和
执行权限：所有者、组和其他用户。ACL 可提供更精细的文件安全性。
使用 ACL，您可以定义细粒度文件权限，包括以下权限：

■ 所有者文件权限
■ 所有者组的文件权限
■ 不属于所有者组的其他用户的文件权限
■ 特定用户的文件权限
■ 特定组的文件权限
■ 先前每个类别的缺省权限

要使用访问控制列表 (access control list, ACL) 保护 ZFS 文件，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 ZFS 文件系统 》中的第 7  章 “使用 ACL 和属性保护 Oracle Solaris
ZFS 文件”。有关在传统文件系统上使用 ACL 的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文件的安全和确认文件完整性 》中的“使用访问控制列表保护 UFS 文件”。

跨计算机共享文件

网络文件服务器可以控制哪些文件可供共享。网络文件服务器还可以控制有权访问文件
的客户机，以及允许这些客户机使用的访问类型。文件服务器可以为所有客户机或特定
客户机授予读写访问权限或只读访问权限。通过 share 命令使资源可用时，将会指定访
问控制。

创建某个 ZFS 文件系统的 NFS 共享后，该文件系统将永久共享，直到共享被删除
为止。SMF 会在系统重新引导后自动管理共享。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 ZFS 文件系统 》中的“Oracle Solaris ZFS 与传统文件系统的区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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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对共享文件的 root 访问

通常，不允许超级用户对网络中共享的文件系统进行 root 访问。NFS 系统将请求程序
的用户更改为用户 ID 为 60001 的用户 nobody，以此防止对挂载的文件系统进行 root 访
问。用户 nobody 的访问权限与为公众提供的那些访问权限相同。用户 nobody 具有的访
问权限与没有凭证的用户所具有的访问权限相同。例如，如果公众只对某个文件具有执
行权限，则用户 nobody 只能执行此文件。

NFS 服务器可以按主机授予对共享文件系统的 root 访问权限。要授予这些特权，请将
share 命令与 root=hostname 选项结合使用。应该谨慎使用此选项。有关 NFS 的安全
选项的论述，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网络文件系统 》中的第 5  章 “用于
管理网络文件系统的命令”。

控制网络访问

计算机常常属于某个计算机网络，此网络允许连接的计算机交换信息。联网的计算机可
以访问网络中其他计算机的数据和其他资源。尽管计算机网络营造了一种强大且完善的
计算环境，但网络也会给计算机安全带来麻烦。

例如，在计算机网络中，单个系统允许共享信息。未经授权的访问存在安全风险。由于
许多用户都有权访问网络，因此更可能会出现未经授权的访问，尤其是由于用户错误而
发生的访问。口令使用不当也会导致未经授权的访问。

网络安全性机制

网络安全性通常是在限制或阻止来自远程系统的操作的基础上实现的。下图介绍了可以
对远程操作强制执行的安全限制。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VNFSrfsrefer-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VNFSrfsref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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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远程操作的安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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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访问的验证和授权

验证是用户尝试访问远程系统时控制访问的一种方法。可以同时在系统级别和网络级别
设置验证。授予用户对远程系统的访问权限后，可以通过授权来限制该用户可执行的操
作。下表列出了提供验证和授权的服务。

表 1-3 远程访问的验证服务

服务 说明 有关更多信息

IPsec IPsec 提供了基于主机和基于证书的验证
以及网络通信流量加密。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网络安
全 》中的第 6  章 “关于 IP 安全体系结构”

Kerberos Kerberos 使用加密功能对登录系统的用
户进行验证和授权。

有关示例，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
2 中管理 Kerberos 和其他验证服务 》中
的“Kerberos 服务的工作原理”。

LDAP LDAP 目录服务可以在网络级别同时提供
验证和授权。

《使用 Oracle Solaris 11.2 目录和命名服
务：DNS 和 NIS 》

远程登录命令 使用远程登录命令，用户可以通过网
络登录到远程系统并使用其资源。例
如，rlogin、rcp 和 ftp 就是远程登录命
令。如果是可信主机，则会自动执行验
证。否则，系统会要求进行自我验证。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远程系
统 》中的第 3  章 “访问远程系统”

SASL 简单验证和安全层 (Simple
Authentication and Security Layer,
SASL) 是一种为网络协议提供验证和可选
安全性服务的框架。可以使用插件来选择
相应的验证协议。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
Kerberos 和其他验证服务 》中的“关于
SASL”

安全 RPC 安全 RPC 通过对远程计算机上发出请求
的用户进行验证来提高网络环境的安全
性。可以使用 UNIX、DES 或 Kerberos
验证机制来实现安全 RPC。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
Kerberos 和其他验证服务 》中的“关于安
全 RPC”

安全 RPC 还可用于在 NFS 环境中提供额
外的安全性。具有安全 RPC 的 NFS 环境
称为安全 NFS。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
Kerberos 和其他验证服务 》中的“NFS 服
务和安全 RPC”

安全 Shell 安全 Shell 对不安全网络上的网络通信进
行加密。安全 Shell 通过使用口令和/或公
钥来提供验证。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安全
Shell 访问 》中的“安全 Shell（概述）”

安全 RPC 的可能替代项是 Oracle Solaris 特权端口机制。为特权端口指定的端口号小于
1024。客户机系统验证客户机的凭证之后，此客户机便会使用特权端口与服务器建立连
接。然后，服务器通过检查连接的端口号来检验客户机凭证。

未运行 Oracle Solaris 软件的客户机可能无法使用特权端口进行通信。如果客户机无法
通过此端口进行通信，则会显示类似如下的错误消息：

“Weak Authentication

NFS request from unprivileged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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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系统

可以设置防火墙系统来防止外部对网络中的资源进行访问。防火墙系统是一种安全主
机，可充当内部网络与外部网络之间的屏障。内部网络将所有其他网络均视为不可信。
应该考虑将此设置作为内部网络和任何与其进行通信的外部网络（如 Internet）之间的
强制性设置。

防火墙可充当网关和屏障，充当网关时，它在网络之间传递数据。充当屏障时，它阻止
在网络间来回自由传递数据。内部网络中的用户必须登录到防火墙系统才能访问远程网
络中的主机。同样，外部网络中的用户必须先登录到防火墙系统，然后才会被授予访问
内部网络中主机的权限。

在某些内部网络之间也可以使用防火墙。例如，可以设置防火墙或安全网关计算机来按
地址或按协议对包的传送进行限制。您之后可以允许用于传送邮件的包，但不允许 ftp
命令的包。

此外，从内部网络发送的所有电子邮件均会首先发送到防火墙系统。然后，防火墙将邮
件传送给外部网络中的主机。防火墙系统还会接收所有传入的电子邮件，并将邮件分发
给内部网络中的主机。

注意 - 如果您放松对网络中其他主机的安全性限制，即使严格维护对防火墙强制实施的
安全性，突破防火墙系统的入侵者仍然可以获取访问内部网络中所有其他主机的权限。

防火墙系统不应有任何可信主机。可信主机是指用户无需提供口令即可通过其登录的主
机。防火墙系统不应共享其任何文件系统，也不应挂载其他服务器的任何文件系统。

IPsec 和 Oracle Solaris 的 IP 过滤器功能可以提供防火墙保护。有关保护网络通信的更
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网络安全 》。

加密和防火墙系统

来自外部网络的未经授权的用户可以在包到达目的地之前捕获这些包，并将任意数据注
入内容，然后将包送回原路径，从而破坏或销毁包中的数据。此过程称为包粉碎。

在局域网中无法实现粉碎包，因为包会同时到达所有系统（包括服务器）。但是，可以
在网关上实现包粉碎，因此请确保网络中的所有网关都受到保护。

大多数危险的攻击都会影响数据的完整性。这类攻击包括更改包的内容或者模拟用户。

其他攻击可能包括窃听，但不会破坏数据的完整性或者模拟用户。窃听者会记录对话内
容供以后重放，尽管窃听攻击不会破坏数据的完整性，但是会影响保密性。可以对通过
网络上的数据进行加密来保护敏感信息的保密性。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NW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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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对不安全网络上的远程操作进行加密，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安
全 Shell 访问 》中的第 1  章 “使用安全 Shell（任务）”。

■ 要对网络中的数据进行加密和验证，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
Kerberos 和其他验证服务 》中的第 2  章 “关于 Kerberos 服务”。

■ 要对 IP 数据报进行加密，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网络安全 》中的
第 6  章 “关于 IP 安全体系结构”。

报告安全问题

如果遇到可疑的重大企业安全违规，可以与计算机应急响应小组/协调中心 (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Coordination Center, CERT/CC) 联系。CERT/CC 是美国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 资助
的项目，设在卡耐基梅隆大学的软件工程学院。此机构可以帮助您解决遇到的任何安全
问题，还可以指示您与其他更适合特殊要求的计算机应急响应小组联系。有关最新的联
系信息，请查阅 CERT/CC (http://www.cert.org/contact_cert/) Web 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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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MKAkintro-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NWSECipsecov-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NWSECipsecov-1
http://www.cert.org/contact_cert/


第 2 章 保护 Oracle Solaris 系统完整性 27

 2 ♦  ♦  ♦        第     2     章 

保护 Oracle Solaris 系统完整性

可保护 Oracle Solaris 系统，免受将在系统上装入的未经授权内核模块、特洛伊木马应
用程序和其他威胁的影响。本章介绍了 Oracle Solaris 中的安全功能，这些功能提供相
关的保护措施以应对这些威胁，并能将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维护其完整性。本章涵盖以
下主题：

■ “使用验证的引导” [27]
■ “启用验证的引导” [29]
■ “关于可信平台模块” [33]
■ “在 Oracle Solaris 系统上初始化 TPM” [33]
■ “TPM 故障排除” [39]

使用验证的引导

Oracle Solaris 中验证的引导可保证系统引导过程的安全。该功能可防范系统遭受如下
所列的威胁：

■ 内核模块损坏
■ 特洛伊木马病毒、间谍软件和 rootkit 软件等伪装成合法内核模块的恶意程序的植入

或替换
■ 安装未经授权的第三方内核模块

恶意程序不但能向第三方传递信息，还可能更改 Oracle Solaris 的行为。虽然第三方模
块通常都是无恶意的，但它们可能违反控制站点更改的策略。因此，系统也需要防范未
经授权就安装这些模块。

验证的引导和 ELF 签名

在 Oracle Solaris 中，通过 elfsign 签名或密钥的方式执行引导验证。在出厂前，已使
用这些密钥对 Oracle Solaris 内核模块签名。由于其文件格式，这些模块也称为 ELF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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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签名是通过使用对象文件中选择的 ELF 记录的 SHA-1 或 SHA-256 校验和创建的。
对 SHA-1 或 SHA-256 校验和进行签名需用到一个 RSA-2048 私钥和公钥对。公钥分发
在 /etc/certs 中，而私钥是不分发的。

所有的密钥都存储在系统的预引导环境（在引导 Oracle Solaris 之前运行的软件或固
件）中。该固件将装入并引导 platform/.../unix。
每种系统的预引导环境均不同。各种系统支持的预引导环境如下：

■ 传统的 SPARC 系统和 x86 系统－这些系统无法在文件系统外进行存储，因此引导
验证的配置设置存储在文件系统本身中。更确切地说，配置信息存储在 /etc/system
中。密钥存储在 root 文件系统和引导归档文件的 /etc/certs/*SE 中。

■ 其 Oracle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ILOM) 支持验证的引导的 SPARC 系统－
密钥和配置设置存储在 Oracle ILOM 中。
因为 Oracle ILOM 位于操作系统的文件系统之外，所以可防止操作系统的用户（包
括具有管理员 (root) 特权的用户）损坏验证的引导配置。因此，验证的引导在此类系
统中更为安全。
您必须确保对 Oracle ILOM 进行的访问是安全的，以防止对验证的引导配置
进行未经授权的更改。有关确保 Oracle ILOM 安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
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中的文档。

■ SPARC M5 系列、SPARC M6 系列和 SPARC T5 系列－配置设置存储在系统的
Oracle ILOM 中。SPARC 固件将配置信息发送到 Oracle Solaris。

系统引导期间的验证序列

验证的引导可自动验证 Oracle Solaris 内核模块的 elfsign 签名。通过使用验证的引
导，管理员能够在引导过程期间（从系统复位到引导完成）创建可验证的信任链。

在系统引导期间，在引导过程中启动的每个代码块都将验证下一个需要装入的代码块。
验证和装入序列直到装入最后一个内核模块后才停止。

如果随后在系统上执行关开机循环，则会开始一个新的验证序列。管理员也可以配置验
证的引导以在验证失败时采取相应的操作。

考虑 SPARC 系统上的 Oracle Solaris 引导流程：

Firmware -> Bootblock -> /platform/.../unix -> genunix -> other kernel modules

SPARC 固件是在工厂中安装的。也可以通过使用 fwupdate 实用程序更新该固件的数字
签名。该固件验证并接着装入 Oracle Solaris /platform/.../unix 模块（该模块是初始
Oracle Solaris 模块）。接下来，该模块的 Oracle Solaris 内核运行时加载器 krtld 又验
证和装入通用 UNIX (genunix) 模块和后续模块。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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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验证的引导的策略

以下两种策略可管理验证的引导：

■ 引导策略控制 UNIX 和 genunix 模块的验证。这些模块是在引导过程中首先装入的模
块。

■ 模块策略控制需要在 genunix 模块之后装入的其他内核模块的验证。

在传统的 SPARC 系统和 x86 系统中，这些策略定义在 /etc/system 文件的
boot_policy 和 module_policy 变量中。在支持 Oracle ILOM 验证的引导的 SPARC
系统上，boot_policy 和 module_policy 是 /HOSTx/verified_boot（其中 x 是物理域
(physical domain, PDomain) 的编号）中的 Oracle ILOM 属性。
以下任一值均可用于配置变量或属性：

■ none－不执行引导验证。缺省情况下不配置 boot_policy 和 module_policy，因此验
证的引导处于禁用状态。

■ warning－在装入内核模块之前验证每个模块的 elfsign 签名。模块验证失败时仍
然会装入该模块。这些差异记录在系统控制台，或者记录在系统日志中（仅当可用
时）。缺省情况下，日志是 /var/adm/messages。

■ enforce－在装入内核模块之前验证每个模块的 elfsign 签名。模块验证失败时将不
装入该模块。这些差异记录在系统控制台，或者记录在系统日志中（仅当可用时）。
缺省情况下，日志是 /var/adm/messages。

除配置策略外，还可以在系统上指定 elfsign X.509 公钥证书。类似于指定模块的方
法，您也可以通过使用变量或定义 Oracle ILOM 属性指定证书。

如果系统具有支持验证的引导的 Oracle ILOM，Oracle ILOM 中也提供了一个用于验证
的引导的预安装证书文件 /etc/certs/ORCLS11SE。在传统的 SPARC 系统和 x86 系统
上，证书以 Oracle Solaris 文件 /etc/certs/ORCLS11SE 的形式存在。

该证书包含用于验证 ELF 对象中的 elfsign 签名的 RSA 公钥。但是，您可以安装公司
提供的证书以替换 /etc/certs/ORCLS11SE。所有的证书都在各个独立的 PDomain 中装
入和管理。

启用验证的引导

缺省情况下，在系统上禁用验证的引导。在不同的系统上，启用该功能的过程会有所不
同。要启用该功能，请使用本节中一个适用于您的系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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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C: 如何在支持 Oracle ILOM 验证的引导的
SPARC 系统上启用验证的引导

对于支持 Oracle ILOM 验证的引导的 SPARC 系统，验证的引导的属性位于 /HOSTx/
verified_boot，其中 x 是 PDomain 编号，如 HOST0 和 HOST1 等。

注 - 某些 SPARC 系统只有一个物理域，即 /HOST，而其他的可有多个物理域。此过程假
定您使用的是具有多个物理域的系统，并以 /HOSTx 表示某个物理域。有关特定于系统的
安全功能，请参阅该系统的安全手册。

1. （可选） 确定系统是否支持验证的引导。

# show /HOSTx/verified_boot
show: Invalid target /HOST/verified_boot

您可以使用 fwupdate 更新系统的 Oracle ILOM 固件。

2.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Oracle ILOM 用户界面。

% ssh root@ilom

其中，ilom 可以是 Oracle ILOM 服务处理器 IP 地址，也可以是机箱监视模块 IP 地址。

3. 配置验证的引导的属性。

--> set /HOSTx/verified_boot/boot_policy=warning
--> set /HOSTx/verified_boot/module_policy=warning

注 - 指定各个属性的 warning 或 enforce。这些属性可以有不同的配置。有关这些策略配
置的说明，请参见“针对验证的引导的策略” [29]。

如果使用 enforce 配置引导策略，并检测到 UNIX 或 genunix 模块中的差异，则系统不
会引导。而是，系统重新会恢复到 OpenBoot PROM (OBP)。

