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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里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
如果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里云网站或阿里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
于自身的合法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阿里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
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
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文
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里云保留在没有
任何通知或者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阿里云授权通道中不时
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
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阿里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里云以产品及服务
的“现状”、“有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阿里云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操作指引，但阿里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
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
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错或经济损失的，阿里云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
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
承担责任（即使阿里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里云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讯、资料、网
站架构、网站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
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阿里云和/或其关
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
行或公开发表阿里云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任
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公布或复制阿里云的名称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里云”、“Aliyun”、“万网”等阿
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
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
方能够识别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里云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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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约定
格式格式 说明说明 样例样例

 危险危险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故
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危险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警告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设置> 网络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结果确认页面，单击确定确定。

Courier字体 命令或代码。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ipconfig [-all|-t ]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t ch {act iv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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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安全平台SASE（Secure Access Service Edge）是阿里云一站式办公安全管控平台，帮助企业快速构建
零信任内网访问和互联网访问的办公安全体系，并对企业的互联网办公行为进行管理与审计。本文介绍了办
公安全平台的使用流程。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授予办公安全平台访问云资源的权限。具体操作，请参见授权SASE访问云资源。

功能介绍功能介绍
办公安全平台主要提供如下功能：

内网访问内网访问

内网访问是基于软件定义边界SDP（Software Defined Perimeter）技术，打造SaaS化零信任网络访问功
能。在不需暴露公网地址和改造企业原有网络架构的情况下，内网访问可以指定应用，管控访问权限。

关于使用流程，请参见内网访问使用流程。

互联网访问互联网访问

互联网访问是基于阿里云全球威胁情报数据，为企业的互联网办公行为进行实时的安全防护、行为管理和
行为审计。在遵守网络安全法的前提下，互联网访问功能支持保存访问的日志。

关于使用流程，请参见互联网访问使用流程。

办公数据保护办公数据保护

办公数据保护是从数据下载、外发等方面，保障企业办公的商业数据不遭受非法泄露。办公安全平台提供
的办公数据保护包含如下功能：

敏感文件检测

外接设备管理

水印管理

日志分析日志分析

日志分析包含如下两个功能：

日志审计

日志审计功能帮助您实时审计您的网络流量，并为您对可疑流量进行相应的处理提供依据。

SLS日志

SLS日志功能帮助您采集、存储接入到办公安全平台的Web访问和攻击防护日志，并基于阿里云日志服
务，支持查询分析、统计图表、告警服务等功能，帮助您专注于分析，远离琐碎的查询和整理工作。

说明 说明 如果您需要以RAM用户使用办公安全平台，请先为RAM用户配置相关权限。具体操作，请参
见配置RAM权限。

内网访问使用流程内网访问使用流程

1.使用前必读1.使用前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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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详细说明

1 配置应用

办公安全平台的内网访问功能支持以下两种应用：

内网应用内网应用

当您需要为企业员工配置办公所需要的局域网应用时，可以使
用SASE提供的内网应用功能。企业员工安装SASE客户端，并通过身份
与安全策略校验，便可以访问对应的局域网应用或资源。

公网应用公网应用

当您需要为合作伙伴或承包商开放Web应用时，可以使用SASE提供的
公网应用功能。企业合作伙伴或承包商通过浏览器与身份校验，便可
以访问开放的Web应用。

2 （可选）配置可信终端
通过配置可信终端，您可以根据业务安全等级定制可信终端的检测标
准。

3
1. 配置IdP

2. 配置用户组

在创建零信任策略之前，您需要配置IdP和用户组。通过配置IdP，获取
企业目录结构。配置后，您可以按照企业目录结构批量下发安全策略。

例如，您可以根据企业员工的工种配置用户组，然后按照用户组创建零
信任策略，以便快速下发应用的访问控制策略。

说明 说明 配置IdP时，系统不会读取您的员工信息。

4 配置零信任策略
通过配置零信任策略，帮助您管控企业员工或者企业合作伙伴对应用或
资源的访问权限。当添加完应用或资源，您需要通过零信任策略对访问
企业应用或者资源的员工、终端设备进行检测和管控。

5 配置Web入侵防御
通过配置Web入侵防御，帮助您保障访问企业内部的Web应用流量是安
全可信的，并有效检测和防御内部员工或外部合作伙伴的恶意入侵行
为。

6
（可选）审计内网访问数
据

通过审计内网访问数据，实时了解企业员工或者合作伙伴的访问活动，
及时发现违规访问的安全风险。

互联网访问使用流程互联网访问使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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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详细说明

1
1. 配置IdP

2. 配置用户组

在配置策略之前，您需要配置IdP和用户组。通过配置IdP，获取企业目
录结构。配置后，您可以按照企业目录结构批量下发安全策略。

例如，您可以根据企业员工的工种配置用户组，然后按照用户组创建策
略，以便快速下发应用的访问控制策略。

说明 说明 配置IdP时，系统不会读取您的员工信息。

2 配置策略
配置并开启互联网访问策略后，如果检测到命中策略的事件，会即刻阻
断该访问流量。

3 配置威胁防护
通过配置威胁防护，对常见的互联网攻击行为进行威胁防护。您可以在
威胁防护页面查看威胁扫描结果，并集中处理告警事件。

4 管理上网行为
通过行为管理，实时了解企业员工或者合作伙伴的访问活动，及时发现
违规访问的安全风险。

说明 说明 当您需要对某个用户的网络访问行为默认是安全行为时，可以通过配置白名单实现。更多信
息，请参见配置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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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使用办公安全平台前，您需要先授予办公安全平台访问云资源的权限。本文介绍如何授权。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已开通办公安全平台。

