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衣衛 AssetQuest

各模組功能詳細介紹
模組

子功能

功能詳細介紹

基本設定

基本參數設定與群組定義

授權管理

設定受控端不同管理權限，賦予部門主管權限，透過瀏覽器直接查詢該部門的資訊。

基本設定控管

資料庫備份
策略警示
上線狀態掃描
失聯與修補

本機磁碟機寫出記錄

文件記錄控管

本機磁碟機寫出備份

提供資料庫備份與警示功能，定期備份清除記錄。
警示包含非法安裝軟體、硬體異動、 軟體異動、電腦 IP 異動、MAC 異動、電腦名稱異動、
硬碟空間臨界、CPU/RAM 使用臨界。
可依 IP 或群組來做端點電腦的上線狀態掃描
偵測失聯電腦，提供連續失聯電腦名單，減少臨機處理之必要性；對更名電腦，網卡不變情形，
提供原電腦的資產繼承修補設定。
本機磁碟機存取檔案動作記錄。內容包括有電腦名稱、部門、使用者、
檔案寫入/寫出之動作(拷貝、搬移、更名、刪除)、路徑、檔名、大小、與時間。
本機磁碟機存取檔案備份記錄，提供電腦名稱、部門、使用者、檔案動作、路徑、檔名、
大小、時間與下載點。

檔案伺服器 存取共享記錄 檔案伺服器被存取動作(共享)紀錄。遠端電腦對檔案伺服器的共享動作記錄。
網芳分享記錄
網路磁碟分享記錄

網芳「共用資料夾」檔案分享使用記錄。
網路磁碟「共用資料夾」檔案分享使用記錄。

上網行為控管

檔案列印記錄

檔案列印記錄包含電腦名稱、部門、使用者、印表機、文件標題、日期、時間。

上網時間管理

對不同受控端設定上網時段，亦可設定即時禁止上網。

網頁黑白名單

過濾上網網址，管制方式可選擇允許執行或不允許執行網頁。

網頁瀏覽記錄

桌面行為控管

螢幕擷圖記錄

詳細記錄受控端電腦或使用者瀏覽網頁的網址、視窗列內容、時間範圍。
提供關鍵字觸發紀錄與瀏覽網頁排名。
設定某節時間範圍內，記錄受控端電腦的歷史螢幕畫面。記錄螢幕畫面，
可依執行程序觸發擷圖記錄功能。

即時通訊對話記錄

完整記錄即時通訊的對話時間、對話人與對話內容。

即時通訊傳檔管制

阻止透過即時通訊軟體傳遞文件。

軟體安裝管制

應用程式控管

綠色軟體管制

禁止受控端不明軟體的安裝，以免造成受控端中毒或被植入後門程式。
可管制免安裝的執行檔程式執行，避免受控端環境被濫用。
可依回報的被停用訊息，斟酌加入允許執行綠色軟體的名單中。

軟體使用管制

設定受控端不允許使用的軟體，禁止使用該軟體。

軟體使用記錄

詳細的受控端軟體使用記錄、使用時間量統計、各軟體使用所佔比率統計，關鍵字搜尋。

網路偵測控管

遠端開關機設定

提供開關機功能和紀錄管理，可以自訂排程，亦可匯出記錄。

事件檢視器設定

提供受控端事件檢視器 Warn/Error 紀錄，從整體角度，遠端分析狀況、排除故障原因。

硬碟臨界警示設定

對受控端提供主硬碟容量之警示 預做硬碟使用臨界時的防範措施。

網路使用開關設定

針對行動筆電，可依連線 On/Off 狀態，設定分享網芳與 FTP，套用不同連線狀態的政策。

網路使用記錄

受控端點的網路使用程式(FTP、Telnet)、目的位址 IP、Port、時間等資訊記錄。

資訊安全端點集中控管系統

模組

子功能
儲存裝置選鎖控管
藍芽裝置管制
可攜式裝置管制

功能詳細介紹
可選鎖控管光碟機 CD/DVD-RW、COM/LPT/USB/1394/紅外線連接埠、USB/1394/ PCMCIA 外接硬碟。
鎖 USB 時，不影響 USB 連接埠使用鍵盤、滑鼠、印表機等功能。
管制藍芽裝置無線資料傳輸。
管制可攜式裝置 MTP 媒體傳輸協議傳輸影音檔案，可禁止 Mobile Device 或相機連結電腦帶走資料。

儲存裝置控管

禁止設定變更

禁止變更電腦名稱與網路 IP 設定。

禁止網芳分享

禁止網芳分享印表機與分享目錄。

儲存裝置唯讀控管
裝置離線解鎖
無線網卡管制
裝置依帳號管理

可單向使用(唯讀)硬體儲存裝置(FDD、CD-RW、USB )。
提供解鎖包給特定受控端電腦離線解除裝置控管。
可製作遠端離線解鎖包，並在每次連線主控端後更新解鎖密碼。
管制透過無線網卡(Wi-Fi、3G、3.5G)或智慧型手機上網功能。
可選擇依 AD 帳號作安全控管管理。(相對於電腦名稱管理，必須擇一而執行)。