4. 指定要使用的证书以取代系统提供的证书。

--> load /HOSTx/verified_boot/cert -source ftp-location

其中，ftp-location 是指 FTP 服务器和存储该证书的文件名，ftp-location 必须采用 URL
格式 ftp://server/filename。

5. （可选） 显示验证的引导配置。

--> show /HOSTx/verified_boot
/HOST0

Properties:

boot_policy =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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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_policy = warning

cert = ftp://server/filename

如何在传统 SPARC 系统和 x86 系统上启用验证的引
导

当系统无法在其本地文件系统外存储引导验证配置时，请使用此过程。

在此类系统上启用引导验证时，请注意以下安全注意事项：

■ 配置信息存储在本地文件系统，因此它也是可访问的。
■ 任何特权用户都能修改该配置。
■ 可以更改策略设置，也可以禁用引导验证本身。
■ 可添加额外的密钥，因此可能允许任意 elfsign 签名者对对象模块签名。

1. 编辑 /etc/system 文件。

a.    添加并配置 boot_policy 和 module_policy 变量。
例如，在 /etc/system 中，您可以键入以下内容（以粗体显示）：

* Verified Boot settings: 1=none (default), 2=warning, 3=enforce

set boot_policy=2

set module_policy=2

为每个变量指定与您需要的配置对应的数字。这些变量可以有不同的配置。有关这
些策略配置的说明，请参见“针对验证的引导的策略” [29]。

如果使用 enforce 配置引导策略，并检测到 UNIX 或 genunix 模块中的差异，则系
统不会引导。而是，系统重新会恢复到 OpenBoot PROM (OBP)。

b.    为 verified_boot_certs 变量指定一个或多个 elfsign X.509 密钥证书。

set verified_boot_certs="/etc/certs/THIRDPARTYSE"

其中，THIRDPARTY 是用户提供的证书文件的名称。

2. 更新引导归档文件中的 /etc/system 文件。

# bootadm update-archive

3. （可选） 查看验证的引导配置。

a.    挂载归档文件。

■ 对于 SPARC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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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nt -r -F hsfs /platform/sun4v/boot_archive /mnt

■ 对于 x86 系统：

# mount -r -F hsfs /platform/x86-type/boot_archive /mnt

其中 x86-type 为 i86pc 或 amd64。

b.    显示验证的引导配置和 elfsign 密钥。

# gzcat /mnt/etc/system | egrep ‘verified|policy‘

# ls -l /etc/certs

如何在支持 Oracle ILOM 验证的引导的系统上管理证
书

此过程介绍了如何管理系统的已验证引导证书。

1. 要使用用户提供的证书替换预安装的证书，请键入以下内容：

--> load /HOSTx/verified_boot/cert -source ftp://server/filename

2. 要将当前证书的副本保存到用户提供的源，请键入以下内容：

--> dump /HOSTx/verified_boot/cert -dest ftp://server/filename

3. 要删除任何用户安装的证书并恢复为系统的预安装证书，请键入以下内容：

--> reset /HOSTx/verified_boot/cert

如何手动验证 elfsign 签名

验证的引导是一个自动化机制，它提供了确保引导过程完整性的快速、高效方法。但
是，您仍然可以手动验证内核模块的签名。

按如下所示使用 elfsign 命令语法：

$ elfsign verify -v kernel_module

例如：

$ elfsign verify -v /kernel/misc/sparcv9/cardbus
elfsign: verification of /kernel/misc/sparcv9/cardbus passed.

format: rsa_sh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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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er: O=Oracle Corporation, OU=Corporate Object Signing, \

               OU=Solaris Signed Execution, CN=Solaris 11

关于可信平台模块

可信平台模块 (Trusted Platform Module, TPM) 涉及设备以及存储特定于系统的加密
配置信息的实现。该信息可作为在系统引导期间衡量进程的度量。Oracle Solaris 使用
TPM 来安全存储加密密钥。

以下组件在 Oracle Solaris 中实现 TPM：

■ TPM 设备驱动程序与 TPM 设备通信。
■ 可信计算组 (Trusted Computing Group, TCG) 软件堆栈 (TSS) 利用 tcsd 守护进程

充当 TPM 设备的信道。
■ PKCS #11 库可以实现一个使用 TPM 生成密钥和执行敏感操作的硬件令牌或提供

者。提供者通过使用仅能在 TPM 设备内使用的密钥来加密所有专用数据对象，以此
保护这些对象。PKCS #11 库遵循以下标准：RSA Security Inc. 的 PKCS #11 加密
令牌接口 (Cryptographic Token Interface, Cryptoki)。

■ tpmadm 命令用于管理引导过程验证的 TPM 相关方面。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tpmadm(1M) 手册页。

平台所有者必须通过设置所有者口令（用于对特权操作进行授权）初始化 TPM。平台所
有者也称为 TPM 所有者，在两个方面有别于传统的超级用户：

■ 要访问 TPM 功能，进程特权无关紧要。不论调用进程的特权等级如何，特权操作都
需要知道所有者口令。

■ TPM 所有者无法覆盖由 TPM 密钥保护的数据的访问控制。所有者可通过重新初始
化 TPM 有效地销毁数据。但是，所有者无法访问已使用其他用户所拥有的 TPM 密
钥加密的数据。

可信平台模块和本指南所述的其他措施可防止用户或应用程序未经授权访问系统，从而
保证系统的安全。

在 Oracle Solaris 系统上初始化 TPM

本节包含有关在 Oracle Solaris 系统上初始化 TPM 的过程。对于 SPARC 和 x86 系
统，这些过程会有所不同。但是，对于这两种平台，某些初始化 TPM 的先决条件是通
用的。

■ 系统上必须安装 TPM 设备 /dev/tp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tpmadm-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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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M 必须使用 TCG 可信平台模块规范版本 1.2（也称为 ISO/IEC
11889-1:2009）。请参阅 http://www.trustedcomputinggroup.org/resources/
tpm_main_specification 中发布的规范。

■ 必须安装以下 Oracle Solaris TPM 软件包：
■ 可信平台模块驱动程序 (driver/crypto/TPM)
■ TrouSerS TCG 软件 (library/security/trousers)

要安装这些软件包，请使用以下命令：

# pkg install driver/crypto/tpm

# pkg install library/security/trousers

如何检查操作系统是否能识别 TPM 设备

可使用此过程确定 Oracle Solaris 是否能识别已安装的 TPM 设备。此过程同时适用于
SPARC 和 x86 系统。

在终端窗口中，发出以下命令：

# prtconf -v |grep tpm

如果能够识别 TPM 设备，该命令生成的输出如下所示：

# prtconf -v |grep tpm
tpm, instance #0

dev_path=/pci@0,0/isa@lf/tpm@0,fed40000:tpm

dev_link=/dev/tpm

如果未生成输出，则该设备可能已被禁用。有关如何启用该设备的信息，请参见如何使
用 Oracle ILOM 界面初始化 TPM [34]或如何使用 BIOS 初始化 TPM [36]（具体
取决于系统平台）。

注 - 作为备选方法，您也可以使用 ls 命令获取相同的信息。但是，比起 prtconf 语法所
提供的信息，该输出包含的信息可能较少。

# ls -l /dev/tpm
lrwxrwxrwx  1 root root  44 May 22 2012 /dev/tpm ->

../devices/pci@0,0/isa@lf/tpm@0,fed40000:tpm

SPARC: 如何使用 Oracle ILOM 界面初始化 TPM

在 SPARC 系统上，可使用系统的 Oracle ILOM 和 Oracle Solaris 界面初始化 TPM。

http://www.trustedcomputinggroup.org/resources/tpm_main_specification
http://www.trustedcomputinggroup.org/resources/tpm_main_spec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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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Oracle ILOM 提示符下，关闭系统电源。

-> stop -f/SYS

2. 激活 TPM。
根据 SPARC 系统类型，使用以下其中一组命令激活 TPM。

■ 在 SPARC M5 系列服务器和 SPARC T5 系列服务器上，使用以下命令：

-> set /HOST/tpm mode=activated

■ 在 SPARC M5-32 系列服务器上，使用以下命令：

-> set /HOST#/tpm mode=activated

其中，# 是实例编号，例如 HOST0/tpm。
■ 在 SPARC T4 服务器上，使用以下命令：

-> set /HOST/tpm enable=true activate=true

-> show /HOST/tpm

3. 在 Oracle Solaris 提示符下，初始化 TPM。
初始化 TPM 后，您会成为 TPM 的所有者，并且要求您指定所有者口令（也称为“所有
者 PIN”）。

 # tpmadm init
TPM Owner PIN:

Confirm TPM Owner PIN

4. 验证 TPM 的状态。

 # tpmadm status
TPM Version: 1.2 (ATML Rev: 13.9, SpecLevel: 2, ErrataRev: 1)

TPM resources

Contexts: 16/16 available

Sessions: 2/3 available

Auth Sessions: 2/3 available

Loaded Keys: 18/21 available

Platform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24)

PCR 0: E1 EE 40 D8 66 28 A9 08 B6 22 8E AF DC 3C BC 23 71 15 49 31

PCR 1: 5B 93 BB A0 A6 64 A7 10 52 59 4A 70 95 B2 07 75 77 03 45 0B

PCR 2: 5B 93 BB A0 A6 64 A7 10 52 59 4A 70 95 B2 07 75 77 03 45 0B

PCR 3: 5B 93 BB A0 A6 64 A7 10 52 59 4A 70 95 B2 07 75 77 03 45 0B

PCR 4: AF 98 77 B8 72 82 94 7D BE 09 25 10 2E 60 F9 60 80 1E E6 7C

PCR 5: E1 AA 8C DF 53 A4 23 BF DB 2F 4F 0F F2 90 A5 45 21 D8 BF 27

PCR 6: 5B 93 BB A0 A6 64 A7 10 52 59 4A 70 95 B2 07 75 77 03 45 0B

PCR 7: 5B 93 BB A0 A6 64 A7 10 52 59 4A 70 95 B2 07 75 77 03 45 0B

PCR 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CR 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CR 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CR 1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CR 1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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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 1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CR 1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CR 1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CR 1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CR 17: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PCR 18: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PCR 19: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PCR 2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PCR 21: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PCR 22: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PCR 2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 （可选） 启用 TPM 加密提供者。

注 - TPM 加密提供者的速度比 Oracle Solaris 慢。仅当需要 TPM 执行加密操作时才执
行此步骤。

# cryptoadm install provider='/usr/lib/security/$ISA/pkcs11_tpm.so'

# cryptoadm list -mv provider='/usr/lib/security/$ISA/pkcs11_tpm.so'

x86: 如何使用 BIOS 初始化 TPM

在 x86 系统上，请在使用 Oracle Solaris 初始化服务之前在系统的 BIOS 上执行这些步
骤。

1. 在 Oracle Solaris 提示符中，重新引导系统。

 # reboot -p

2. 在引导系统期间，按 F2 键访问 BIOS 菜单。

3. 使用 BIOS 菜单选项配置 TPM。

a.    导航到 "Advanced"（高级） -> "Trusted Computing"（可信计算）。

b.    通过指定以下菜单项的值来设置 TPM。

TCG/TPM Support [Yes]

Execute TPM Command [Enabled]

c.    按 Esc 键退出 BIOS 菜单。

d.    选择 "Save Changes and Exit"（保存更改并退出）。

e.    要继续引导过程，请选择 "Ok"（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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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成引导过程后，启用 tcsd 守护进程。

# svcadm enable -s svc:/application/security/tcsd

5. 初始化 TPM。
初始化 TPM 后，您会成为 TPM 的所有者，并且要求您指定所有者口令。

# tpmadm init
TPM Owner PIN:

Confirm TPM Owner PIN

6. 验证 TPM 的状态。

 # tpmadm status
TPM Version: 1.2 (ATML Rev: 13.9, SpecLevel: 2, ErrataRev: 1)

TPM resources

Contexts: 16/16 available

Sessions: 2/3 available

Auth Sessions: 2/3 available

Loaded Keys: 18/21 available

Platform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24)

PCR 0: E1 EE 40 D8 66 28 A9 08 B6 22 8E AF DC 3C BC 23 71 15 49 31

PCR 1: 5B 93 BB A0 A6 64 A7 10 52 59 4A 70 95 B2 07 75 77 03 45 0B

PCR 2: 5B 93 BB A0 A6 64 A7 10 52 59 4A 70 95 B2 07 75 77 03 45 0B

PCR 3: 5B 93 BB A0 A6 64 A7 10 52 59 4A 70 95 B2 07 75 77 03 45 0B

PCR 4: AF 98 77 B8 72 82 94 7D BE 09 25 10 2E 60 F9 60 80 1E E6 7C

PCR 5: E1 AA 8C DF 53 A4 23 BF DB 2F 4F 0F F2 90 A5 45 21 D8 BF 27

PCR 6: 5B 93 BB A0 A6 64 A7 10 52 59 4A 70 95 B2 07 75 77 03 45 0B

PCR 7: 5B 93 BB A0 A6 64 A7 10 52 59 4A 70 95 B2 07 75 77 03 45 0B

PCR 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CR 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CR 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CR 1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CR 1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CR 1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CR 1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CR 1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CR 1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CR 17: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PCR 18: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PCR 19: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PCR 2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PCR 21: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PCR 22: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PCR 2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7. （可选） 启用 TPM 加密提供者。

注 - TPM 加密提供者的速度比 Oracle Solaris 慢。因此，仅当需要 TPM 执行加密操作
时才执行此步骤。

# cryptoadm install provider='/usr/lib/security/$ISA/pkcs11_tpm.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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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yptoadm list -mv provider='/usr/lib/security/$ISA/pkcs11_tpm.so'

如何使 PKCS #11 使用者能够将 TPM 用作安全密钥库

开始之前 要执行此过程，您必须在系统上安装并启用 TPM。确保 tcsd 守护进程也正在运行。

1. 确认已安装 TPM 设备。

# ls -alF /dev/tpm
lrwxrwxrwx 1 root 39 Dec 27 2011 /dev/tpm -> ../devices/pci@0,0/isa@1/tpm@1,1670:tpm

2. 启用 tcsd 守护进程。

# svcadm enable tcsd

3. 初始化个人 TPM 保护的令牌存储区域。

$ pktool inittoken currlabel=TPM

注 - 每个用户都必须执行此步骤。

4. 设置安全官的令牌 PIN。

$ pktool setpin token=tmp/TPM so

5. 设置用户的 PIN。

$ pktool setpin token=tmp/TPM

6. 通过指定在初始化令牌时使用的令牌名称，生成使用 TPM 设备的密钥和证书。

$ pktool gencert token=tpm/TPM -i

$ pktool list token=tpm/TPM

通过使应用程序选择会话的 TPM 令牌设备，任何已在使用 libpkcs11 中的加密框架的
现有应用程序都可以为其操作使用 TPM 令牌。

例   2-1 使 PKCS #11 使用者可以使用 TPM

在此示例中，首先为 TPM 令牌指定一个新的名称。之后，所有针对该令牌的后续操作
都将引用该新名称。

$ pktool inittoken currlable=TPM newlabel=JohnDoeTPM

$ pktool setpin token=tmp/JohnDoeTPM so

$ pktool gencert token=tpm/JohnDoeTPM -i

$ pktool list token=tpm/JohnDoeTPM



TPM 故障排除

第 2 章 保护 Oracle Solaris 系统完整性 39

TPM 故障排除

可使用本节所述的命令监视不同操作组件，通过这些组件，您可以成功使用 TPM 并对
TPM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 验证 tcsd 守护进程是否正在运行：

# svcs tcsd

STATE      STIME      FMRI

online     Nov_07     svc:/application/security/tcsd:default

■ 确保已安装 TPM 设备：

# ls -alF /dev/tpm

lrwxrwxrwx 1 root 39 Dec 27 2011 /dev/tpm -> ../devices/pci@0,0/isa@1/tpm@1,1670:tpm

■ 验证是否已安装 TSS 软件包：

# pkg info trousers

Name: library/security/trousers

Summary: TrouSerS TCG software to access a TPM device

Description: The TrouSerS library provides a software stack from the

Trusted Computer Group (TCG) that accesses a Trusted Platform Module

(TPM) hardware device.