您使用的是阿里云主账号或拥有创建和删除服务关联角色权限的RAM账号。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首次使用办公安全平台时，阿里云会自动创建办公安全平台的关联角色  AliyunServiceRoleForCsas ，授
权办公安全平台访问其他关联的阿里云服务。服务关联角色无需您手动创建或做任何修改。相关内容请参
见服务关联角色。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欢迎使用SASE欢迎使用SASE对话框，单击确认创建确认创建。

您开通办公安全平台后，首次登录控制台时，办公安全平台会提示您创建服务关联角色的流程。

当您单击确认创建确认创建后，阿里云将自动为您创建SASE的服务关联角色  AliyunServiceRoleForCsas 。您
可以在RAM控制台的RAM角色管理RAM角色管理页面查看阿里云为SASE自动创建的服务关联角色。只有创建服务关
联角色完成后，您的SASE实例才能访问IDaaS、SAG等云服务的资源。

办公安全平台办公安全平台关联角色介绍关联角色介绍
以下是办公安全平台关联角色的介绍：

角色名称：  AliyunServiceRoleForCsas 

权限策略名称：  AliyunServiceRolePolicyForCsas 

说明 说明 该权限策略为系统默认提供的策略，其策略名称和策略内容都不支持修改。

权限策略示例：

{
  "Version": "1",
  "Statement": [
    {
      "Action": [
        "ecs:DescribeInstances",
        "ecs:CreateSecurityGroup",
        "ecs:DeleteSecurityGroup",
        "ecs:AuthorizeSecurityGroup",
        "ecs:DescribeSecurityGroups",
        "ecs:DescribeSecurityGroupReferences",
        "ecs:ModifySecurityGroupPolicy",
        "ecs:ModifySecurityGroupRule",
        "ecs:ModifySecurityGroupEgressRule",
        "ecs:CreateNetworkInterface",
        "ecs:DeleteNetworkInterface",
        "ecs:DescribeNetworkInterfaces",
        "ecs:CreateNetworkInterfacePermission",

2.授权SASE访问云资源2.授权SASE访问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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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s:CreateNetworkInterfacePermission",
        "ecs:DescribeNetworkInterfacePermissions",
        "ecs:DeleteNetworkInterfacePermission",
        "ecs:AttachNetworkInterface",
        "ecs:DetachNetworkInterface",
        "ecs:RevokeSecurityGroup"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rds:DescribeDBInstances",
        "rds:DescribeSecurityGroupConfiguration",
        "rds:ModifySecurityGroupConfiguration",
        "rds:DescribeDBInstanceIPArrayList",
        "rds:ModifySecurityIps"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kvstore:DescribeInstances",
        "kvstore:DescribeGlobalDistributeCache",
        "kvstore:DescribeSecurityIps",
        "kvstore:ModifySecurityIps",
        "kvstore:DescribeSecurityGroupConfiguration",
        "kvstore:ModifySecurityGroupConfiguration"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dds:DescribeDBInstances",
        "dds:DescribeSecurityIps",
        "dds:ModifySecurityIps",
        "dds:DescribeSecurityGroupConfiguration",
        "dds:ModifySecurityGroupConfiguration"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polardb:DescribeDBClusters",
        "polardb:DescribeDBClusterAccessWhitelist",
        "polardb:ModifyDBClusterAccessWhitelist"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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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
        "vpc:DescribeVpcs",
        "vpc:DescribeVSwitches",
        "vpc:CreateVpc",
        "vpc:DeleteVpc",
        "vpc:CreateVSwitch",
        "vpc:DeleteVSwitch",
        "vpc:DescribeZones",
        "vpc:DescribePhysicalConnections",
        "vpc:DescribeVirtualBorderRouters",
        "vpc:DescribeVirtualBorderRoutersForPhysicalConnection",
        "vpc:DescribeVpnGateways",
        "vpc:DescribeVpnGateway",
        "vpc:DescribeCustomerGateways",
        "vpc:DescribeVpnConnections",
        "vpc:DescribeVpcAttribute",
        "vpc:DescribeRouteTables",
        "vpc:DescribeRouteTableList",
        "vpc:DescribeRouteEntryList"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cen:DescribeCens",
        "cen:DescribeCenAttachedChildInstances",
        "cen:DescribeCenAttachedChildInstanceAttribute",
        "cen:AttachCenChildInstance",
        "cen:DetachCenChildInstance",
        "cen:GrantInstanceToCen",
        "cen:RevokeInstanceFromCen"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smartag:CreateSmartAGTrafficService",
        "smartag:UpdateSmartAGTrafficService",
        "smartag:DeleteSmartAGTrafficSerivce",
        "smartag:ListSmartAGTrafficService",
        "smartag:DescribeSmartAccessGateways",
        "smartag:DescribeCloudConnectNetworks",
        "smartag:CreateCloudConnectNetwork",
        "smartag:ModifyCloudConnectNetwork",
        "smartag:DeleteCloudConnectNetwork",
        "smartag:CreateSmartAccessGatewaySoftware",
        "smartag:UpgradeSmartAccessGatewaySoftware",
        "smartag:DowngradeSmartAccessGatewaySoftware",
        "smartag:BindSmartAccessGateway",
        "smartag:UnbindSmartAccessGateway"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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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 "Allow"
    },
    {
      "Action": [
        "log:PostLogStoreLogs",
        "log:GetProject",
        "log:ListProject",
        "log:GetLogStore",
        "log:ListLogStores",
        "log:CreateLogStore",
        "log:CreateProject",
        "log:GetIndex",
        "log:CreateIndex",
        "log:UpdateIndex",
        "log:CreateDashboard",
        "log:ClearLogStoreStorage",
        "log:UpdateLogStore",
        "log:UpdateDashboard",
        "log:CreateSavedSearch",
        "log:UpdateSavedSearch",
        "log:DeleteLogStore",
        "log:DeleteSavedSearch",
        "log:GetSavedSearch",
        "log:ListSavedSearch",
        "log:DeleteDashboard",
        "log:GetDashboard",
        "log:ListDashboard"
      ],
      "Resource": "acs:log:*:*:project/csas-project-*",
      "Effect": "Allow"
    },
    {
      "Action": [
        "pvtz:DescribeZones",
        "pvtz:DescribeZoneInfo",
        "pvtz:DescribeZoneRecords"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Action": "ram:DeleteServiceLinkedRole",
      "Resource": "*",
      "Effect": "Allow",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ram:ServiceName": "csas.aliyuncs.com"
        }
      }
    }
  ]
}