USB 使用識別管理

在系統防護環境內，識別認證公發 USB 隨身碟，並管制其他未經認證 USB 隨身碟。

USB 使用帳號管理

可透過帳號解鎖執行被管制的 USB 隨身碟功能。(相對於電腦 USB 隨身碟識別管理擇一而執行)。

USB 進階控管

USB 使用記錄管理

USB 複製內容備份
USB 檔案加密管理

詳細記錄每筆 USB 隨身碟使用的內容，包括檔案文件寫入/寫出之動作(拷貝、搬移、更名、刪除)、
路徑、檔名、大小、與時間。
詳細記錄每筆 USB 隨身碟檔案拷貝出的內容，備份檔案存在備份 FTP Server 內 。
USB 隨身碟拷貝檔案內容時 ，可依檔名關鍵字過濾才做備份。
針對拷貝到 USB 的檔案強制執行 256bitAES 加密，加密檔可由受控端程式自動解密。
自動收集軟硬體資訊，詳細記錄任何異動。可自行設定呈現異動訊息通知項目。

資產管理

管理者所做的受控端資產異動，可設定標記以示區別。

資產盤點控管

LINUX 機器能自行輸入硬體資料與匯入功能。
軟體版權管理
微軟漏洞修補管理
盤點管理

遠端遙控
廣播訊息

遠端維護控管

軟體派送

生命週期管理

電腦使用頻率

叫修登錄

提供軟體群組分類作為版權統計管理，提供軟體合法、非法授權比對統計，可進行個人與組織層級的
統計分析。提供超過版權數警示。
提供作業系統升級修補版本功能。不需受控端回應下，可在背景直接升級。
硬體資產自動比對標準資產，產生盤點記錄。可管理非資訊設備，提供週邊設備盤點管理。
亦提供更換後的網路卡或電腦名稱資料校正功能。
提供遠端監看與遠端操控功能，可主動連線遙控受控端電腦，亦可以詢問方式遠端連線，
即時操控或監看受控端電腦螢幕畫面，協助解決遠端問題。
可授權發訊端同時發送 POP UP 訊息給多受訊端，有常用通訊群組設定功能，可為無聲廣播系統。
提供主控端與受控端電腦軟體派送與移除功能，亦提供派送排程、訊息通知與記錄，
支援斷點續傳與背景安裝。
電腦硬體設備可進行生命週期管理，從採購庫存、撥發使用直到報廢。可記錄企業所採購的電腦資訊、
財產編號、採購日期、採購金額、保管人等相關資訊

提供電腦報廢及軟體停用管理功能。

受控端電腦的使用記錄，協助管理者了解電腦的使用頻率與排名統計。
提供線上維修申請與查詢功能，管理者可預估結案時間，並分派維修人員，歸類問題類別，
記錄與傳遞訊息，提供各類別的統計報表。

AssetQuest 適用對象
中大型 規模企業
企業規模組織層級較為複雜，欲引進一套高度彈性，能結合中央設定與主動控管電腦資源的
先進系統，且建立一套有效的導入機制與管理流程，以提高整體營運效益者。
政府機關與教育單位
當政府、學校正以企業化的經營精簡人力，提昇整體營運效率的同時，日蝕科技將協助各個
單位主管以最少資管人員建制，來完成電腦環境軟硬體管理的解決方案。
封閉服務型企業
配合嚴格控管的封閉型企業組織環境，如何針對嚴格定義的組織政令與使用者環境定義，提
供客戶組織環境具最高層級保護的管理。
跨國性企業
面臨國際化競爭、跨國性、跨區域性的分散型組織企業，如何快速而有效率管理企業知識庫
與生財系統環境，為跨國性企業急迫面對課題。本產品的主動控管與分散式群組權限管理等
特點，將能協助您提高組織人機資源最大利用率。

AssetQuest 系統環境
全網頁化管理介面，任意的終端電腦，皆可以經由瀏覽器來當作主控台，做即時設定、控制、
資訊收集與報表輸出管理。可依受控端群組部門做設定與控制。管理者完整操作紀錄報表，
可供稽查人員檢視控管設定記錄。
監控端支援作業系統 Windows 2000SP3 / 2003 / 2008SP2 / 2012 Server / 7 64Bit。
受控端支援作業系統 Windows 2000 / XP / 2003 / VISTA / 7 / 7e / 2008 / 2012。

資料庫支援 SQL 2000 / 2005 / 2008 or MSDE 2000 SP3 / SQL 2005(2008)Express。
提供受控端程式遠端大量部署與移除，可自動或手動安裝部署受控端程式，受控端程式版本
可自動偵測與更新派送。

日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clipse-tech Advanced Inc.
Tel：+886-4-2243-4700 Fax：+886-4-2243-4701

授權經銷商：

Web：www.eclipse-tech.net

Emai：sales@eclipse-tech.net
若無經銷商資訊，請與原廠(日蝕)洽詢。

日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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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

端點集中控
端點集中控管系統

對端點電腦作全面
全面而有效的內部防堵控管，包括
包括基本設定控
管、文件記錄控管、
文件記錄控管、上網行為控管、桌面行為控管
控管、應用程式
控管、網路偵測控管
控管、儲存裝置控管、USB 進階控管、資產盤
進階
點控管、遠端維護
維護控管，提供端點最有效的策略控
最有效的策略控管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