Category: System/Security

State: Installed

Publisher: solaris

Version: 0.3.6

Build Release: 5.11

Branch: 0.175.1.0.0.24.0

Packaging Date: September 4, 2012 05:28:21 PM

Size: 3.65 MB

FMRI: pkg://solaris/library/security/

trousers@0.3.6,5.11-0.175.1.0.0.24.0:20120904T1728212

■ 上一次重新初始化后按照要求清除 TPM。
■ 在 Oracle Solaris 提示符下：

 # tpmadm clear owner

■ 在 Oracle ILOM 提示符下：

-> stop /SYS

-> set /HOST/tpm forceclear=true

-> start /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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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对系统的访问

本章介绍了用于控制可以访问 Oracle Solaris 系统的用户的过程。
本章涵盖以下主题：

■ “保证登录和口令的安全” [41]
■ “更改口令加密的缺省算法” [44]
■ “监视和限制 root 访问” [47]
■ “控制对系统硬件的访问” [49]

有关系统安全的概述信息，请参见第 1 章 管理计算机安全性。

保证登录和口令的安全

为保护对系统的访问，可以限制远程登录、要求用户使用口令并要求 root 帐户使用复杂
口令。要管理用户访问，您还可以向用户显示安全消息、监视失败的访问尝试以及临时
禁止登录。

以下任务列表列出了用于监视用户登录和禁止用户登录的过程。

表 3-1 保证登录和口令的安全任务列表

任务
说明 参考

在用户登录时通知
其站点的安全性。

在登录屏幕上显示包含站点安全信息的文
本消息。

《Oracle Solaris 11 安全准则 》中的“如
何在标题文件中放置安全消息”

《Oracle Solaris 11 安全准则 》中的“如
何在桌面登录屏幕中放置安全消息”

     

显示用户的登录状
态。

列出有关用户登录帐户的详细信息，如全
名和口令生命期信息。

如何显示用户的登录状态 [42]

查找没有口令的用
户。

仅查找其帐户无需口令的那些用户。 如何显示没有口令的用户 [43]

临时禁止登录。 拒绝用户在系统关闭或例程时登录到计算
机。

如何临时禁止用户登录 [4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YSADV7security-msg-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YSADV7security-msg-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YSADV7login-msg-2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YSADV7login-ms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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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显示用户的登录状态

开始之前 要使用 logins 命令，您必须是指定有 User Management（用户管理）或 User
Security（用户安全）权限配置文件的管理员。缺省情况下，root 角色拥有此授权。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所
指定的管理权限”。

使用 logins 命令显示用户的登录状态。

# logins -x -l username

-x 显示一组扩展的登录状态信息。

-l username 显示指定用户的登录状态。变量 username 是用户的登录名称。用
逗号分隔多个登录名。

logins 命令使用相应的口令数据库来获取用户的登录状态。该数据库可以是本地 /etc/
passwd 文件，也可以是命名服务的口令数据库。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logins(1M) 手
册页。

例   3-1 显示用户的登录状态

在以下示例中，显示了用户 jdoe 的登录状态。

# logins -x -l jdoe
jdoe       500     staff           10   Jaylee Jaye Doe

/home/jdoe

/bin/bash

PS 010103 10 7 -1

jdoe 标识用户的登录名称。

500 标识用户 ID (user ID, UID)。

staff 标识用户的主组。

10 标识组 ID (group ID, GID)。

Jaylee Jaye Doe 标识注释。

/home/jdoe 标识用户的起始目录。

/bin/bash 标识登录 shell。

PS 010170 10 7

-1

指定口令生命期信息：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logins-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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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更改口令的日期
■ 两次更改之间要求的天数
■ 在该天数后必须更改
■ 警告期

如何显示没有口令的用户

开始之前 要使用 logins 命令，您必须是指定有 User Management（用户管理）或 User
Security（用户安全）权限配置文件的管理员。缺省情况下，root 角色拥有此授权。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所
指定的管理权限”。

使用 logins 命令显示所有没有口令的用户。

# logins -p

-p 选项用于显示没有口令的用户列表。logins 命令使用本地系统中的 passwd 数据库，
除非在 system/name-service/switch 服务的 password 属性中指定了某个分布式命名服
务。

例   3-2 显示没有口令的帐户

在以下示例中，用户 pmorph 和角色 roletop 没有口令。

# logins -p
pmorph          501     other           1       Polly Morph

roletop         211     admin           1       Role Top

# 

如何临时禁止用户登录

在系统关闭或例程期间，可临时禁止用户登录。

注 - 此过程并不会影响所有用户。尽管存在此过程创建的 /etc/nologin 文件，以下用户
仍然可以登录系统。

■ 超级用户
■ 指定有 root 角色的用户
■ 指定有 solaris.system.maintenance 授权的用户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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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nologin(4) 手册页。

开始之前 您必须是指定有 solaris.admin.edit/etc/nologin 授权的管理员。缺省情况下，root 角
色拥有此授权。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
全 》中的“使用所指定的管理权限”。

1. 在文本编辑器中创建 /etc/nologin 文件。

# pfedit /etc/nologin

有关使用 solaris.admin.edit/etc/nologin 授权的示例，请参见例 3-3 “禁止用户登
录”。

2. 添加有关系统可用性的消息。

3. 关闭并保存该文件。

例   3-3 禁止用户登录

在此示例中，将向用户授予编写系统不可用通知的权限。

% pfedit /etc/nologin
***No logins permitted.***

***The system will be unavailable until 12 noon.***

更改口令加密的缺省算法

要为口令加密使用其他算法，请编辑 /etc/security/policy.conf 文件。缺省情况下，
使用 crypt_sha256 算法对用户口令进行加密。算法通过指定给文件中的 CRYPT_DEFAULT
参数的标识符 5 表示。要切换到另一个算法，请指定其他标识符。有关口令加密算法和
相应标识符的列表，请参见表 1-1 “口令加密算法”。

注 - 请尽可能使用 FIPS 认可的算法。有关 FIPS 认可的算法和非认可的算法的列表，
请参见《Using a FIPS 140 Enabled System in Oracle Solaris 11.2 》中的“FIPS 140
Algorithm Lists and Certificate References for Oracle Solaris Systems”。

请注意，新算法仅适用于新用户的口令加密。对于现有用户，如果在
CRYPT_ALGORITHMS_ALLOW 参数中仍然定义了以前的算法，且不是 unix，则该算法仍然有
效。要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加密，请参见“policy.conf 文件中的算法配置” [13]。
要在新口令加密算法中包含现有用户，还要从 CRYPT_ALGORITHMS_ALLOW 参数中删除之前
的算法。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REFMAN4nologin-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OSFIPfips-ref-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OSFIPfips-re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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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配置算法选择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policy.conf(4) 手册页。

如何指定口令加密的算法

开始之前 您必须承担 root 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
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所指定的管理权限”。

1. 在 /etc/security/polic.conf 文件中，作为 CRYPT_DEFAULT 变量的值指定所选加密算法
的标识符。

2. （可选） 在文件中添加注释以对选择进行说明。
例如：

# cat  /etc/security/policy.conf
…

# Sets the SHA256 (5) algorithm as default.

# SHA256 supports 255-character passwords.

# Passwords previously encrypted with MD5 (1) will be encrypted

# with SHA256 (5) when users change their passwords.
#CRYPT_DEFAULT=1

CRYPT_DEFAULT=5

在此示例中，CRYPT_DEFAULT 的新值是 5，其为 SHA256，即 SHA256 算法。SHA 是
Secure Hash Algorithm（安全散列算法）的缩写。此算法属于 SHA-2 系列。SHA256
支持 255 个字符的口令。

3. （可选） 从 CRYPT_ALGORITHM_ALLOWED 删除以前的算法，以使新算法适合现有用户。
例如，要确保 SHA256 算法也适用于现有用户，CRYPT_ALGORITHM_ALLOWED 应该排除
MD5 的以前的标识符 1。

注 - 此外，要提升 FIPS 140 安全性，请从条目中排除 Blowfish 算法 (2a)。

CRYPT_ALGORITHMS_ALLOW=5,6

例   3-4 在异构环境中限制口令加密算法

此示例中，包含 BSD 和 Linux 系统的网络上的管理员将口令配置为适用于所有
系统。由于某些网络应用程序无法处理 SHA512 加密，因此管理员不将其标识符
包含在允许的算法列表中。管理员保留 SHA256 算法，5 作为 CRYPT_DEFAULT 变
量的值。CRYPT_ALGORITHMS_ALLOW 变量包含与 BSD 和 Linux 系统兼容的 MD5 标
识符，以及与 BSD 系统兼容的 Blowfish 标识符。由于 5 是 CRYPT_DEFAULT 算
法，因此无需在 CRYPT_ALGORITHMS_ALLOW 列表中列出。不过，为便于维护，管理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REFMAN4policy.conf-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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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将 5 放置在了 CRYPT_ALGORITHMS_ALLOW 列表中，将未使用的标识符放置在了
CRYPT_ALGORITHMS_DEPRECATE 列表中。

CRYPT_ALGORITHMS_ALLOW=1,2a,5

#CRYPT_ALGORITHMS_DEPRECATE=__unix__,md5,6

CRYPT_DEFAULT=5

如何为 NIS 域指定新的口令算法

当 NIS 域中的用户更改其口令时，NIS 客户机会查阅 /etc/security/policy.conf 文件
中的本地算法配置。NIS 客户机系统将对口令进行加密。

开始之前 您必须承担 root 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
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所指定的管理权限”。

1. 在 NIS 客户机的 /etc/security/policy.conf 文件中指定口令加密算法。

2. 将修改过的 /etc/security/policy.conf 文件复制到 NIS 域中的每个客户机系统。

3.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混淆，将修改过的 /etc/security/policy.conf 文件复制到 NIS 根服
务器和从服务器。

如何为 LDAP 域指定新的口令算法

正确配置 LDAP 客户机后，LDAP 客户机便可以使用新的口令算法。LDAP 客户机的行
为与 NIS 客户机的行为相同。

开始之前 您必须承担 root 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
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所指定的管理权限”。

1. 在 LDAP 客户机的 /etc/security/policy.conf 文件中指定口令加密算法。

2. 将修改过的 policy.conf 文件复制到 LDAP 域中的每个客户机系统。

3. 确保客户机的 /etc/pam.conf 文件不使用 pam_ldap 模块。
确保注释符号 (#) 位于包含 pam_ldap.so.1 的项的前面。另外，请勿将 server_policy 选
项与 pam_authtok_store.so.1 模块一起使用。
客户机的 pam.conf 文件中的 PAM 项允许根据本地算法配置对口令进行加密。PAM 项
还允许对口令进行验证。
当 LDAP 域中的用户更改其口令时，LDAP 客户机会查阅 /etc/security/policy.conf
文件中的本地算法配置。LDAP 客户机系统将对口令进行加密。然后，客户机将加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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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令连同 {crypt} 标记一起发送到服务器。该标记告知服务器该口令已加密。该口令
将按原样存储在服务器上。验证时，客户机先从服务器检索存储的口令。然后，客户机
将存储的口令与其刚根据用户键入的口令生成的加密版本进行比较。

注 - 要利用 LDAP 服务器的口令策略控制，请将 server_policy 选项与 pam.conf 文件中
的 pam_authtok_store 项一起使用。这样，将在 LDAP 服务器上对口令进行加密。要了
解相关过程，请参见《使用 Oracle Solaris 11.2 目录和命名服务：LDAP 》中的第 4  章
“设置 Oracle Directory Server Enterprise Edition 和 LDAP 客户机”。

监视和限制 root 访问

缺省情况下，root 角色会被分配给初始用户，并且不能直接登录到本地系统或远程登录
到任何 Oracle Solaris 系统。

如何监视正在使用 su 命令的用户

sulog 文件列出了切换用户 (su) 命令的每次使用情况，而不仅仅包括用于从用户切换到
root 的 su 尝试。

缺省情况下，通过 /etc/default/su 文件中的以下项启用此文件中的 su 日志记录：

SULOG=/var/adm/sulog

开始之前 您必须承担 root 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
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所指定的管理权限”。

定期监视 /var/adm/sulog 文件的内容。

# more /var/adm/sulog
SU 12/20 16:26 + pts/0 stacey-root

SU 12/21 10:59 + pts/0 stacey-root

SU 01/12 11:11 + pts/0 root-rimmer

SU 01/12 14:56 + pts/0 jdoe-root

SU 01/12 14:57 + pts/0 jdoe-root

这些项显示以下信息：

■ 输入命令的日期和时间。
■ 尝试是否成功。加号 (+) 表明尝试成功。减号 (-) 表明尝试失败。
■ 发出命令的端口。
■ 用户名称和切换身份的名称。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VLDPsundssetup-1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VLDPsundssetup-1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如何限制和监视 root 用户登录

48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系统和连接设备的安全 • 2014 年 9 月

故障排除 包含 ??? 的项表示无法识别 su 命令的控制终端。通常，在显示桌面之前对 su 命令的
系统调用包括 ???，如 SU 10/10 08:08 + ??? root-root 中所示。在用户启动桌面会话
后，ttynam 命令会将控制终端的值返回至 sulog: SU 10/10 10:10 + pts/3 jdoe-root。

类似如下的项表示未在命令行中调用 su 命令：SU 10/10 10:20 + ??? root-

oracle。Trusted Extensions 用户可能已使用 GUI 切换到 oracle 角色。

如何限制和监视 root 用户登录

此方法可立即检测访问本地系统的 root 用户尝试。

开始之前 您必须承担 root 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
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所指定的管理权限”。

1. 查看 /etc/default/login 文件中的 CONSOLE 项。

CONSOLE=/dev/console

缺省情况下，控制台设备设置为 /dev/console。使用此设置，root 可以登录到控制
台。root 无法远程登录。

2. 检验 root 是否无法远程登录。
在远程系统上，尝试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mach2 % ssh -l root mach1
Password: <Type root password of mach1>
Password:

Password:

Permission denied (gssapi-keyex,gssapi-with-mic,publickey,keyboard-interactive).

在缺省配置中，root 是一个角色，而角色无法登录。此外，在缺省配置中，ssh 协议阻
止 root 用户登录。

3. 监视成为 root 用户的尝试。
缺省情况下，会通过 SYSLOG 实用程序在控制台上显示试图成为 root 的尝试。

a.    在桌面上打开终端控制台。

b.    在另一个窗口中，使用 su 命令成为 root。

% su -
Password: <Type root password>
#

将在终端控制台上显示一条消息。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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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7 13:22:57 mach1 su: 'su root' succeeded for jdoe on /dev/pts/6

例   3-5 记录 root 用户访问尝试

在此示例中，SYSLOG 不会记录 root 尝试。因此，管理员将通过删除 /etc/default/su 文
件中的 #CONSOLE=/dev/console 项的注释来记录这些尝试。

# CONSOLE determines whether attempts to su to root should be logged

# to the named device

#

CONSOLE=/dev/console

当用户尝试成为 root 用户时，将在终端控制台上显示该尝试。

SU 09/07 16:38 + pts/8 jdoe-root

故障排除 当 /etc/default/login 文件包含缺省 CONSOLE 项时，要从远程系统成为 root，用户必须
先使用其用户名登录。使用其用户名记录后，用户则可以使用 su 命令称为 root 用户。

如果控制台显示类似于 Last login: Wed Sep 7 15:13:11 2011 from mach2 的项，则
说明已将系统配置为允许远程 root 登录。要阻止远程 root 访问，请将 /etc/default/
login 文件中的 #CONSOLE=/dev/console 项更改为 CONSOLE=/dev/console。要了解如何使
ssh 协议恢复为缺省值，请参见 sshd_config(4) 手册页。

控制对系统硬件的访问

可以通过要求在访问硬件设置时提供口令来保护物理系统。也可以通过禁止用户使用异
常中止序列离开窗口系统来保护系统。

要保护 BIOS，请参考供应商文档。

如何要求提供用于访问 SPARC 硬件的口令

开始之前 您必须是指定有 Device Security（设备安全）、Maintenance and Repair（维护和修
复）或 System Administrator（系统管理员）权限配置文件的管理员。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所指定的管理权
限”。

1. 在终端窗口中，启用 PROM 安全模式。

# eeprom security-mode=command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REFMAN4sshd-confi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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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ing PROM password:

New password: <Type password>
Retype new password: <Retype password> 

选择值 command 或 full。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eeprom(1M) 手册页。

如果键入上述命令时未提示输入 PROM 口令，则表明系统已拥有 PROM 口令。

2. （可选） 更改 PROM 口令。

注意 - 切勿忘记 PROM 口令。如果没有此口令，硬件将不可用。

# eeprom security-password= Press Return
Changing PROM password:

New password: <Type password>
Retype new password: <Retype password>

新的 PROM 安全模式和口令将立即生效。但是，很可能在下次引导时才会注意到这些
情况。

如何禁用系统的异常中止序列

注 - 某些服务器系统具有钥控开关。如果将钥控开关设置在安全位置，则该开关将覆盖
软件键盘中止设置。因此，使用以下过程进行的任何更改都可能无法实现。

开始之前 您必须是指定有 solaris.admin.edit/etc/default/kbd 授权的管理员。缺省情况
下，root 角色拥有此授权。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
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所指定的管理权限”。