相关问题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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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使用RAM用户无法自动创建SASE服务关联角色？

RAM用户需要拥有指定的权限，才能自动创建或删除服务关联角色。您需为RAM用户添加以下权限策略：

{
    "Statement": [
        {
            "Action": [
                "ram:CreateServiceLinkedRole"
            ],
            "Resource": "acs:ram:*:主账号ID:role/*",
            "Effect": "Allow",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ram:ServiceName": [
                        "csas.aliyuncs.com"
                    ]
                }
            }
        }
    ],
    "Version": "1"
}

说明 说明 详细操作步骤指导，请参见为RAM角色授权。

用户指南··授权SASE访问云资源 办公安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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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RAM用户（即子账号）需要获取对应的访问控制权限，才能使用SASE服务。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使用阿里云账号登录RAM控制台。

2. 在RAM控制台左侧导航栏，选择权限管理权限管理 >  > 权限策略权限策略。

3. 在权限策略权限策略页面，单击创建权限策略创建权限策略。

4. 在新建自定义权限策略新建自定义权限策略页面，设置自定义权限策略。输入策略的名称和选择脚本配置脚本配置模式。

关键配置项说明：

配置模式配置模式：选择脚本配置脚本配置。

策略内容策略内容：在策略内容输入框中粘贴以下脚本内容，表示授予RAM账户管理办公安全平台的权限：

{
  "Statement": [{
    "Effect": "Allow",
    "Action": "csas:*",
    "Resource": "*"
  }],
  "Version": "1"
}

5. 单击用户用户。

6. 在用户用户页面，单击添加权限添加权限，并添加步骤5中配置的自定义策略。

完成RAM权限配置后，企业运维人员可以使用该RAM用户账号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进行相关运维工
作。

3.配置RAM权限3.配置RAM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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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SASE终端用户访问指定VPC资源，可以通过网络配置功能使指定VPC资源与SASE终端用户的网络
互通。本文介绍了配置网络的具体操作。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如果您需要管理成员账号下的VPC资源，请先添加成员账号。添加完成后，配置网络页面显示当前管理账号
和已添加的成员账号下的所有VPC资源。如果您未添加任何成员账号，则配置网络页面下只显示当前管理账
号的VPC资源。更多内容，请参见多账号管理。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内网访问内网访问 >  > 网络配置网络配置。

3. 在网络配置网络配置页面的阿里云业务阿里云业务页签，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将指定实例（VPC实例或者CEN实例）
与SASE终端用户的网络打通或者关闭。

VPC实例（未关联CEN）

配置项 说明

实例ID/名称实例ID/名称 当前管理账号和已添加的成员账号下的所有VPC资源。

所属账号所属账号
VPC实例所归属的账号信息，可以是当前管理账号，也可以是成员账
号。

所属地域所属地域 VPC实例所在的地域信息。

内网网段内网网段 VPC实例的内网网段。

回源地址回源地址

指向源站服务器发起访问请求的SASE代理服务器的IP地址。

因为SASE使用代理模式访问源站服务器，如果您的源站服务器部署了安
全管控策略，则安全管控策略会将回源地址判断为可疑地址，从而拦截
由代理服务器转发到源站服务器的流量，导致您的网站或应用无法打
开。因此，您需要在源站服务器的安全管控策略中放行该回源地址。

说明 说明 修改回源地址会导致VPC实例与SASE的网络中断，持
续时长大约为1分钟。

4.内网访问4.内网访问
4.1. 配置网络4.1. 配置网络
4.1.1. 阿里云业务4.1.1. 阿里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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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打通网络打通