1. 将 KEYBOARD_ABORT 的值更改为 disable。
注释掉 /etc/default/kbd 文件中的 enable 行。然后，添加 disable 行：

# cat /etc/default/kbd
…

# KEYBOARD_ABORT affects the default behavior of the keyboard abort

# sequence, see kbd(1) for details.  The default value is "enable".

# The optional value is "disable".  Any other value is ignored.

…

#KEYBOARD_ABORT=enable

KEYBOARD_ABORT=disable

2. 更新键盘缺省值。

# kbd -i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eeprom-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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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对设备的访问

本章介绍了保护设备的逐步说明，并包含一个参考部分。本章涵盖以下主题：

■ “配置设备策略” [51]
■ “管理设备分配” [53]
■ “分配设备” [58]
■ “设备保护参考信息” [61]

有关设备保护的概述信息，请参见“控制对设备的访问” [15]。

配置设备策略

设备策略可限制或禁止访问属于系统一部分的设备。策略是在内核中实施的。

以下任务列表列出了与设备策略相关的设备配置过程。

表 4-1 配置设备策略任务列表

任务
说明 参考

查看系统上设备的
设备策略。

列出设备及其设备策略。 如何查看设备策略 [51]

审计设备策略的更
改。

在审计迹中记录设备策略的更改。 如何审计设备策略的更改 [52]

访问 /dev/arp。 获取 Oracle Solaris IP MIB-II 信息。 如何从 /dev/* 设备检索 IP MIB-II 信
息 [52]

如何查看设备策略

显示系统上所有设备的设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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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devpolicy | more
DEFAULT

read_priv_set=none

write_priv_set=none

ip:*

read_priv_set=net_rawaccess

write_priv_set=net_rawaccess

…

例   4-1 查看特定设备的设备策略

此示例显示了三个设备的设备策略。

% getdevpolicy /dev/allkmem /dev/ipsecesp /dev/bge
/dev/allkmem

read_priv_set=all

write_priv_set=all

/dev/ipsecesp

read_priv_set=sys_net_config

write_priv_set=sys_net_config

/dev/bge

read_priv_set=net_rawaccess

write_priv_set=net_rawaccess

如何审计设备策略的更改

缺省情况下，as 审计类包括 AUE_MODDEVPLCY 审计事件。

开始之前 您必须是指定有 Audit Configuration（审计配置）权限配置文件的管理员。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所指定的管
理权限”。

预选包括 AUE_MODDEVPLCY 审计事件的审计类。

# auditconfig -getflags
current-flags
# auditconfig -setflags current-flags,as

有关详细说明，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审计 》中的“如何预选审计类”。

如何从 /dev/* 设备检索 IP MIB-II 信息

检索 Oracle Solaris IP MIB-II 信息的应用程序应该打开 /dev/arp，而不是 /de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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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定 /dev/ip 和 /dev/arp 上的设备策略。

% getdevpolicy /dev/ip /dev/arp
/dev/ip

read_priv_set=net_rawaccess

write_priv_set=net_rawaccess

/dev/arp

read_priv_set=none

write_priv_set=none

请注意，读写 /dev/ip 需要具有 net_rawaccess 特权，而 /dev/arp 不需要特权。

2. 打开 /dev/arp 并推送 tcp 和 udp 模块。
此方法不需要特权，它等同于打开 /dev/ip 并推送 arp、tcp 和 udp 模块。现在，由于打
开 /dev/ip 需要特权，因此 /dev/arp 是首选方法。

管理设备分配

在需要额外的设备安全层的站点上通常会实施设备分配。通常，用户必须具有授权才能
访问可分配设备。

以下任务列表列出了启用和配置设备分配以及对其进行故障排除的过程。缺省情况下，
设备分配处于禁用状态。启用设备分配后，请参见“分配设备” [58] 以获取有关分配设
备的说明。

表 4-2 管理设备分配任务列表

任务
说明 参考

使设备可分配。

禁用设备分配。

使设备可以一次分配给一个用户。

删除所有设备中的分配限制。

如何启用设备分配 [54]

授予用户分配设备
的授权。

向用户指定设备分配授权。 如何授权用户分配设备 [54]

查看系统上的可分
配设备。

列出可分配的设备及其状态。 如何查看有关设备的分配信息 [55]

强制分配设备。 将设备分配给有即时需要的用户。 如何强制分配设备 [56]

强制取消设备分
配。

取消当前分配给用户的设备的分配。 如何强制取消分配设备 [56]

更改设备的分配属
性。

更改分配设备的要求。 如何更改可分配的设备 [56]

审计设备分配。 在审计迹中记录设备分配 如何审计设备分配 [57]

创建设备清除脚
本。

清除物理设备中的数据。 “编写新的设备清除脚本”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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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启用设备分配

开始之前 您必须是指定有 Device Security（设备安全）权限配置文件的管理员。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所指定的管理权
限”。

1. 启用设备分配服务，并验证是否已启用此服务。

# svcadm enable svc:/system/device/allocate

# svcs -x allocate
svc:/system/device/allocate:default (device allocation)

State: online since September 10, 2011 01:10:11 PM PDT

See: allocate(1)

See: deallocate(1)

See: list_devices(1)

See: device_allocate(1M)

See: mkdevalloc(1M)

See: mkdevmaps(1M)

See: dminfo(1M)

See: device_maps(4)

See: /var/svc/log/system-device-allocate:default.log

Impact: None.

2. 要禁用设备分配服务，请使用 disable 子命令。

# svcadm disable device/allocate

如何授权用户分配设备

开始之前 您必须是指定有 User Security（用户安全）权限配置文件的管理员。您的权限配置文件
必须包含 solaris.auth.delegate 授权。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所指定的管理权限”。

1. 创建包含适当授权和命令的权限配置文件。
通常，您会创建一个包括 solaris.device.allocate 授权的权限配置文件。按照《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如何创建权限配置文件”中的说明
操作。为权限配置文件指定相应的属性，例如：

■ 权限配置文件名称：Device Allocation（设备分配）
■ 授予的授权：solaris.device.allocate

■ 具有特权的命令：mount 具有 sys_mount 特权，而 umount 具有 sys_mount 特权

2. （可选） 创建权限配置文件的角色。
按照《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为用户指定权限”中的说
明操作。使用以下角色属性作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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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名称：devicealloc

■ 角色全名：Device Allocator（设备分配器）
■ 角色说明：Allocates and mounts allocated devices（分配并挂载已分配的设备）
■ 权限配置文件：Device Allocation（设备分配）

此权限配置文件必须是该角色包含的配置文件列表中的第一个。

3. 将权限配置文件指定给经授权的用户或经授权的角色。

4. 向用户讲授如何使用设备分配。
有关分配可移除介质的示例，请参见如何分配设备 [58]。

如何查看有关设备的分配信息

开始之前 完成如何启用设备分配 [54]。

您必须是指定有 Device Security（设备安全）权限配置文件的管理员。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所指定的管理权
限”。

显示有关您系统上的可分配设备的信息。

# list_devices device-name

其中，device-name 是以下各项之一：

■ audio[n]－麦克风和扬声器。
■ rmdisk[n]－可移除介质设备，例如 USB 闪存驱动器。
■ sr[n]－CD-ROM 驱动器。
■ st[n]－磁带机。

故障排除 如果 list_devices  命令返回了类似以下内容的错误消息，则表示设备分配未启用，或
者您没有足够的权限来检索信息。

list_devices: No device maps file entry for specified device.

要使此命令成功执行，请启用设备分配并承担具有 solaris.device.revoke 授权的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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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强制分配设备

可在某个用户忘记取消分配设备时使用强制分配，也可在用户即时需要设备时使用强制
分配。

开始之前 您必须是指定有 solaris.device.revoke 授权的管理员。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所指定的管理权限”。

1. 确定您在您的角色中是否具有相应授权。

$ auths
solaris.device.allocate solaris.device.revoke

2. 将设备强制分配给需要设备的用户。
在此示例中，将 USB 闪存驱动器强制分配给了用户 jdoe。

$ allocate -U jdoe

如何强制取消分配设备

进程终止或用户注销之后，不会自动取消分配用户已分配的设备。用户忘记取消分配设
备时，应使用强制取消分配。

开始之前 您必须是指定有 solaris.device.revoke 授权的管理员。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所指定的管理权限”。

1. 确定您在您的角色中是否具有相应授权。

$ auths
solaris.device.allocate solaris.device.revoke

2. 强制取消分配设备。
在此示例中，强制取消分配了打印机，因此另一个用户可以进行分配。

$ deallocate -f /dev/lp/printer-1

如何更改可分配的设备

开始之前 必须启用设备分配，此过程才会成功。要启用设备分配，请参见如何启用设备分
配 [54]。您必须承担 root 角色。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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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device_allocate 文件中设备项的第五个字段，以指定是否需要授权，或指定
solaris.device.allocate 授权。

audio;audio;reserved;reserved;solaris.device.allocate;/etc/security/lib/audio_clean

fd0;fd;reserved;reserved;solaris.device.allocate;/etc/security/lib/fd_clean

sr0;sr;reserved;reserved;solaris.device.allocate;/etc/security/lib/sr_clean

其中 solaris.device.allocate 指示用户必须具有 solaris.device.allocate 授权才能使
用此设备。

例   4-2 允许任何用户分配设备

在以下示例中，系统上的任何用户都可以分配任何设备。device_allocate 文件中每个设
备项的第五个字段都已更改为一个 at 符号 (@)。

# pfedit /etc/security/device_allocate

audio;audio;reserved;reserved;@;/etc/security/lib/audio_clean

fd0;fd;reserved;reserved;@;/etc/security/lib/fd_clean

sr0;sr;reserved;reserved;@;/etc/security/lib/sr_clean
…

例   4-3 禁止使用某些外围设备

在以下示例中，不能使用音频设备。device_allocate 文件中音频设备项的第五个字段已
更改为一个星号 (*)。

# pfedit /etc/security/device_allocate

audio;audio;reserved;reserved;*;/etc/security/lib/audio_clean
fd0;fd;reserved;reserved;solaris device.allocate;/etc/security/lib/fd_clean

sr0;sr;reserved;reserved;solaris device.allocate;/etc/security/lib/sr_clean

…

例   4-4 禁止使用所有外围设备

在以下示例中，不能使用任何外围设备。device_allocate 文件中每个设备项的第五个字
段都已更改为一个星号 (*)。

# pfedit /etc/security/device_allocate

audio;audio;reserved;reserved;*;/etc/security/lib/audio_clean

fd0;fd;reserved;reserved;*;/etc/security/lib/fd_clean

sr0;sr;reserved;reserved;*;/etc/security/lib/sr_clean
…

如何审计设备分配

缺省情况下，设备分配命令在 other 审计类中。



分配设备

58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系统和连接设备的安全 • 2014 年 9 月

开始之前 您必须是指定有 Audit Configuration（审计配置）权限配置文件的管理员。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所指定的管
理权限”。

预选 ot 审计类。

$ auditconfig -getflags
current-flags
$ auditconfig -setflags current-flags,ot

有关详细说明，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审计 》中的“如何预选审计类”。

分配设备
设备分配使设备每次只能由一个用户使用。必须挂载需要挂载点的设备。以下过程向用
户显示了如何分配设备。

如何分配设备
开始之前 必须启用设备分配，如如何启用设备分配 [54]中所述。如果需要授权，则用户必须具

有授权。

1. 分配设备。
按设备名称指定设备。

% allocate device-name

2. 验证此设备是否通过重复该命令进行分配。

% allocate device-name
allocate. Device already allocated.

例   4-5 分配麦克风

在此示例中，用户 jdoe 将分配麦克风 audio0。

% whoami
jdoe

% allocate audio0

例   4-6 分配打印机

在此示例中，某个用户将分配打印机。在用户取消分配打印机或强制将打印机分配给其
他用户之前，其他任何用户都不能打印到 printer-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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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ocate /dev/lp/printer-1

有关强制取消分配的示例，请参见如何强制取消分配设备 [56]。

例   4-7 分配 USB 闪存驱动器

在此示例中，某个用户将分配 USB 闪存驱动器 rmdisk1。

% allocate rmdisk1

故障排除 如果 allocate 命令不能分配设备，控制台窗口中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有关分配错误消
息的列表，请参见 allocate(1) 手册页。

如何挂载分配的设备

如果被授予相应的特权，则将自动挂载设备。如果设备无法挂载，请遵循以下过程。

开始之前 您已分配设备。您指定有挂载设备所需的特权，如如何授权用户分配设备 [54]中所
述。

1. 承担可以分配和挂载设备的角色。

% su - role-name
Password: <Type role-name password>
$

2. 在角色起始目录中创建并保护挂载点。
仅当首次需要挂载点时，才需要执行此步骤。

$ mkdir mount-point ; chmod 700 mount-point

3. 列出可分配的设备。

$ list_devices -l
List of allocatable devices

4. 分配设备。
按设备名称指定设备。

$ allocate device-name

5. 挂载设备。

$ mount -o ro -F filesystem-type device-path mount-point

-o ro 指示将设备挂载为只读。使用 -o rw 使设备可写。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allocat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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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ilesystem-type 指示设备的文件系统格式。通常，使用 HSFS 文件系统格式化 CD-
ROM。磁盘通常使用 PCFS 文件系统格式化。

device-path 指示设备的路径。list_devices -l 命令的输出包括 device-path。

mount-point 指示在步骤 2 中创建的挂载点。

例   4-8 分配 CD-ROM 驱动器

在此示例中，用户承担可以分配和挂载 CD-ROM 驱动器 sr0 的角色。此驱动器按照
HSFS 文件系统进行格式化。

% roles
devicealloc

% su - devicealloc
Password: <Type devicealloc password>
$ mkdir /home/devicealloc/mymnt

$ chmod 700 /home/devicealloc/mymnt

$ list_devices -l
...

device: sr0 type: sr files: /dev/sr0 /dev/rsr0 /dev/dsk/c0t2d0s0 ...

...

$ allocate sr0

$ mount -o ro -F hsfs /dev/sr0 /home/devicealloc/mymnt

$ cd /home/devicealloc/mymnt ; ls
List of the contents of CD-ROM

故障排除 如果 mount 命令不能挂载该设备，将显示 mount: insufficient privileges 错误消息。
请检查以下内容：

■ 验证是否在配置文件 shell 中执行 mount 命令。如果您已经承担了某个角色，此角色
将有一个配置文件 shell。如果指定给您的配置文件包含 mount 命令，则必须创建一
个配置文件 shell。有关可用配置文件 shell 的列表，请参见 pfexec(1) 手册页。

■ 验证是否拥有指定的挂载点。您必须具有对挂载点的读写和执行访问权限。

如果仍然不能挂载分配的设备，请与管理员联系。作为起点，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如何排除权限指定问题”。

如何取消分配设备

通过取消分配，其他用户便可在您用完设备之后分配和使用设备。

开始之前 您必须已经分配设备。有关信息，请参见如何分配设备 [5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pfexec-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60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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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已挂载设备，请取消挂载。

$ cd $HOME

$ umount mount-point

2. 对设备取消分配。

$ deallocate device-name

例   4-9 取消分配麦克风

在此示例中，用户 jdoe 将取消分配麦克风 audio。

% whoami
jdoe

% deallocate audio0

例   4-10 取消分配 CD-ROM 驱动器

在此示例中，设备分配器角色取消分配了一个 CD-ROM 驱动器。显示消息后，会弹出
CD-ROM。

$ whoami
devicealloc

$ cd /home/devicealloc

$ umount /home/devicealloc/mymnt

$ ls /home/devicealloc/mymnt
$

$ deallocate sr0
/dev/sr0:      326o

/dev/rsr0:     326o

…

sr_clean: Media in sr0 is ready.  Please, label and store safely.

设备保护参考信息

内核设备策略保护 Oracle Solaris 中的设备。设备分配可以保护外围设备。可以选择启
用设备分配，并在用户级别实施。

设备策略命令

设备管理命令可管理本地文件上的设备策略。设备策略可以包括特权要求。指定有
Device Management（设备管理）和 Device Security（设备安全）权限配置文件的用户
可以管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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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设备管理命令。

表 4-3 设备管理命令

命令 用途

add_drv(1M) 将新设备驱动程序添加到正在运行的系统。包含用于将设备策略添加到新设备的选
项。通常，安装设备驱动程序时会在脚本中调用此命令。

devfsadm(1M) 管理正在运行的系统上的设备和设备驱动程序。还可装入设备策略。

使用 devfsadm 命令可以清除指向磁盘、磁带、端口、音频设备和伪设备的不稳定 /
dev 链接。还可以重新配置指定驱动程序的设备。

getdevpolicy(1M) 显示与一个或多个设备关联的策略。任何用户都可以运行此命令。

   

rem_drv(1M) 删除设备或设备驱动程序。

update_drv(1M) 更新现有设备驱动程序的属性。包含用于更新设备的设备策略的选项。通常，安装设
备驱动程序时会在脚本中调用此命令。

设备分配

设备分配可以保护站点，避免数据丢失、计算机病毒以及其他安全违规问题。与设备策
略不同，设备分配是可选的。设备分配使用授权来限制对可分配设备的访问。

设备分配的组成部分

设备分配机制的组成部分如下所述：

■ svc:/system/device/allocate 服务。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smf(5) 手册页和有关设
备分配命令的手册页。

■ allocate、deallocate、dminfo 和 list_devices 命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设备
分配命令” [63]。

■ Device Management（设备管理）和 Device Security（设备安全）权限配置文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设备分配权限配置文件” [63]。

■ 每个可分配设备的设备清除脚本。

这些命令和脚本使用以下本地文件实现设备分配：

■ /etc/security/device_allocate 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device_allocate(4) 手册页。

■ /etc/security/device_maps 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device_maps(4) 手册
页。

■ /etc/security/dev 目录中与每个可分配设备对应的锁定文件。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add-drv-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devfsadm-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getdevpolicy-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rem-drv-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update-drv-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smf-5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REFMAN4device-allocate-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REFMAN4device-map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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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每个可分配设备关联的锁定文件的已更改属性。

设备分配服务

svc:/system/device/allocate 服务控制设备分配。缺省情况下，此服务处于禁用状态。

设备分配权限配置文件

需要 Device Management（设备管理）和 Device Security（设备安全）权限配置文件
来管理设备和设备分配。
这些权限配置文件包括以下授权：

■ solaris.device.allocate－分配设备所需的授权
■ solaris.device.cdrw－读取和写入 CD-ROM 所需的授权
■ solaris.device.config－配置设备属性所需的授权
■ solaris.device.mount.alloptions.fixed－挂载固定设备时指定挂载选项所需的授权
■ solaris.device.mount.alloptions.removable－挂载可移除设备时指定挂载选项所需

的授权
■ solaris.device.mount.fixed－挂载固定设备所需的授权
■ solaris.device.mount.removable－挂载可移除设备所需的授权
■ solaris.device.revoke－撤销或回收设备所需的授权

设备分配命令

与大写的选项一起使用时，allocate、deallocate 和 list_devices 命令是管理命令。否
则，这些命令是用户命令。下表列出了设备分配命令。

表 4-4 设备分配命令

命令的手册页 用途

allocate(1) 保留一个可分配设备以供某个用户使用。

缺省情况下，用户必须拥有 solaris.device.allocate 授权才能分配设备。可以修改
device_allocate 文件以便不需要用户授权。随后，系统上的任何用户都可以请求分配
设备以供使用。

deallocate(1) 删除设备的分配保留。

dminfo(1M) 根据设备类型、设备名称以及全路径名搜索可分配设备。

list_devices(1) 列出可分配设备的状态。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allocate-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deallocate-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dminfo-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list-devic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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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的手册页 用途

列出与 device_maps 文件中列出的任何设备关联的所有设备专用文件。

使用 -U 选项，列出可分配的设备或分配给指定用户 ID 的设备。通过此选项，可以
检查哪些设备是可分配的，或者哪些设备已分配给其他用户。您必须具有 solaris.
device.revoke 授权。

分配命令的授权

缺省情况下，用户必须具有 solaris.device.allocate 授权才能保留可分配设备。要创
建包括 solaris.device.allocate 授权的权限配置文件，请参见如何授权用户分配设
备 [54]。

管理员必须具有 solaris.device.revoke 授权才能更改任何设备的分配状态。例
如，allocate 和 list_devices 命令的 -U 选项以及 deallocate 命令的 -F 选项需要
solaris.device.revoke 授权。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需要
授权的命令（摘选）”。

分配错误状态

如果 deallocate 命令取消分配失败，或 allocate 命令分配失败，设备将处于分配错误
状态。如果某个可分配设备处于分配错误状态，必须强制取消分配此设备。只有拥有设
备管理权限配置文件或设备安全权限配置文件的用户或角色才能处理分配错误状态。

deallocate 命令带 -F 选项时可强制取消分配。或者，可以使用 allocate -U 将设备指定
给某个用户。分配设备之后，便可对出现的任何错误消息进行检查。更正设备的所有问
题后，可对其强制取消分配。

device_maps 文件

设置设备分配时会创建设备映射。/etc/security/device_maps 文件包括与每个可分配设
备关联的设备名称、设备类型和设备专用文件。

device_maps 文件定义每个设备的设备专用文件映射，这在许多情况下并不直观。使用
此文件，程序可以发现设备专用文件和设备之间的映射关系。例如，可以使用 dminfo 命
令，在设置可分配设备时检索要指定的设备名称、设备类型和设备专用文件。dminfo 命
令使用 device_maps 文件报告此信息。

每个设备由占一行的项表示，该项的格式如下：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ref-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re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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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name:device-type:device-list

例   4-11 device_maps 项样例

以下示例显示了 device_maps 文件中的项。

audio0:\

audio:\

/dev/audio /dev/audioctl /dev/dsp /dev/dsp0 /dev/mixer0 /dev/sound/0 

/dev/sound/0ctl /dev/sound/audio810\:0mixer /dev/sound/audio810\:0dsp 

/dev/sound/audio810\:0 /dev/sound/audio810\:0ctl

device_maps 文件中的行可以用反斜杠 (\) 结尾，后续的项另起一行。还可以包括注释。
井号 (#) 对所有后续文本进行注释，直到遇到下一个前面未紧接反斜杠的新行。允许在
任何字段中使用前导空格和结尾空格。字段定义如下：

device-name 指定设备的名称。有关当前设备名称的列表，请参见如何查看有关
设备的分配信息 [55]。

device-type 指定通用设备类型。通用名称是设备类的名称，例如
st、fd、rmdisk 或 audio。device-type 字段按逻辑将相关设备分
组。

device-list 列出与物理设备关联的设备专用文件。device-list 必须包含所有允
许访问特定设备的专用文件。如果此列表不完整，则恶意用户仍可
以获取或修改专用信息。device-list 字段的有效项反映了 /dev 目录
中的设备文件。

device_allocate 文件

您可以修改 /etc/security/device_allocate 文件来将可分配设备更改为不可分配设备或
添加新设备。

device_allocate  文件中有某个项并不表示该设备可分配，除非该项专门声明该设备可
分配。

在 device_allocate 文件中，每个设备由占一行的项表示，其格式如下：

device-name;device-type;reserved;reserved;auths;device-exec

以下示例显示了一个 device_allocate 文件样例。

st0;st;;;;/etc/security/lib/st_clean

fd0;fd;;;;/etc/security/lib/fd_clean

sr0;sr;;;;/etc/security/lib/sr_clean

audio;audio;;;*;/etc/security/lib/audio_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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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 audio 设备项的第五个字段中的星号 (*)。

device_allocate 文件中的行可以用反斜杠 (\) 结尾，后续的项另起一行。还可以包括注
释。井号 (#) 对所有后续文本进行注释，直到遇到下一个前面未紧接反斜杠的新行。允
许在任何字段中使用前导空格和结尾空格。字段定义如下：

device-name 指定设备的名称。有关当前设备名称的列表，请参见如何查看有关
设备的分配信息 [55]。

device-type 指定通用设备类型。通用名称是设备类的名称，例如 st、fd 和
sr。device-type 字段按逻辑将相关设备分组。使某个设备可分配
后，可在 device_maps 文件的 device-type 字段中检索设备名称。

reserved Oracle 保留了两个字段供将来使用（标记为 reserved）。

auths 指定设备是否可分配。此字段中的星号 (*) 表示此设备不可分配。
授权字符串或空字段表示此设备可分配。例如，auths 字段中的字
符串 solaris.device.allocate 表示需要 solaris.device.allocate
授权才能分配此设备。此文件中的 at 符号 (@) 表示任何用户都可以
分配此设备。

device-exec 提供为特殊处理（例如分配过程中的清除和对象重用保护）而调用
的脚本的路径名称。每当 deallocate 命令对设备执行操作时，都会
运行 device-exec 脚本。

例如，sr0 设备的以下项表示具有 solaris.device.allocate 授权的用户可以分配 CD-
ROM 驱动器：

sr0;sr;reserved;reserved;solaris.device.allocate;/etc/security/lib/sr_clean

可以决定接受缺省设备及其定义的特征。安装新设备后，可以修改这些项。必须在设
备的系统的 device_allocate 和 device_maps 文件中定义需要在使用之前分配的任何设
备。目前，盒式磁带机、磁盘驱动器、CD-ROM 驱动器、可移除介质设备和音频芯片是
可分配的。这些设备类型具有设备清除脚本。

注 - Xylogics 和归档磁带机也使用为 SCSI 设备提供的 st_clean 脚本。需要为其他设备
（如终端、图形输入板和其他可分配设备）创建您自己的设备清除脚本。脚本必须满足
此设备类型的对象重用要求。

设备清除脚本

通过设备分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安全审计者称之为对象重用的要求。设备清除脚
本可解决安全要求，即重用某个物理设备之前从该设备中清除所有可用数据。清除数据
后，其他用户才可分配此设备。缺省情况下，盒式磁带机、磁盘驱动器、CD-ROM 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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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器和音频设备需要 Oracle Solaris 提供的设备清除脚本。本节介绍设备清除脚本的功
能。

磁带的设备清除脚本

st_clean 设备清除脚本支持三种磁带设备：

■ SCSI ¼ 英寸磁带
■ 归档 ¼ 英寸磁带
■ 开盘式 ½ 英寸磁带

st_clean 脚本使用 mt 命令及其 rewoffl 选项来清除设备。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mt(1)
手册页。如果此脚本在系统引导期间运行，则会查询设备以确定它是否联机。如果设备
联机，则此脚本确定设备中是否有介质。含有介质的 ¼ 英寸磁带设备会被置于分配错误
状态。分配错误状态会强制管理员手动清除设备。

正常系统操作期间，在交互模式下执行 deallocate 命令时，系统将提示用户删除介质。
从设备中删除介质之后才会取消分配。

磁盘驱动器和 CD-ROM 驱动器的设备清除脚本

为磁盘驱动器和 CD-ROM 驱动器提供了以下设备清除脚本：

■ fd_clean 脚本－用于磁盘的设备清除脚本。
■ sr_clean 脚本－用于 CD-ROM 驱动器的设备清除脚本。

这些脚本使用 eject 命令从驱动器中删除介质。如果 eject 命令失败，则会将设备置于
分配错误状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eject(1) 手册页。

音频的设备清除脚本

使用 audio_clean 脚本清除音频设备。此脚本执行 AUDIO_GETINFO ioctl 系统调用来读取
设备。然后，此脚本执行 AUDIO_SETINFO ioctl 系统调用将此设备的配置重置为缺省值。

编写新的设备清除脚本

如果将更多可分配设备添加到系统，则可能需要创建自己的设备清除脚本。deallocate

命令将参数传递到设备清除脚本中。此处显示的参数是包含设备名称的字符串。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见 device_allocate(4) 手册页。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t-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eject-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REFMAN4device-allocat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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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n-script -[I|i|f|S] device-name

设备清除脚本在成功时一定会返回 "0"，而在失败时返回大于 "0" 的值。-I、-f 和 -S 选项
确定脚本的运行模式：

-I 只有在系统引导期间才需要此选项。所有输出必须转到系统控制
台。强制弹出介质失败或无法强制弹出介质必定会将此设备置于分
配错误状态。

-i 与 -I 选项类似，但不显示输出。

-f 用于强制清除。此选项是交互的，并且假定用户可以响应提示。如
果部分清除操作失败，则带有此选项的脚本必须尝试完成清除。

-S 标准清除。此选项是交互的，并且假定用户可以响应提示。



第 5 章 病毒扫描服务 69

 5 ♦  ♦  ♦        第     5     章 

病毒扫描服务

本章提供了有关使用防病毒软件的信息，其中包括以下主题：

■ “关于病毒扫描” [69]
■ “关于 vscan 服务” [69]
■ “使用 vscan 服务” [70]

关于病毒扫描

通过称为 vscan 的扫描服务（该服务使用多种扫描引擎），可以保护数据不受病毒侵
害。scan engine（扫描引擎）是第三方应用程序，它驻留于外部主机上，可检查文件中
是否存在已知病毒。如果文件系统支持 vscan 服务且该服务已启用，并且文件的类型未
被排除在外，将会对文件执行病毒扫描。如文件之前未曾针对当前病毒定义扫描，或文
件自上次扫描之后做过修改，则在打开和关闭文件期间，会对文件进行病毒扫描。

可将 vscan 服务配置为使用多个扫描引擎。最佳做法是使用至少两个扫描引擎。病毒扫
描请求在所有可用扫描引擎上进行分布式处理。

vscanadm show 命令列出了系统上配置的扫描引擎。

# vscanadm show
max-size=1GB max-size-action=allow

types=+* 

no scan engines configured 

关于 vscan 服务

即时扫描方法的优势在于：可在使用文件之前使用最新病毒定义对其进行扫描。通过使
用此方法，可在病毒危害数据前检测到它们。
如果用户通过客户机打开文件，病毒扫描进程操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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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scan 服务根据文件是否之前已使用最新病毒定义进行过扫描以及文件自上次扫描后
是否修改过而决定是否需要对文件进行扫描。
如果无需扫描，则进程结束，允许该用户访问此文件。

2. 如果需要扫描，则将文件传输到扫描引擎。
如果传输成功，则引擎使用当前病毒定义扫描文件，以确定文件是否被感染。
如果传输失败，进程以以下方式继续：
■ 将文件传输到下一个可以执行文件扫描的可用扫描引擎。
■ 如果不存在替代引擎或引擎不可用，则认为病毒扫描失败，可能拒绝访问该文

件。
3. 如未检测到病毒，将会在文件上标记一个扫描戳记，并允许客户机访问文件。

如果检测到病毒，文件将被标记为隔离状态。被隔离的文件不能读取，执行或者重
命名，但可以删除。系统日志会记录被隔离文件的文件名和病毒名称，如果已启用
审计，还会创建含有相同信息的审计记录。

使用 vscan 服务

满足下列要求时，可对文件进行病毒扫描:

■ 至少安装并配置一个扫描引擎。
■ 文件驻留的文件系统支持病毒扫描。
■ 已在文件系统上启用病毒扫描。
■ vscan 服务已启用。
■ 已将 vscan 服务配置为扫描指定文件类型的文件。

下表列出了设置 vscan 服务需要执行的任务。

任务 说明 参考

安装扫描引擎。 在 Oracle Solaris 中安装并配置一个或
多个受支持的第三方防病毒产品。

请参见产品文档。

启用文件系统以允许病毒扫
描。

启用 ZFS 文件系统上的病毒扫描。缺
省情况下，扫描处于禁用状态。

如何在文件系统上启用病毒扫
描 [71]

启用 vscan 服务。 开始扫描服务。 如何启用 vscan 服务 [71]

将扫描引擎添加至 vscan 服
务。

在 vscan 服务中包括特定扫描引擎。 如何添加扫描引擎 [71]

配置 vscan 服务。 查看并更改 vscan 属性。 如何查看 Vscan 属性 [72]

如何限制扫描文件的大
小 [72]

针对特定文件类型配置 vscan
服务。

指定要在扫描中包括和排除的文件类
型。

如何从病毒扫描操作中排除文
件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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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文件系统上启用病毒扫描

使用文件系统命令允许对文件进行病毒扫描。例如，要将 ZFS 文件系统包括在病毒扫描
中，可使用 zfs(1M) 命令。

ZFS 文件系统允许将部分管理任务委托给特定用户。有关委托管理的更多信息，请参
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 ZFS 文件系统 》中的第 8  章 “Oracle Solaris ZFS 委
托管理”。

开始之前 您必须是指定有 ZFS File System Management（ZFS 文件系统管理）或 ZFS Storage
Management（ZFS 存储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管理员。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所指定的管理权限”。

启用 ZFS 文件系统上的病毒扫描。

# zfs set vscan=on zfs-file-system

例如，如果 ZFS 文件系统为 path/pool/volumes/vol1，则键入以下命令：

# zfs set vscan=on path/pool/volumes/vol1

如何启用 vscan 服务

开始之前 您必须是指定有 VSCAN Management（VSCAN 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管理员。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所指
定的管理权限”。

启用病毒扫描服务。

# svcadm enable vscan

如何添加扫描引擎

开始之前 您必须是指定有 VSCAN Management（VSCAN 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管理员。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所指
定的管理权限”。