您可以将指定VPC实例与SASE终端用户的网络打通或者关闭，具体如
下：

网络打通

开启VPC实例的网络打通网络打通 开关，表示SASE终端用户能够访问VPC资
源。

网络关闭

关闭VPC实例的网络打通网络打通 开关，表示SASE终端用户不能访问VPC资
源。

配置项 说明

CEN实例

配置项 说明

CEN实例ID/名称CEN实例ID/名称 当前管理账号和已添加的成员账号下的所有CEN资源。

所属账号所属账号
CEN实例所归属的账号信息，可以是当前管理账号，也可以是成员账
号。

回源地址回源地址

SASE零信任网关与CEN回源的地址。

对于已关联CEN的VPC内的ECS资源会自动添加放行回源地址的安全组策
略。对于已在CEN关联的VBR、SAG等资源，如果已存在ACL策略，需要
对回源地址放行。

回源VPC回源VPC

回源地址所在的VPC。

回源VPC可以单独新建，也可以复用当前已存在的VPC。指定回源VPC
后，SASE服务会自动生成回源的IP地址。

网络打通网络打通

指定CEN实例与SASE终端用户的网络打通或者关闭，具体如下：

网络打通

开启CEN实例的网络打通网络打通 开关，表示SASE的零信任网关与CEN关联的
网络资源构建了回源链路，经过零信任策略校验过的访问流量，会被
零信任网关转发至访问的目的地址。

网络关闭

关闭CEN实例的网络打通网络打通 开关，表示取消了SASE的零信任网关与CEN
关联的网络资源构建的回源链路。

注意 注意 开启CEN实例的网络打通并选择回源VPC后，SASE回源
流量优先转发至CEN实例，单个VPC（关联了CEN）的网络打通配置
将不在生效。

选择回源VPC选择回源VPC
开启CEN实例网络打通网络打通 开关后才能选择回源VPC。按照CEN粒度开启回源
VPC后，已配置的VPC、VBR、SAG粒度的回源地址将会被释放。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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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完阿里云业务后，您需要再配置相关应用才能使用内网访问功能。详细信息，请参见配置应用。

当您的业务部署在非阿里云环境时（例如IDC、AWS、腾讯云等），可以通过SASE配置连接器功能连接组
网，实现使用SASE终端访问非阿里云环境的业务。本文介绍了配置连接器的具体操作。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如果您需要管理成员账号下的连接器资源，请先添加成员账号。添加完成后，配置连接器页面显示当前管理
账号和已添加的成员账号下的所有VBR、IPsec VPN、SAG资源。如果您未添加任何成员账号，则配置网络页
面下只显示当前管理账号的VBR、IPsec VPN、SAG资源。更多内容，请参见多账号管理。

应用场景应用场景
连接器包含本地连接器和阿里云网络通道，具体应用场景如下：

本地连接器本地连接器

适用于您的业务部署在非阿里云环境，通过SASE本地连接器功能，实现SASE终端用户访问部署在非阿里
云上的业务。具体步骤，请参见配置本地连接器。

阿里云网络通道阿里云网络通道

适用于您的业务部署在非阿里云环境，通过阿里云提供的网络服务（如SAG、专线、IPsecVPN等），实
现SASE终端用户访问部署在非阿里云上的业务。具体步骤，请参见配置阿里云网络通道。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本地连接器本地连接器：已开通SASE，并已安装SASE客户端。为了达到高可用目的，建议您一个本地连接器实例安装
并启动至少2个客户端。更多内容，请参见申请免费试用和账户设置。

配置本地连接器配置本地连接器
本地连接器安装部署配置要求：

虚拟机或服务器配置：

CPU：4核

内存：8 GB

磁盘：40 GB

操作系统：CentOS7版本及以上

网络配置：可以访问公网。如果存在防火墙配置，需要放行部署的服务器或虚拟机出方向443、 8000端
口。

规格限制：200 MB流量转发。

端口说明：请确保9000~9010未被占用。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内网访问内网访问 >  > 网络配置网络配置。

2. 在网络配置网络配置页面，单击非阿里云业务非阿里云业务。

3. 添加连接器并关联应用。

按照如下步骤，获取授权license授权license和inst ance_idinst ance_id值。最多支持添加5个连接器。

i. 在连接器列表连接器列表页签，单击添加connect or添加connect or。

4.1.2. 非阿里云业务4.1.2. 非阿里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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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添加connect or添加connect or对话框，根据实际业务配置相关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项 说明

地域地域
连接器的地域。为了您的网络稳定且高速，建议选择与您服务器距离最
近的地域。

名称名称 连接器的名称。

授权license授权license 允许添加本地连接器的版权许可。

关联应用关联应用

连接器关联的应用名称。

只有关联的应用才可以被SASE终端用户通过本地连接器访问。如果您
没有在添加connect or添加connect or对话框中为连接器关联应用，您可以通过连接
器的详情功能关联应用。

实例开关实例开关

实例的开关。

只有实例开关为开启开启 状态时，SASE终端用户才可以访问连接器关联的
应用。如果您没有在添加connect or添加connect or对话框开启实例开关，添加完成
后，可以在连接器列表中开启，或者在连接器详情详情 面板开启实例开
关。