要将扫描引擎添加至具有缺省属性的 vscan 服务，请键入：

# vscanadm add-engine engineID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vscanadm(1M) 手册页。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ZFSADMINgbchv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ZFSADMINgbchv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vscanadm-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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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看 Vscan 属性
开始之前 您必须是指定有 VSCAN Management（VSCAN 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管理员。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所指
定的管理权限”。

查看 vscan 服务的属性（所有扫描引擎或部分扫描引擎）。

■ 要查看特定扫描引擎的属性，请键入：

# vscanadm get-engine engineID

■ 要查看所有扫描引擎的属性，请键入：

# vscanadm get-engine

■ 要查看某一 vscan 服务属性，请键入：

# vscanadm get -p property

其中 property 是 vscanadm(1M) 命令手册页中描述的参数之一。

例如，如果想查看可扫描的文件的最大大小，请键入：

# vscanadm get max-size

如何限制扫描文件的大小

许多扫描引擎限制所扫描文件的大小，因此为 vscan 服务的 max-size 属性设置的值必须
小于或等于扫描引擎允许的最大值。然后，可以定义因超过最大大小而未被扫描的文件
是否可以访问。

开始之前 您必须是指定有 VSCAN Management（VSCAN 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管理员。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所指
定的管理权限”。

1. 查看当前属性。

# vscanadm show

2. 设置病毒扫描的最大大小。
例如，将限制设置为 128 MB：

# vscanadm set -p max-size=128M

3. 指定拒绝访问由于其他大小而未被扫描的所有文件。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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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scanadm set -p max-size-action=deny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vscanadm(1M) 手册页。

如何从病毒扫描操作中排除文件

当启用防病毒保护时，可以指定将特定类型的所有文件从病毒扫描中排除。由于 vscan
服务会影响系统性能，您可以通过指定针对特定的文件类型进行病毒扫描来节省系统资
源。

开始之前 您必须是指定有 VSCAN Management（VSCAN 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管理员。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所指
定的管理权限”。

1. 查看病毒扫描中包含的所有文件类型的列表。

# vscanadm get -p types

2. 指定要进行病毒扫描的文件类型。
例如：

■ 从病毒扫描操作中排除特定文件类型，例如 JPEG 类型。

# vscanadm set -p types=-jpg,+*

■ 在病毒扫描操作中包括特定文件类型，例如可执行文件。

# vscanadm set -p types=+exe,-*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vscanadm(1M) 手册页。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vscanadm-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vscanadm-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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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词汇表

Access Control List, ACL（访
问控制列表）

与传统的 UNIX 文件保护相比，访问控制列表 (access control list,
ACL) 可提供更为精细的文件安全性。例如，通过 ACL 可以让组获得
对某个文件的读取权限，而仅允许该组中的一个成员获得对该文件的
写入权限。

admin principal（管理主体） 名称形式为 username/admin 的用户主体（如 jdoe/admin）。与一
般用户主体相比，管理主体可以拥有更多特权（例如，可以更改策
略）。另请参见 principal name（主体名称）和 user principal（用户
主体）。

AES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高级加密标准）。一种对称的
128 位块数据加密技术。美国政府在 2000 年 10 月采用该种算法的
Rijndael 变体作为其加密标准。AES 从而取代了 user principal（用户
主体）加密方法成为政府的加密标准。

algorithm（算法） 加密算法。这是一种确立的递归计算过程，用于对输入执行加密或散
列操作。

application server（应用服务
器）

请参见 network application server（网络应用服务器）。

asynchronous audit event（异
步审计事件）

异步事件在系统事件中属于少数。这些事件不与任何进程关联，因此
没有任何进程可供阻塞并在以后唤醒。例如，初始系统引导和 PROM
进入和退出事件都是异步事件。

audit files（审计文件） 二进制审计日志。审计文件单独存储在一个审计文件系统中。

audit policy（审计策略） 决定要记录的审计事件的全局设置和按用户设置。通常，应用于审计
服务的全局设置会影响审计迹所包括的可选信息。cnt 和 ahlt 这两个
设置会影响系统在填充审计队列时执行的操作。例如，审计策略可能
要求每条审计记录都包含一个序列号。

audit trail（审计迹） 来自所有主机的所有审计文件的集合。

authenticated rights
profile（已验证的权限配置文
件）

要求指定的用户或角色在基于配置文件执行操作之前键入口令的 rights
profile（权限配置文件）。该行为与 sudo 行为类似。口令的有效时间
长度是可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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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entication（验证） 验证主体所声明的身份的过程。

authenticator（验证者） 当客户机从 KDC 请求票证以及从服务器请求服务时，会传递验证者。
这些验证者包含使用仅对客户机和服务器公开的会话密钥所生成的信
息，这些信息可以作为最新来源进行检验，从而表明事务是安全的。
验证者可与票证一起使用来验证用户主体。验证者中包括用户的主体
名称、用户主机的 IP 地址，以及时间戳。与票证不同，验证者只能使
用一次，通常在请求访问服务时使用。验证者是使用特定客户机和服
务器的会话密钥进行加密的。

authorization（授权） 1. 在 Kerberos 中，是指决定主体是否可以使用服务，允许主体访问哪
些对象，以及可对每个对象执行的访问操作类型的过程。

2. 在用户权限管理中，是指可以指定给角色或用户（或嵌入权限配置
文件中）的权限，此权限用于执行安全策略原本禁止的操作类。在用
户应用级别（而不是核心）执行操作必须具备授权。

basic set（基本特权集） 登录时为用户进程指定的特权集。在未修改的系统上，每个用户的初
始可继承特权集等同于登录时获取的基本特权集。

Blowfish 一种对称块加密算法，它采用 32 位到 448 位的可变长度密钥。其作者
Bruce Schneier 声称 Blowfish 已针对密钥不经常更改的应用程序进行
优化。

client principal（客户机主体） (RPCSEC_GSS API) 是指使用受 RPCSEC_GSS 保护的网
络服务的客户机（用户或应用程序）。客户机主体名称将以
rpc_gss_principal_t 结构的形式进行存储。

client（客户机） 狭义上讲，是指代表用户使用网络服务的进程，例如，使用 rlogin 的
应用程序。在某些情况下，服务器本身即可是其他某个服务器或服务
的客户机。

广义上讲，是指 a) 接收 Kerberos 凭证的主机，以及 b) 使用由服务器
提供的服务的主机。

非正式地讲，是指使用服务的主体。

clock skew（时钟相位差） 所有参与 Kerberos 验证系统的主机上的内部系统时钟可以相差的最大
时间量。如果任意两台参与主机之间的时间偏差超过了时钟相位差，
则请求会被拒绝。可以在 krb5.conf 文件中指定时钟相位差。

confidentiality（保密性） 请参见 privacy（保密性）。

consumer（使用者） 在 Oracle Solaris 的加密框架功能中，使用者是指使用提供者提供的
加密服务的用户。使用者可以是应用程序、最终用户或内核操作。例
如，Kerberos、IKE 和 IPsec 便属于使用者。有关提供者的示例，请
参见 provider（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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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ential cache（凭证高速缓
存）

包含从 KDC 接收的凭证的存储空间（通常为文件）。

credential（凭证） 包括票证及匹配的会话密钥的信息软件包。用于验证主体的身份。另
请参见 ticket（票证）和 session key（会话密钥）。

cryptographic algorithm（密码
算法）

请参见 algorithm（算法）。

DES Data Encryption Standard（数据加密标准）。一种对称密钥加密方
法，开发于 1975 年，1981 年由 ANSI 标准化为 ANSI X.3.92。DES
使用 56 位密钥。

device allocation（设备分配） 用户级别的设备保护。设备分配强制规定一次只能由一个用户独占使
用一台设备。重用设备之前，将清除设备数据。可以使用授权来限制
允许分配设备的用户。

device policy（设备策略） 内核级别的设备保护。设备策略在设备上作为两个特权集实现。一个
特权集控制对设备的读取权限，另一个特权集控制对设备的写入权
限。另请参见 policy（策略）。

Diffie-Hellman
protocol（Diffie-Hellman 协
议）

也称为公钥密码学。Diffie 和 Hellman 于 1976 年开发的非对称密钥一
致性协议。使用该协议，两个用户可以在以前没有任何密钥的情况下
通过不安全的介质交换密钥。Diffie-Hellman 由 Kerberos 使用。

digest（摘要） 请参见 message digest（消息摘要）。

DSA Digital Signature Algorithm（数字签名算法）。一种公钥算法，采用大
小可变（512 位到 4096 位）的密钥。美国政府标准 DSS 可达 1024
位。DSA 的输入依赖于 SHA1。

ECDSA Elliptic Curve Digital Signature Algorithm（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
法）。一种基于椭圆曲线数学运算的公钥算法。在生成相同长度的签
名时，所需的 ECDSA 密钥大小明显小于 DSA 公钥大小。

effective set（有效特权集） 当前对进程有效的特权集。

flavor（风格） 以前，security flavor（安全风格）和 authentication flavor（验证风
格）具有相同的含义，都是表示验证类型 (AUTH_UNIX, AUTH_DES,
AUTH_KERB) 的风格。RPCSEC_GSS 也是一种安全风格，虽然它除
了验证之外还提供完整性和保密性服务。

forwardable ticket（可转发票
证）

一种票证，可供客户机在不需要完成远程主机上的完整验证过程的情
况下用于请求此主机票证。例如，如果用户 david 从用户 jennifer
的计算机上获取了可转发票证，则 david 可以登录到自己的计算机，
而不需要获取新票证（因此不需要再次进行自我验证）。另请参见
proxiable ticket（可代理票证）。

FQDN fully qualified domain name（全限定域名）。例
如，central.example.com（与简单的 denver 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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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S-API Generic Security Service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通用
安全服务应用编程接口）。为各种模块化安全服务（包括 Kerberos
服务）提供支持的网络层。GSS-API 可用于安全验证服务、完整性服
务和保密性服务。另请参见 authentication（验证）、integrity（完整
性）和 privacy（保密性）。

hardening（强化） 为了删除主机中固有的安全漏洞而对操作系统的缺省配置进行的修
改。

hardware provider（硬件提供
者）

在 Oracle Solaris 的加密框架功能中，是指设备驱动程序及其硬件加速
器。硬件提供者使计算机系统不必执行开销很大的加密操作，从而可
释放 CPU 资源以用于其他用途。另请参见 provider（提供者）。

host principal（主机主体） 服务主体的一个特定实例，其中将主体（由主名称 host 表示）设
置为提供一系列网络服务，如 ftp、rcp 或 rlogin。例如，host/

central.example.com@EXAMPLE.COM 便是一个主机主体。另请参见
server principal（服务器主体）。

host（主机） 可通过网络进行访问的系统。

inheritable set（可继承特权
集）

进程可以通过调用 exec 而继承的特权集。

initial ticket（初始票证） 直接颁发（即，不基于现有的票证授予票证）的票证。某些服务（如
用于更改口令的应用程序）可能需要将票证标记为 initial，以便使其
自身确信客户机知晓其密钥。这种保证非常重要，因为初始票证表明
客户机最近已进行了自我验证（而并非依赖于存在时间可能较长的票
证授予票证）。

instance（实例） 实例是主体名称的第二个部分，用于限定主体的主名称。对于
服务主体，实例是必需的。实例就是主机的全限定域名，例如
host/central.example.com。对于用户主体，实例是可选的。
但是请注意，jdoe 和 jdoe/admin 都是唯一的主体。另请参见
primary（主）、principal name（主体名称）、service principal（服
务主体）和 user principal（用户主体）。

integrity（完整性） 一种安全服务，除了用于用户验证之外，还用于通过加密校验和
来验证传输数据的有效性。另请参见 authentication（验证） 和
privacy（保密性）。

invalid ticket（无效票证） 尚未成为可用票证的以后生效的票证。应用服务器将拒绝无效票证，
直到此票证生效为止。要使无效票证生效，必须在其开始时间已过
后，由客户机通过 TGS 请求将其提供给 KDC，同时设置 VALIDATE 标
志。另请参见 postdated ticket（以后生效的票证）。

KDC Key Distribution Center（密钥分发中心）。具有以下三个 Kerberos
V5 组件的计算机：



keytab file（密钥表文件）

术语表 79

■ 主体和密钥数据库
■ 验证服务
■ 票证授予服务

每个领域都具有一个主 KDC，并且应该具有一个或多个从 KDC。

Kerberos 是指一种验证服务、此服务所使用的协议或者用于实现此服务的代
码。

Oracle Solaris 中的 Kerberos 实现主要基于 Kerberos V5 实现。

虽然在技术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在 Kerberos 文档中经常会互换使用
"Kerberos" 和 "Kerberos V5"。

Kerberos（也可写成 Cerberus）在希腊神话中是指守护地狱之门的三
头凶悍猛犬。

Kerberos policy（Kerberos 策
略）

管理 Kerberos 服务中口令的使用的规则集合。这些策略可以控制主体
的访问权限或票证参数（如生命周期）。

key（密钥） 1. 通常是指以下两种主要密钥类型之一：

■ 对称密钥－与解密密钥相同的加密密钥。对称密钥用于对文件进行
加密。

■ 非对称密钥或公钥－在公钥算法（如 Diffie-Hellman 或 RSA）中使
用的密钥。公钥包括仅对一个用户公开的私钥、服务器或通用资源
所使用的公钥，以及包含这两者的私钥/公钥对。私钥 (private key)
也称为密钥 (secret key)。公钥也称为共享密钥或公用密钥。

2. 密钥表文件中的项（主体名称）。另请参见 keytab file（密钥表文
件）。
3. 在 Kerberos 中，是指加密密钥，此类密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 私钥－由主体和 KDC 共享并在系统范围之外分发的加密密钥。另
请参见 private key（私钥）。

■ 服务密钥－此密钥与私钥的用途相同，但由服务器和服务使用。另
请参见 service key（服务密钥）。

■ 会话密钥－在两个主体之间使用的临时加密密钥，其生命周期仅
限于单个登录会话的持续时间。另请参见 session key（会话密
钥）。

keystore（密钥库） 密钥库包含用于应用程序检索的口令、口令短语、证书，以及其他验
证对象。密钥库可特定于一种技术，或特定于多个应用程序使用的一
个位置。

keytab file（密钥表文件） 包含一个或多个密钥（主体）的密钥表文件。主机或服务使用密钥表
文件的方式与用户使用口令的方式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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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no key version number（密钥版本号）。按照生成顺序跟踪特定密钥的序
列号。kvno 最高则表示密钥最新。

least privilege（最小特权） 一种安全模型，该模型仅向指定进程提供超级用户功能的某个子集。
最小特权模型为一般用户指定可以用来执行个人管理任务（如挂载文
件系统和更改文件的所有权）的足够特权。另一方面，仅使用完成该
任务所需的特权运行进程，而不是使用超级用户的完全功能模式（即
所有特权）。对非 root 用户而言，可以包含由于编程错误而导致的损
坏（如缓冲区溢出），该用户对重要功能（如读取或写入受保护的系
统文件或停止计算机）没有访问权限。

limit set（限制特权集） 对哪些特权可用于进程及其子进程的外部限制。

MAC 1. 请参见 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 MAC（消息验证代码）。

2. 也称为标签设置操作。在政府安全术语中，MAC 是指 Mandatory
Access Control（强制访问控制）。例如，Top Secret（绝密）和
Confidential（机密）之类的标签便是 MAC。MAC 与 DAC 相对，后
者是指 Discretionary Access Control（自主访问控制）。例如，UNIX
权限便是一个 DAC。

3. 在硬件中，是指 LAN 中的唯一系统地址。如果系统位于以太网中，
则 MAC 是指以太网地址。

master KDC（主 KDC） 每个领域中的主要 KDC，包括 Kerberos 管理服务器 kadmind，以及
验证和票证授予守护进程 krb5kdc。每个领域至少都必须具有一个主
KDC，可以具有多个 KDC 副本或从 KDC，这些 KDC 为客户机提供验
证服务。

MD5 一种重复加密散列函数，用于进行消息验证（包含数字签名）。该函
数于 1991 年由 Rivest 开发。其使用已过时。

mechanism（机制） 1. 指定加密技术以实现数据验证或保密的软件包。例如：Kerberos
V5、Diffie-Hellman 公钥。

2. 在 Oracle Solaris 的加密框架功能中，是指用于特殊用途的算法的
实现。例如，应用于验证的 DES 机制（如 CKM_DES_MAC）与应用
于加密的 DES 机制（如 CKM_DES_CBC_PAD）不同。