升级时间升级时间 连接器自动升级的时间。建议您设置在业务不繁忙的时间段内。

iii. 单击确定确定。

4. 安装并部署连接器。

您可以单击操作操作列部署部署，在部署部署面板查看部署连接器的详细命令。

i. 以rootroot 用户登录部署的服务器或者虚拟机，执行如下命令下载连接器。

wget 'https://sase-app.oss-cn-hangzhou.aliyuncs.com/connector/install_connector.lat
est.sh' -O /tmp/install_connector.sh

ii. 执行如下命令修改权限。

chmod a+x /tmp/install_connector.sh

iii. 执行如下命令安装连接器。

sudo /tmp/install_connector.sh 1637100339440585 4C3D2495-560039C8-7266CC38-E00111E8
connector-143682282ee1017c

iv. 执行如下命令启动连接器。

systemctl start aliyun_sase_connector

v. 如果需要开启开机自启动开机自启动功能，执行如下命令。

systemctl enable aliyun_sase_conn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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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执行如下命令检查应用进程是否正常。

ps aux|grep sproxy_reverse_client

说明 说明 如果显示进程信息，表示进程正常运行。

您还可以根据业务需要，执行如下操作：

执行如下命令可以查看connector版本。

rpm -qa | grep t-csas-sproxy-reverse-client 

执行如下命令导出运行日志。

/opt/aliyun/csas/t-csas-sproxy-reverse-client/bin/export_log.sh

执行如下命令停止connector服务。

systemctl stop aliyun_sase_connector

配置阿里云网络通道配置阿里云网络通道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内网访问内网访问 >  > 网络配置网络配置。

2. 在网络配置网络配置页面，单击非阿里云业务非阿里云业务。

3. 在非阿里云业务非阿里云业务页面，单击其他其他页签，查看使用阿里云网络通道的实例信息。

4. 根据实际业务，配置回源VPC回源VPC和网络打通网络打通开关，实现使用SASE终端用户访问非阿里云环境的业务。

参数名称 说明

连接器类型连接器类型

SASE只能识别阿里云连接器。可识别的连接器类型如下：

VBRVBR

CCNCCN

VPN网关VPN网关

实例ID/名称实例ID/名称 不同类型的连接器（如VBR实例、VPN网关实例、CCN实例）实例ID。

所属账号所属账号
连接器所归属的账号信息，可是当前管理账号，也可以是添加的成员账
号。

网络通道网络通道

连接器使用的网络通道。具体如下：

专线专线

SAGSAG

IPsecVPNIPsecVPN

内网网段内网网段

您本地网络的内网网段。

当网络通道为SAGSAG和IPsecVPNIPsecVPN时，SASE可以获取到您本地网络的内网网
段，此时您无需做任何配置；当网络通道为专线专线 时，SASE无法自动获取您
本地网络的内网网段，此时需要您手动配置内网网段。配置时多个网段用
英文逗号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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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源地址回源地址

当您已经通过SAGSAG、IPsecVPNIPsecVPN和专线专线 将本地网络与阿里云云上网络连通
时，SASE可以通过已经与本地网络打通的VPC去回源访问本地网络，因此
将这种VPC称为回源地址。

当连接器类型为IPsecVPNIPsecVPN时，有且仅有一个VPC与本地网络连通，因此
回源地址不能修改；当连接器类型为VBRVBR或CCNCCN时，由于他们可以加入到
某个CEN中，因此理论上被加入的CEN内的所有VPC都可以与本地网络连
通。但是由于实际情况中您可能配置了特定的路由策略或者安全策略，因
此需要您手动配置可以访问本地网络的VPC。

网络打通网络打通

设置网络打通网络打通 开关，实现使用SASE终端用户访问非阿里云环境的业务。
具体如下：

网络打通

开启了连接器网络打通网络打通 开关，表示SASE终端用户能够访问您本地网络
环境资源。

网络关闭

关闭了连接器网络打通网络打通 开关，表示SASE终端用户不能访问您本地网络
环境资源。

参数名称 说明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配置完非阿里云业务后，您需要再配置相关应用才能使用内网访问功能。详细信息，请参见配置应用。

办公安全平台提供的应用管理功能，帮助您管理企业的应用或资源。本文介绍如何配置应用或资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根据您的使用场景不同，应用管理分为内网应用和公网应用，具体介绍如下：

内网应用内网应用：当您需要为企业员工配置办公所需要的局域网应用时，可以使用SASE提供的内网应用功能。
企业员工安装SASE客户端，并通过身份与安全策略校验，便可以访问对应的局域网应用或资源。

公网应用公网应用：当您需要为合作伙伴或承包商开放Web应用时，可以使用SASE提供的公网应用功能。企业合
作伙伴或承包商通过浏览器与身份校验，便可以访问开放的Web应用。

说明 说明 当您使用公网应用，并且协议类型为HTTPS时，请确保已绑定相应的证书。关于绑定证书
的具体操作，请参见上传证书。

配置内网应用配置内网应用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内网访问内网访问 >  >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3. （可选）在标签标签区域，单击添加添加，设置标签名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为应用添加自定义的标签，方便您对应用进行分类、搜索和管理。