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
MAC（消息验证代码）

MAC 可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并验证数据的来源。MAC 不能防止窃
听。

message digest（消息摘要） 消息摘要是从消息中计算所得的散列值。此散列值几乎可唯一地标识
消息。摘要对检验文件的完整性非常有用。

minimization（最小安装） 运行服务器所需的最小操作系统安装。不安装与服务器操作不直接相
关的任何软件，或者在安装之后即删除。

name service scope（名称服
务范围）

允许角色在其中执行操作的范围，即，由指定的命名服务（如 NIS 或
LDAP）提供服务的单个主机或所有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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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application
server（网络应用服务器）

提供网络应用的服务器，如 ftp。一个领域可以包含多个网络应用服务
器。

network policies（网络策略） 网络实用程序为了保护网络通信而配置的设置。有关网络安全性的信
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网络安全 》。

nonattributable audit
event（无归属审计事件）

无法确定其触发者的审计事件，如 AUE_BOOT 事件。

NTP Network Time Protocol（网络时间协议）。由特拉华大学开发的软
件，可用于在网络环境中管理准确时间或网络时钟同步，或者同时管
理这两者。可以使用 NTP 在 Kerberos 环境中维护时钟相位差。另请
参见 clock skew（时钟相位差）。

PAM Pluggable Authentication Module（可插拔验证模块）。一种框架，允
许使用多种验证机制而不必重新编译运行这些机制的服务。PAM 可用
于在登录时初始化 Kerberos 会话。

passphrase（口令短语） 一种短语，用于验证某个私钥是否是由口令短语用户创建。理想的口
令短语应包含 10-30 个字符，请混合使用字母和数字字符，并且避免
简单的文本结构和名称。使用私钥对通信执行加密和解密操作时，系
统会提示您提供口令短语进行验证。

password policy（口令策略） 可用于生成口令的加密算法，还可以指与口令有关的更普遍的问题，
如必须对口令进行更改的频率，允许的口令尝试次数以及其他安全注
意事项。安全策略需要口令。口令策略可能要求使用 AES 算法对口令
进行加密，并可能对口令强度提出进一步要求。

permitted set（允许特权集） 可供进程使用的特权集。

policy for public key
technologies（公钥技术的策
略）

在密钥管理框架 (Key Management Framework, KMF) 中，所实现的
策略是管理证书的使用。KMF 策略数据库可以对由 KMF 库管理的密
钥和证书的使用施加约束。

policy in the Cryptographic
Framework（加密框架中的策
略）

在 Oracle Solaris 的加密框架功能中，所实现的策略是禁用现有的加密
机制。从而使这些机制不可使用。加密框架中的策略可能会阻止使用
提供者（如 DES）提供的特殊机制，如 CKM_DES_CBC。

policy（策略） 一般而言，是指影响或决定决策和操作的操作规划或操作过程。对于
计算机系统，策略通常表示安全策略。站点的安全策略是规则集合和
相关措施，可用于定义所处理信息的敏感度并防止信息受到未经授权
的访问。例如，安全策略可能要求对系统进行审计，设备必须经分配
才能使用，以及每六周更改一次口令。

有关 Oracle Solaris OS 特定区域中的策略实现的信息，请参见 audit
policy（审计策略）、policy in the Cryptographic Framework（加
密框架中的策略）、device policy（设备策略）、Kerberos
policy（Kerberos 策略）、password policy（口令策略）和 rights
policy（权限策略）。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NWSEC


postdated ticket（以后生效的票证）

82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系统和连接设备的安全 • 2014 年 9 月

postdated ticket（以后生效的
票证）

以后生效的票证直到创建之后的某一指定时间才能开始生效。此类票
证对于计划在深夜运行的批处理作业等情况非常有用，因为在运行
批处理作业之前无法使用该票证（即使被盗）。颁发以后生效的票证
时，将以 invalid 状态颁发该票证，并在出现以下情况之前一直保持
此状态：a) 票证开始时间已过，并且 b) 客户机请求 KDC 进行验证。
通常，以后生效的票证在票证授予票证的截止时间之前会一直有效。
但是，如果将以后生效的票证标记为 renewable，则通常会将其生命
周期设置为等于票证授予票证的整个生命周期的持续时间。另请参见
invalid ticket（无效票证）和 renewable ticket（可更新票证）。

primary（主） 主体名称的第一部分。另请参见 instance（实例）、principal
name（主体名称）和 realm（领域）。

principal name（主体名称） 1. 主体的名称，格式为 primary/instance@REALM。另请参见
instance（实例）、primary（主）和 realm（领域）。

2.(RPCSEC_GSS API) 请参见 client principal（客户机主体）和
server principal（服务器主体）。

principal（主体） 1. 参与网络通信并且具有唯一名称的客户机/用户或服务器/服务实
例。Kerberos 事务涉及主体之间（服务主体与用户主体）或主体与
KDC 之间的交互。换言之，主体是 Kerberos 可为其指定票证的唯一
实体。另请参见 principal name（主体名称）、service principal（服
务主体）和 user principal（用户主体）。

2.(RPCSEC_GSS API) 请参见 client principal（客户机主体）和
server principal（服务器主体）。

principle of least privilege（最
小特权原则）

请参见 least privilege（最小特权）。

privacy（保密性） 一种安全服务，其中传输的数据加密之后才会发送。保密性
还包括数据完整性和用户验证。另请参见 authentication（验
证）、integrity（完整性）和 service（服务）。

private key（私钥） 为每个用户主体提供的密钥，并且只对主体的用户和 KDC 公开。对于
用户主体，密钥基于用户的口令。另请参见 key（密钥）。

private-key encryption（私钥
加密）

采用私钥加密时，发送者和接收者使用相同的加密密钥。另请参见
public-key encryption（公钥加密）。

privilege escalation（特权升
级）

获取对未指定权限的资源的访问权限，包括覆盖缺省项的权限和许
可。特权升级的结果是某个进程可以执行未经授权的操作。

privilege model（特权模型） 计算机系统上比超级用户模型更为严格的安全模型。在特权模型中，
进程需要具有相应的特权才能运行。系统管理可以分为多个独立的部
分，这些部分基于管理员在其进程中所具有的特权。可以将特权指定
给管理员的登录过程。或者，可以指定特权只对特定命令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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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ilege set（特权集） 特权的集合。每个进程都有四个特权集，用于确定进程是否可以使用
特定特权。请参见 limit set（限制特权集）、effective set（有效特权
集）、permitted set（允许特权集）和 inheritable set（可继承特权
集）。

此外，特权的 basic set（基本特权集）是指登录时为用户进程指定的
特权集合。

privilege-aware（特权识别） 在其代码中启用和禁用特权的程序、脚本和命令。在生产环境中，
启用的特权必须提供给进程，例如，通过要求程序的用户使用将特
权添加到程序中的权限配置文件。有关特权的完整说明，请参见
privileges(5) 手册页。

privilege（特权） 1. 通常是指高于一般用户权限的在计算机系统上执行操作的权限或能
力。超级用户特权是授予超级用户的所有 rights（权限）。特权用户或
特权应用程序是指被授予额外权限的用户或应用程序。

2. Oracle Solaris 系统中的进程所具有的独立权限。与 root 相比，
特权可提供更为精细的进程控制。特权是在内核中定义和实施的。
特权也称为进程特权或内核特权。有关特权的完整说明，请参见
privileges(5) 手册页。

privileged application（特权应
用程序）

可以覆盖系统控制的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可以检查安全属性（如特
定的 UID、GID、授权或特权）。

privileged user（特权用户） 计算机系统上为其指定的权限高于一般用户权限的用户。另请参见
trusted users（可信用户）。

profile shell（配置文件 shell） 在权限管理中，角色（或用户）可在该 shell 中从命令行运行指定给角
色权限配置文件的任何特权应用程序。配置文件 shell 版本与系统上可
用的 shell 对应，如 bash 的 pfbash 版本。

provider（提供者） 在 Oracle Solaris 的加密框架功能中，是指为使用者提供的加密服务。
例如，PKCS #11 库、内核加密模块和硬件加速器便是提供者。提供
者可插入到加密框架中，因此也称为插件。有关使用者的示例，请参
见 consumer（使用者）。

proxiable ticket（可代理票
证）

可供服务用于代表客户机执行客户机操作的票证。因此，可以说服务
充当客户机的代理。使用该票证，服务便可具有客户机的身份。服务
可以使用可代理票证来获取其他服务的服务票证，但是不能获取票证
授予票证。可代理票证与可转发票证之间的区别在于可代理票证只对
单项操作有效。另请参见 forwardable ticket（可转发票证）。

public object（公共对象） root 用户所拥有且全局可读的文件，如 /etc 目录中的任何文件。

public-key encryption（公钥加
密）

一种加密方案，其中每个用户都有两个密钥：一个是公钥，一个是私
钥。采用公钥加密时，发送者使用接收者的公钥对消息进行加密，而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privileges-5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privilege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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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者则使用私钥对其进行解密。Kerberos 服务是一种私钥系统。另
请参见 private-key encryption（私钥加密）。

QOP Quality of Protection（保护质量）。用于选择与完整性服务或保密性
服务结合使用的加密算法的参数。

RBAC role-based access control（基于角色的用户访问控制），Oracle
Solaris 的用户权限管理功能。请参见 rights（权限）。

RBAC policy（RBAC 策略） 请参见 rights policy（权限策略）。

realm（领域） 1. 由单个 Kerberos 数据库以及一组密钥分发中心 (Key Distribution
Center, KDC) 提供服务的逻辑网络。

2. 主体名称的第三部分。对于主体名称 jdoe/
admin@CORP.EXAMPLE.COM，领域为 CORP.EXAMPLE.COM。另请参见
principal name（主体名称）。

reauthentication（重新验证） 要求提供口令以执行计算机操作。sudo 操作通常需要重新验证。已验
证的权限配置文件可包含需要重新验证的命令。请参见 authenticated
rights profile（已验证的权限配置文件）。

relation（关系） 在 kdc.conf 或 krb5.conf 文件中定义的配置变量或关系。

renewable ticket（可更新票
证）

由于票证的生命周期过长会存在安全风险，因此可以将票证指定为
renewable。可更新票证有两个截止时间：a) 票证的当前实例的截止时
间，b) 任意票证的最长生命周期。如果客户机需要继续使用某票证，
则可在首次失效之前更新此票证。例如，某个票证的有效期为 1 小
时，所有票证的最长生命周期为 10 小时。如果持有票证的客户机希望
保留此票证的时间长于 1 小时，则必须更新此票证。当某个票证达到
最长票证生命周期时，便会自动到期，并且无法更新。

rights policy（权限策略） 与命令关联的安全策略。目前，solaris 是 Oracle Solaris 的有效策
略。solaris 策略可识别特权和扩展的特权策略、授权及 setuid 安全
属性。

rights profile（权限配置文件） 也称为配置文件，是可指定给角色或用户的安全覆盖项的集合。权限
配置文件可包括授权、特权、具有安全属性的命令和称为补充配置文
件的其他权限配置文件。

rights（权限） 对超级用户模型（管理员对系统要么具有全部控制权要么毫无控制
权）的替代。通过用户权限管理和进程权限管理，组织可划分超级用
户的特权并将其分配给用户或角色。Oracle Solaris 中权限的实施方式
有内核特权、授权和作为特定 UID 或 GID 运行进程的能力。权限可集
中在 rights profile（权限配置文件）和 role（角色）中。

role（角色） 一种用于运行特权应用程序的特殊身份，仅指定用户才能承担此身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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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A 获取数字签名和公钥密码系统的方法。该方法于 1978 年首次由其开发
者 Rivest、Shamir 和 Adleman 介绍。

scan engine（扫描引擎） 第三方应用程序，驻留在外部主机上，可检查文件中是否含有已知病
毒。

SEAM Solaris 系统上的 Kerberos 初始版本的产品名称。该产品基于麻省理
工学院开发的 Kerberos V5 技术。SEAM 现在称为 Kerberos 服务。它
与 MIT 版本仍有细微的差别。

secret key（密钥） 请参见 private key（私钥）。

Secure Shell（安全 Shell） 一种特殊协议，用于在不安全的网络中进行安全远程登录并提供其他
安全网络服务。

security attributes（安全属
性）

当超级用户以外的用户运行管理命令时，可使此命令成功执行的安全
策略覆盖项。在超级用户模型中，setuid root 和 setgid 程序都是安
全属性。将这些属性应用于某命令时，此命令便会成功执行，而与运
行它的用户无关。在 privilege model（特权模型）中，内核特权和其
他 rights（权限）将 setuid root 程序替换为安全属性。特权模型与超
级用户模型兼容，因为特权模型也可将 setuid 和 setgid 程序识别为安
全属性。

security flavor（安全风格） 请参见 flavor（风格）。

security mechanism（安全机
制）

请参见 mechanism（机制）。

security policy（安全策略） 请参见 policy（策略）。

security service（安全服务） 请参见 service（服务）。

seed（种子） 用于生成随机数的数字起动器。当起动器来自随机源时，种子称为随
机种子。

separation of duty（职责分
离）

least privilege（最小特权）的部分概念。职责分离可阻止一个用户执
行或批准完成事务的所有操作。例如，在 RBAC 中，可以将登录用
户的创建与安全覆盖的指定分隔开来。一个角色创建该用户。另一个
角色可以将安全属性（如权限配置文件、角色和特权）指定给现有用
户。

server principal（服务器主
体）

(RPCSEC_GSS API) 提供服务的主体。服务器主体以 service@host
形式的 ASCII 字符串进行存储。另请参见 client principal（客户机主
体）。

server（服务器） 为网络客户机提供资源的主体。 例如，如果通过 ssh 远程登录到系统
central.example.com，则该系统便是提供 ssh 服务的服务器。另请参
见 service principal（服务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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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key（服务密钥） 由服务主体和 KDC 共享，并在系统范围之外分发的加密密钥。另请参
见 key（密钥）。

service principal（服务主体） 为一项或多项服务提供 Kerberos 验证的主体。对于服务主体，主名称
是服务的名称（如 ftp），其实例是提供服务的系统的全限定主机名。
另请参见 host principal（主机主体）和 user principal（用户主体）。

service（服务） 1. 通常由多台服务器提供给网络客户机的资源。例如，如果通过
rlogin 远程登录到计算机 central.example.com，则该计算机便是提供
rlogin 服务的服务器。

2. 除验证之外，还提供其他保护级别的安全服务（完整性或保密
性）。另请参见 integrity（完整性）和 privacy（保密性）。

session key（会话密钥） 由验证服务或票证授予服务生成的密钥。生成会话密钥的目的是在客
户机与服务之间提供安全事务。会话密钥的生命周期仅限于单个登录
会话的持续时间。另请参见 key（密钥）。

SHA1 Secure Hashing Algorithm（安全散列算法）。该算法可以针对长度小
于 264 的任何输入进行运算，以生成消息摘要。SHA1 算法是 DSA 的
输入。

single-system image（单系统
映像）

单系统映像用在 Oracle Solaris 审计中来描述使用相同命名服务的一组
受审计系统。这些系统将其审计记录发送给某个中心审计服务器，可
在该服务器中对记录进行比较，就像这些记录来自一个系统一样。

slave KDC（从 KDC） 主 KDC 的副本，可以执行主 KDC 的大多数功能。每个领域通常都具
有若干个从 KDC（但仅有一个主 KDC）。另请参见 KDC 和 master
KDC（主 KDC）。

software provider（软件提供
者）

在 Oracle Solaris 的加密框架功能中，是指提供加密服务的内核软件模
块或 PKCS #11 库。另请参见 provider（提供者）。

stash file（存储文件） 存储文件包含 KDC 主密钥的已加密副本。当重新引导服务器以便在
KDC 启动 kadmind 和 krb5kdc 进程之前自动验证 KDC 时，将使用此主
密钥。由于存储文件中包含主密钥，因此，应该保证存储文件及其任
何备份的安全。如果加密受到威胁，则可以使用此密钥来访问或修改
KDC 数据库。

superuser model（超级用户模
型）

计算机系统上的典型 UNIX 安全模型。在超级用户模型中，管理员对
系统要么具有全部的控制权要么毫无控制权。通常，为了管理计算
机，用户可成为超级用户 (root)，并可执行所有管理活动。

synchronous audit event（同
步审计事件）

审计事件中的大多数事件属于同步审计事件。这些事件与系统中的某
个进程关联。与某个进程关联的无归属事件属于同步事件，如失败的
登录。

TGS Ticket-Granting Service（票证授予服务）。负责颁发票证的那部分
K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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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T Ticket-Granting Ticket（票证授予票证）。由 KDC 颁发的票证，客户
机可使用此票证来请求其他服务的票证。

ticket file（票证文件） 请参见 credential cache（凭证高速缓存）。

ticket（票证） 用于安全地将用户身份传递给服务器或服务的信息包。一个票证仅对
一台客户机以及某台特定服务器上的一项特殊服务有效。票证包含服
务的主体名称、用户的主体名称、用户主机的 IP 地址、时间戳以及
定义此票证生命周期的值。票证是通过由客户机和服务使用的随机会
话密钥创建的。一旦创建了票证，便可重复使用此票证，直到其到期
为止。票证与新的验证者同时出现时，仅用于验证客户机。另请参见
authenticator（验证者）、credential（凭证）、service（服务）和
session key（会话密钥）。

trusted users（可信用户） 您确定的可在某个信任级别执行管理任务的用户。通常情况下，管理
员首先为可信用户创建登录，然后指定与用户的信任和能力级别匹配
的管理权限。之后，这些用户便能帮助配置和维护系统。也称为特权
用户。

user principal（用户主体） 属于某个特定用户的主体。用户主体的主名称是用户名，其可选实例
是用于说明相应凭证预期用法的名称（例如 jdoe 或 jdoe/admin）。也
称为用户实例。另请参见 service principal（服务主体）。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虚拟专用网络）

通过使用加密和隧道连接公共网络上的用户来提供安全通信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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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和符号
-（减号）

sulog 文件，47
;（分号）

device_allocate 文件，65
@（at 符号）

device_allocate 文件，66
*（星号）

device_allocate 文件，65，66
/dev/arp 设备

获取 IP MIB-II 信息，52
/etc/certs/ORCLS11SE ，29
/etc/default/kbd 文件，50
/etc/default/login 文件

限制远程 root 访问，48
/etc/default/su 文件

显示 su 命令尝试，48
监视 su 命令，47
监视访问尝试，48

/etc/logindevperm 文件，14
/etc/nologin 文件

临时禁止用户登录，43
/etc/security/device_allocate 文件，65
/etc/security/device_maps 文件，64
/etc/security/policy.conf 文件

算法配置，45
/var/adm/sulog 文件

监视内容，47
\（反斜杠）

device_allocate 文件，66
device_maps 文件，65

#（井号）
device_allocate 文件，66
device_maps 文件，65

+（加号）

sulog 文件，47
> (重定向输出)

防止，18
>> (附加输出)

防止，18

A
安全 RPC

替代项，24
概述，24

安全属性
用于挂载分配的设备，54

安全性
netservices limited 安装选项，19
保护 PROM，49
保护硬件，49
保护设备，66
口令加密，11
安装选项，19
系统，9
系统硬件，49
缺省安全，19
设备，15
设备分配，51
防御拒绝服务攻击，19
防御特洛伊木马，18
阻止远程登录，48

安装
缺省安全，19

ACL
说明，21

add_drv 命令
说明，62

allocate 命令
使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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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错误状态，64
可移除介质，59
用户授权，54
要求授权，64

at 符号 (@)
device_allocate 文件，66

B
包传送

包粉碎，25
防火墙安全性，25

保护
BIOS, 指针，49
PROM，49
口令，41
网络,在安装时，19

变量
CRYPT_DEFAULT 系统变量，13
KEYBOARD_ABORT 系统变量，50
PATH 环境变量，18

标准清除
st_clean 脚本，68

病毒
拒绝服务攻击，19
特洛伊木马，18

病毒扫描
描述，69
文件，69
配置，70

Blowfish 加密算法
policy.conf 文件，45
允许在异构环境中，45
说明，12

boot_policy ，29

C
策略

在设备上，51
指定口令算法，44

查看
没有口令的用户，43
用户的登录状态，42
设备分配信息，55

设备策略，51
超级用户 见 root 角色
创建

新设备清除脚本，67
错误

分配错误状态，64
CD-ROM 驱动器

分配，60
安全性，67

重定向
防止，18

crypt 命令
文件安全性，21

CRYPT_ALGORITHMS_ALLOW 关键字
policy.conf 文件，13

CRYPT_ALGORITHMS_DEPRECATE 关键字
policy.conf 文件，13

crypt_bsdbf 口令算法，12
crypt_bsdmd5 口令算法，12
CRYPT_DEFAULT 关键字

policy.conf 文件，13
CRYPT_DEFAULT 系统变量，45
crypt_sha256 口令算法，12，44
crypt_sunmd5 口令算法，12，12
crypt_unix 口令算法，12

D
地址空间

随机布局，16
地址空间的布局

装入时随机化，16
登录

root 登录
跟踪，17
限于控制台，48

临时禁止，43
任务列表，41
安全性

系统访问控制，10
设备上的访问控制，14
访问限制，10，10
跟踪 root 登录，17

显示用户的登录状态，42，42
登录访问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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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c:/system/name-service/switch:default，10
对象重用要求

设备清除脚本
编写新脚本，67

针对设备，66
deallocate 命令

使用，60
分配错误状态，64，64
要求授权，64
设备清除脚本和，67

devfsadm 命令
说明，62

device_allocate 文件
样例，57，65
格式化，65
说明，65

device_maps 文件，64，64
dminfo 命令，64

E
eeprom 命令，10，49
eject 命令

设备清除和，67
ELF 签名

验证的引导，27

F
反斜杠 (\)

device_allocate 文件，65，66
防病毒软件 见 病毒扫描
防火墙系统

包传送，25
包粉碎，25
可信主机，25
安全性，25

访问
root 访问

在控制台中显示尝试，48
监视 su 命令尝试，17，47
限制，22，48

共享文件，21
地址空间，16
安全性

ACL，21
PATH 变量设置，18
root 登录跟踪，17
setuid 程序，19
保护系统完整性，27
外围设备，15
报告问题，26
控制系统使用情况，16
文件访问限制，18
物理安全性，10
登录控制，10
登录访问限制，10，10
监视系统使用情况，20，20
系统硬件，49
网络控制，22
设备，51
防火墙设置，25，25

限制
系统硬件，49
设备，15，51

分配错误状态，64
分配设备

强制，56
按用户，58
故障排除，59

服务管理工具 (service management facility, SMF)
见 SMF
附加箭头 (>>)

防止附加，18
-f 选项

st_clean 脚本，68
-F 选项

deallocate 命令，64
fd_clean 脚本

说明，67

G
更改

口令算法任务列表，44
可分配设备，56
域的口令算法，46
缺省口令算法，44

共享文件
和网络安全性，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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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list_devices 命令，55
分配设备，59
发出 su 命令的终端，48
挂载设备，60
远程 root 访问，49

挂载
分配的 CD-ROM，60
分配的设备，59

管理，9
参见 管理
口令算法，44
设备，53
设备分配，53
设备分配任务列表，53
设备策略，51

genunix 模块，28
getdevpolicy 命令

说明，62
GRUB，33

H
环境变量，9

参见 变量
PATH，17

I
-i 选项

st_clean 脚本，68
-I 选项

st_clean 脚本，68
ILOM，33

验证的引导，27
Internet 防火墙设置，25
IP MIB-II

从 /dev/arp 而不是 /dev/Ip 获取信息，52

J
计算机安全 见 系统安全性
计算机安全性 见 系统安全性
加密

口令，44

口令算法，11
口令算法列表，12
在 policy.conf 文件中指定口令算法，12
指定口令算法

本地，44
文件，21

监视
root 访问，47
root 访问尝试，48
su 命令尝试，17，47
系统使用情况，20，20

角色
用于访问硬件，49

介质
设备清除脚本，66

禁用
临时登录，43
异常中止序列，50
用户登录，43
系统异常中止序列，50
设备分配，54
远程 root 访问，48
键盘中止，50
键盘关机，50

井号 (#)
device_allocate 文件，66
device_maps 文件，65

K
可信计算组软件堆栈，33
可信平台模块

Oracle Solaris 中的 TPM 软件包，33，39
Oracle Solaris 中的组件，33
PKCS #11 用户，38
TPM 所有者，33
在 Oracle Solaris 系统上初始化

基于 SPARC 的系统，34
基于 x86 的系统，36

可信主机，25
可移除介质

分配，59
控制

系统使用情况，16
控制列表 见 ACL



索引

93

控制台
显示 su 命令尝试，48

口令
LDAP，11

指定新的口令算法，46
NIS，11

指定新的口令算法，46
PROM 安全模式，10，49
任务列表，41
使用 passwd -r 命令进行更改，11
使用新的算法，45
加密算法，11
在异构环境中使用 Blowfish，45
在异构环境中限制加密算法，45
将 MD5 加密算法用于，45
局部，11
指定算法，45

在命名服务中，46
本地，44

显示没有口令的用户，43
查找没有口令的用户，43
登录安全性，10，10，11
硬件访问和，49
系统登录，11
要求硬件访问，49

kbd 文件，50
KEYBOARD_ABORT 系统变量，50

L
列出

没有口令的用户，43
设备策略，51

LDAP 命名服务
口令，11
指定口令算法，46

list_devices 命令
要求授权，64

login 文件
限制远程 root 访问，48

logins 命令
授权，42
显示没有口令的用户，43
显示用户的登录状态，42，42
语法，42

M
麦克风

分配，58
取消分配，61

名称
device_maps 中的设备，65
设备名称

device_maps 文件，66
命令，41

参见 单个命令
设备分配命令，63
设备策略命令，61

命名服务 见 单个命名服务
命名服务配置

登录访问限制，10
命名约定

设备，55
模块

口令加密，11
MD5 加密算法

policy.conf 文件，45，45
允许在异构环境中，45
说明，45

module_policy ，29
mount 命令

带安全属性，54
mt 命令，67

N
netservices limited 安装选项，19
NIS 命名服务

口令，11
指定口令算法，46

nobody 用户，22

O
Oracle ILOM

验证的引导，29

P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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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访问硬件的口令，49
硬件安全，49
设备分配，53
设备策略，51

配置决策
口令算法，11

配置文件
device_maps 文件，64
用于口令算法，12
policy.conf 文件，12，45

-p 选项
logins 命令，43

passwd 命令
和命名服务，11

PATH 环境变量
和安全性，18
设置，18

PKCS #11，33
policy.conf 文件

口令算法的关键字，13
指定加密算法，45
指定口令算法，45

在命名服务中，46
PROM 安全模式，49

Q
启动

设备分配，54
启用

PKCS#11 使用者将 TPM 用作安全密钥库，38
设备分配，54，54
键盘中止，50
验证的引导，29

强制清除
st_clean 脚本，68

区域
设备和，15

取消分配
强制，56
设备，60
麦克风，61

权限
ACL 和，21

权限配置文件

使用 System Administrator（系统管理员）配置
文件，49
设备安全，54，63
设备管理，63

缺省
policy.conf 文件中的系统范围，12

缺省安全安装选项，19

R
任务列表

保证登录和口令的安全，41
管理设备分配，53
管理设备策略，51
设备分配，53
设备策略，51
配置设备策略，51

日志文件
监视 su 命令，47

-r 选项
passwd 命令，11

rem_drv 命令
说明，62

rewoffl 选项
mt 命令，67

root 访问
排除远程故障，49
监视和限制，47
监视尝试，48

root 用户
在控制台中显示访问尝试，48
监视 su 命令尝试，17，47
跟踪登录，17
限制访问，22
限制远程访问，48，48

root 帐户
说明，14

rsh 命令 (受限 shell)，18

S
设备

不需要授权使用，57
使可分配，54
分配 见 设备分配



索引

95

分配以使用，53
列出，51
列出设备名称，55
区域和，15
取消分配，60
取消挂载分配的设备，61
在内核中保护，15
安全性，15
审计分配，57
审计策略更改，52
强制分配，56
强制取消分配，56
挂载分配的设备，59
授权用户分配，54
更改哪些是可分配的，56
查看分配信息，55
查看设备策略，51
登录访问控制，14
禁止使用所有，57
禁止使用某些，57
策略命令，61
管理，51
管理分配，53
获取 IP MIB-II 信息，52
通过设备分配进行保护，15

设备安全权限配置文件，54，63
设备策略

add_drv 命令，61
update_drv 命令，61
任务列表，51
内核保护，61
命令，61
审计更改，52
查看，51
概述，15，15
管理设备，51
配置，51

设备分配
deallocate 命令

使用，60
设备清除脚本和，67

device_allocate 文件，65
device_maps 文件，64
SMF 服务，63
不需要授权，57
任务列表，53

使用，53
使用 allocate 命令，58
使设备可分配，54
分配设备，58
分配错误状态，64
取消分配设备，60
取消挂载分配的设备，61
可分配设备，66，66
启用，54，54
命令，63
命令的授权，64
审计，57
强制分配设备，56
强制取消分配设备，56
挂载设备，59
授权，63
授权用户分配，54
故障排除，59，60
故障排除权限，55
更改可分配设备，56
机制的组成部分，62
权限配置文件，63
查看信息，55
添加设备，53
用户过程，53
示例，59
禁用，54
管理设备，53
要求授权，56
设备清除脚本

创建，67
说明，66
选项，68

配置文件，64
防止，57

设备管理 见 设备策略
设备管理权限配置文件，63
设备清除脚本

介质，66，66
对象重用，66
编写新脚本，67
说明，66
选项，68

审计
设备分配，57
设备策略的更改，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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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页
设备分配，63

受限 shell (rsh)，18
授权

solaris.device.allocate，54，63
solaris.device.revoke，64
用于设备分配，54，63，64
类型，24
设备分配不需要，57

算法
口令加密，11，44
口令配置列表，45

-S 选项
st_clean 脚本，68

SCSI 设备
st_clean 脚本，66

setuid 权限
安全风险，19

SHA-2 算法，12
SMF

管理缺省安全配置，19
设备分配服务，63

solaris.device.revoke 授权，64
sr_clean 脚本

说明，67
st_clean 脚本，66，67
su 命令

在控制台中显示访问尝试，48
监视使用，47

su 文件
监视 su 命令，47

sulog 文件，47
Sun MD5 算法，12
svc:/system/device/allocate

设备分配服务，63

T
特洛伊木马，18
特权端口

安全 RPC 替代项，24
添加

可分配设备，54
系统硬件的安全性，49
设备安全，53

tcsd 守护进程，39
tpmadm 命令，33

初始化 TPM，36
检查 TPM 状态，34，36
重新初始化 TPM，34

TrouSerS 软件包 见 可信平台模块, TSS 软件包
tscd 守护进程，33

U
-U 选项

allocate 命令，64
umount 命令

带安全属性，54
update_drv 命令

说明，62

V
vscan 服务，69
vscanadm 命令，71

W
网关 见 防火墙系统
网络安全

报告问题，26
授权，24
控制访问，22
概述，22
防火墙系统

包粉碎，25
可信主机，25
需要，25

验证，24
文件

安全性
ACL，18，21
加密，21
扫描病毒，69
设备映射，64
访问限制，18

文件的所有权
ACL 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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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系统
从病毒扫描操作中排除文件，73
共享文件，21
启用病毒扫描，71
扫描病毒，71
添加病毒扫描引擎，71

物理安全性
说明，10

X
系统安全性

root 访问限制，22，48
su 命令监视，17，47
受限 shell，18，18
口令，11
口令加密，11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role-based access
control, RBAC)，17
显示

没有口令的用户，43
用户的登录状态，42，42

概述，9，9
特殊帐户，14
登录访问限制，10，10
硬件保护，10，49
计算机访问，10
访问，9
防火墙系统，25
限制远程 root 访问，48

系统变量，9
参见 变量
CRYPT_DEFAULT，45
KEYBOARD_ABORT，50

系统调用
用来清除音频设备的 ioctl，67

系统管理员权限
保护硬件，49

系统硬件
控制访问，49

显示
root 访问尝试，48
su 命令尝试，48
可分配设备，55
没有口令的用户，43

用户的登录状态，42，42
设备策略，51

限制
root 访问，47
远程 root 访问，48

卸载
分配的设备，61

星号 (*)
device_allocate 文件，65，66

Y
验证

类型，24
网络安全，24
说明，24

验证的引导，27
ELF 签名，27
Oracle ILOM，27
SPARC 和 x86 系统，29
具有 Oracle ILOM 的 SPARC 系统，29
启用，29
本地文件系统，27
策略，29
管理证书，32
适用于配置的变量或属性，29
预引导环境，27
验证序列，28
验证的引导证书，27，29

音频设备
安全性，67

引导验证 见 验证的引导
硬件

保护，10，49
要求提供访问口令，49

用户
分配设备，58
取消分配设备，60
取消挂载分配的设备，61
挂载分配的设备，59
指定分配授权给，54
显示登录状态，42
没有口令，43
禁止登录，43

用户 ID 号 (UID)
特殊帐户和，14



索引

98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系统和连接设备的安全 • 2014 年 9 月

用户过程
分配设备，53

用户帐户，9
参见 用户
显示登录状态，42，42

用于清除设备的脚本 见 设备清除脚本
远程登录

授权，24
阻止 root 访问，48
验证，24

Z
主机

可信主机，25
装入时随机化

地址空间布局，16
组件

设备分配机制，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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