4. 在内网应用内网应用页签中，单击添加应用添加应用。

支持手动配置和批量导入两种方式：

手动配置手动配置

4.2. 配置应用4.2. 配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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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配置手动配置

a. 在手动配置手动配置页签，根据如下表格说明设置基础配置参数。

配置项 说明

名称

内网应用的名称。

长度为2~100个字符，支持输入汉字、字母、数字、中划线（-）、
下划线（_）和半角句号（.）。

描述 内网应用的说明。

标签

应用的自定义标签，方便您对应用进行分类、搜索和管理。

您可以在内网应用内网应用 的标签标签 区域添加标签，或者单击添加自定义标添加自定义标
签签 添加标签。

访问控制

应用的访问权限。取值：

启用启用 ：表示应用处于可服务状态。

禁用禁用 ：表示应用处于不可服务状态。

用户指南··内网访问 办公安全平台

21 > 文档版本：20220704



b.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然后根据如下表格说明设置应用地址信息。

配置项 说明

应用地址应用地址
应用的内网访问地址。支持使用IP、IP段、域名和泛域名的方式定义
企业应用或资源。您可根据应用的实际情况，设置应用的多个内网访
问地址。

端口端口 应用使用的端口号或者端口段。

协议协议 应用的协议类型。取值：全部全部 、T CP协议T CP协议 、UDP协议UDP协议 。

c. 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导入批量导入

a. 在批量导入批量导入页签，单击模板下载模板下载。

b. 单击上传本地文件上传本地文件，上传已填写的模板文件。

说明 说明 支持XLS、XLSX文件，文件的上限为100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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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单击确定确定。

添加成功的内网应用会在应用列表中显示。

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执行如下操作：

查看入侵防御信息：当您配置的是企业内网网段的域名时，Web入侵防御功能会自动开启。您可以单

击入侵防御图标（ 或 ），跳转到Web入侵防御页面查看详细的入侵行为信息。更多内容，请

参见Web入侵防御。

编辑：单击详情详情，在详情详情面板，查看指定应用的信息，或者修改应用信息。

删除：单击删除删除，删除指定应用。

5. （可选）当您配置的是企业内网网段的域名时，您需要添加DNS地址进行域名解析。

i. 在内网应用内网应用页签中，单击DNS地址DNS地址。

ii. 在DNS地址对话框DNS地址对话框中，添加DNS服务器地址。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您最多可以添加2个DNS地址。

配置公网应用配置公网应用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内网访问内网访问 >  >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3. （可选）在标签标签区域，单击添加添加，设置标签名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为应用添加自定义的标签，方便您对应用进行分类、搜索和管理。

4. （可选）上传证书。

如果应用使用的是HTTPS协议，需要绑定对应证书。

i. 在公网应用公网应用页签，单击证书管理证书管理。

ii. 在证书管理证书管理面板，单击上传证书上传证书。

用户指南··内网访问 办公安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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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上传证书上传证书的对话框，输入您的证书名称证书名称、描述描述信息、证书文件证书文件及私钥文件私钥文件。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注意 注意 证书过期后，请及时在证书管理证书管理页签中上传更新的证书，以免公网应用无法访问。

5. 创建公网应用。

i. 在公网应用公网应用页签中，单击添加应用添加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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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请根据如下参数说明设置相关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项 说明

名称

添加的内网应用的名称。

长度为2~100个字符，支持输入汉字、字母、数字、中划线（-）、下
划线（_）和半角句号（.）。

描述 公网应用的说明。

状态

为应用设置访问权限。取值：

启用启用 ：表示应用处于可服务状态。

禁用禁用 ：表示应用处于不可服务状态。

标签

为应用添加自定义的标签，方便您对应用进行分类、搜索和管理。

您可以在内网应用内网应用 的标签标签 区域添加标签，或者单击添加自定义标签添加自定义标签 添
加标签。

应用地址

应用的域名、端口号及证书。

说明 说明 支持配置HTTP、HTTPS协议的应用。如果应用使用
的是HTTPS协议，需要导入对应证书。

源站地址 部署应用的源站IP地址。

源站端口 应用在源站服务器上使用的端口号。

当您需要修改应用的配置时，可以在内网应用内网应用页面，单击目标应用右侧操作操作列的详情详情，对已添加的应
用进行编辑。

添加公网应用后，SASE会为指定应用自动生成一条CNAME记录。您需要将CNAME地址添加到应用所在
的DNS解析服务。DNS解析配置完成后，访问Web应用的流量会到SASE边缘集群的安全网关上，由安全
网关对该访问流量进行安全校验。

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执行如下操作：

编辑：单击编辑编辑，在编辑应用编辑应用对话框，修改应用信息。

详情：单击详情详情，在详情详情面板，查看指定应用的信息。

删除：单击删除删除，删除指定应用。

查找：在搜索栏设置相关信息，查找指定应用。

用户指南··内网访问 办公安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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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添加应用后，您可以在零信任策略中选择相关应用，实现对企业员工访问指定应用的行为进行有效管控。具
体操作，请参见配置零信任策略。

零信任策略功能帮助您管控企业员工、企业合作伙伴对应用和资源的访问权限。当您添加完应用或资源，您
需要通过零信任策略对访问企业应用或者资源的员工、终端设备进行检测和管控。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添加需要管控的应用。更多信息，请参见配置应用。

已添加策略生效的用户组。更多信息，请参见添加用户组。

已配置可信终端属性。更多信息，请参见创建安全基线。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您可以创建多条策略，目前创建的策略数量不限制。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内网访问内网访问 >  > 零信任策略零信任策略。

3. 在零信任策略零信任策略页面，单击添加策略添加策略。

4. 在添加策略添加策略对话框，请根据如下参数说明设置基础信息。

配置项 说明

4.3. 配置零信任策略4.3. 配置零信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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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名称策略名称

添加零信任策略的名称。

长度为2~100个字符，支持输入汉字、字母、数字、中划线（-）和下划线
（_）。

描述描述 零信任策略的说明。

动作动作

为策略设置访问权限。取值：

允许访问允许访问 ：表示该条策略是允许用户或者终端访问指定应用。

禁止访问禁止访问 ：表示该条策略是拒绝用户或者终端访问指定应用。

配置项 说明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请根据如下参数说明选择应用。

配置项 说明

选择类型选择类型

选择可信终端访问的应用类型。取值：

内网应用内网应用

公网应用公网应用

选择应用选择应用

对企业员工访问指定的应用进行管控。取值：

标签标签 ：通过标签选择应用。

应用应用 ：直接选择应用。

6.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请根据如下参数说明设置生效范围。

用户指南··内网访问 办公安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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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策略生效的范围，即零信任策略针对指定的用户组和终端设备生效。SASE对命中策略的访问行为进
行相应的处理，即放行该访问或拦截该访问。

配置项 说明

用户组用户组 该策略对指定用户组中的所有用户组生效。

安全基线安全基线 该策略对指定的终端设备生效。

优先级优先级
设置策略的优先级。设置范围为1~5，最高优先级为1。在策略存在冲突的
情况下，优先级高的策略生效。

状态状态

为策略设置生效状态。取值：

启用启用

禁用禁用

7. 单击确定确定。

完成后，策略信息会显示在零信任策略列表中。

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如下操作：

编辑：单击详情详情，在详情详情面板，修改策略内容。

删除：单击删除删除，可删除指定策略。

查询：在页面上方设置条件信息，搜索指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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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操作相关操作
策略创建完成后，如果企业员工或者合作伙伴的访问行为命中该策略，您可以在内网审计内网审计查看具体的访问行
为记录。

Web入侵防御能够保障访问企业内部的Web应用流量是安全可信的，并有效检测和防御内部员工或外部合作
伙伴的恶意入侵行为（如SQL注入、XSS跨站、webshell上传、命令注入、后门隔离、常见应用漏洞攻击
等）。本文介绍了Web入侵防御的具体操作。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在内网应用中配置您企业的内网网站域名。具体步骤，请参见配置内网应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树，选择内网访问内网访问 >  > Web入侵防御Web入侵防御。

如果您需要了解规则ID规则ID，请单击查看防护规则查看防护规则展开防护规则防护规则面板查看相关信息。

3. 在Web入侵防御Web入侵防御页面上方的下拉框中，选择您已添加的内网应用。

4. 在防护引擎防护引擎区域，开启防护开关，并设置拦截模式。

您需要根据业务需要，选择拦截或者观察模式。

5. 设置查询的时间，选择异常用户异常用户、规则ID规则ID或者WAF请求IDWAF请求ID，查询符合条件的入侵行为信息。

主要包含入侵行为的攻击时间攻击时间、攻击URL攻击URL、请求方法请求方法，触发的规则类型规则类型、规则ID规则ID等。

6. 在入侵行为列表中，单击右侧操作列的详情详情展开详情详情面板，查看入侵行为的详细信息。

主要包含入侵行为命中的规则ID规则ID、规则名称规则名称和规则描述规则描述以及攻击的IP攻击的IP、请求ID请求ID等。

4.4. Web入侵防御4.4. Web入侵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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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办公安全平台（SASE）提供行为管理功能，可记录最近6个月内（公测版本仅支持7天内）触发管控策略的
上网行为。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配置并开启互联网访问策略后，SASE如果检测到命中策略的事件，会即刻阻断该访问流量，并将该阻断行为
记录在行为管理行为管理列表中。

通过对企业员工访问的应用类型进行检测，识别企业员工是否存在访问不合规应用的行为。详细内容，请参
见创建策略。

支持检测的应用管控类型包括：即时通讯、HTTP下载、远程控制、文件共享等。

应用管控应用管控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互联网访问互联网访问 >  > 行为管理行为管理。

3. 在行为管理行为管理的应用管控应用管控页签，可查看企业员工的访问行为。

配置项 说明

用户名用户名 企业员工的用户名。

部门部门 企业员工所属部门。

应用名称应用名称

SASE检测到企业员工访问的互联网应用类型。

支持检测的应用管控类型包括：即时通讯、HTTP下载、远程控制、文件共
享等。

5.互联网访问5.互联网访问

5.1. 行为管理5.1. 行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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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策略生效策略
该网络访问活动命中的策略。

有关策略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策略管理。

访问控制访问控制

对该网络访问活动执行的操作，包括：

拦截拦截 ：阻断该网络访问活动。

记录记录 ：不阻断、仅记录该网络活动。

更新时间更新时间 最近一次检测到该网络访问行为的时间。

配置项 说明

4. 单击右侧操作列的查看详情查看详情，查看该命中管控策略的网络活动的详细信息。

5. 单击下一条下一条，查看该用户的所有网络访问行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您可以对互联网访问行为配置威胁防护。详细信息，请参见配置威胁防护。

办公安全平台支持对常见的互联网攻击行为进行威胁防护，您可以在威胁防护页面查看威胁扫描结果，并集
中处理告警事件。本文介绍了威胁防护的具体操作。

步骤一：配置防护信息步骤一：配置防护信息
威胁防护功能基于常见的攻击类型，内置了41种攻击类型。您可以在防护配置页面查看提供的攻击类型，如
果这些攻击类型未覆盖您的业务需求，您可以自定义攻击类型。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5.2. 配置威胁防护5.2. 配置威胁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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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互联网访问互联网访问 >  > 威胁防护威胁防护。

3. 在威胁防护威胁防护页面，单击右上角防护配置防护配置。

4. 在展开的防护配置防护配置面板，配置如下信息。

配置防护方式：

阻断阻断：如果您的数据被攻击时，执行阻断操作。

只审计只审计：如果您的数据被攻击时，威胁防护只进行审计操作，不会对攻击行为进行阻断。

配置攻击类型：

威胁防护功能基于常见的攻击类型，在阿里云威胁情报阿里云威胁情报页签内置了41种攻击类型，如果这些攻击类
型未覆盖您的业务，您可以在自定义自定义页签新增攻击类型。具体操作如下：

a. 在自定义自定义页签，单击自定义导入自定义导入。

b. 在自定义导入自定义导入对话框，配置攻击类型攻击类型、危险等级危险等级、描述描述和上传文件上传文件。

说明 说明 支持上传的用户列表的扩展名为XLS和XLSX，文件最大不超过10 MB，一次性可
导入IP与域名总长度不超过65535个字符。

c. 单击确定确定。

步骤二：查看威胁防护统计数据步骤二：查看威胁防护统计数据
在威胁防护页面，查看威胁防护统计数据，帮助您了解互联网访问的风险趋势并针对性地管控访问行为。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互联网访问互联网访问 >  > 威胁防护威胁防护。

3. 在威胁防护威胁防护页面，查看威胁防护统计的数据。

您可以通过策略管理功能创建或修改互联网访问策略。完成策略配置后，策略中的安全规则会下发到对应的
SASE App，策略开启后即刻生效。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IdP设置。详细信息，请参见配置单身份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配置并开启互联网访问策略后，SASE如果检测到命中策略的事件，会即刻阻断该访问流量。结合互联网行为
管理，帮助您及时发现和定位访问非法或不合规应用（如网路游戏、P2P等）的行为。

您可以单击页面上查看应用库查看应用库查看支持的所有应用。

创建策略创建策略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互联网访问互联网访问 >  > 策略策略。

3. 在应用管控应用管控页面，单击创建策略创建策略，完成策略配置。

5.3. 策略管理5.3. 策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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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设置策略的基础信息。

配置项 说明

策略名称策略名称
策略的名称。

支持输入小写字母、数字、短划线（-）、长度不超过32个字符。

动作动作

为策略制定动作。取值：

阻断阻断 ：SASE会自动阻断命中该策略的访问流量。

观察观察 ：SASE先不阻断命中该策略的访问流量，而是对该访问流量保
持观察状态。

有效时间有效时间

策略的生效时间范围。取值：

始终有效始终有效 ：策略始终生效。

每周工作日每周工作日 ：仅在工作日（即周一~周五）生效，支持自定义时间
段。

策略状态策略状态

设置策略的状态。取值：

开启开启 ：根据该策略检测访问流量。

关闭关闭 ：策略关闭状态，不生效。

完成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办公安全平台 用户指南··互联网访问

> 文档版本：20220704 34



ii. 选择使用策略的应用。

单击左侧应用类型列表，选择需要SASE检测的网站应用类型，然后单击 图标，添加应用类型。

完成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iii. 设置策略生效的用户范围。

4. 单击完成完成。

完成后，该策略会自动添加到应用管控列表中。

用户指南··互联网访问 办公安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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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执行如下操作：

状态：在策略状态列，可修改策略的状态，支持多个策略同时开启。

编辑：单击编辑编辑，在编辑策略编辑策略对话框，修改策略。

复制：单击复制复制，可以复制目标策略的配置信息，您只需要重新设置策略名称即可。

删除：单击删除删除，删除指定策略。

查找：在搜索栏输入策略名称，查找指定策略信息。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配置并开启互联网访问策略后，SASE如果检测到命中策略的事件，会即刻阻断该访问流量，并将该阻断行为
记录在行为管理行为管理列表中。详细内容请参见行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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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数据保护功能可以帮助您检测敏感文件，保障您的办公数据安全。本文介绍了检测敏感文件的详细步
骤。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添加用户及用户组。更多信息，请参见配置单身份源、设置用户组。

步骤一：配置检测策略步骤一：配置检测策略
在使用敏感文件检测功能之前，您需要先根据实际业务配置检测策略。配置完成后，办公数据保护功能会根
据您的配置检测办公文件。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办公数据保护办公数据保护 >  > 敏感文件检测敏感文件检测。

3. 在敏感文件检测敏感文件检测页面，单击检测策略检测策略。

4. 配置字典。

i. 在检测策略检测策略页签，单击字典管理字典管理。

办公数据保护功能为您内置了常见的敏感字典类型（例如密钥敏感信息、个人敏感信息），如果这
些字典类型未覆盖您的业务，您可以创建新的字典类型。

ii. 在展开的字典管理字典管理面板，单击创建字典创建字典。

iii. 在创建字典创建字典对话框，配置字典名称、自定义关键词等信息。

字典名称字典名称：支持长度为2~32个字符，包含汉字、字母、数字、短划线（-）和下划线（_）。

自定义关键词自定义关键词：支持配置多个条件（包含或者不包含），配置的多个条件为&&（与）关系。

iv. 单击确定确定。

5. 配置引擎。

i. 在检测策略检测策略页签，单击引擎管理引擎管理。

ii. 在展开的引擎管理引擎管理面板，单击创建引擎创建引擎。

iii. 在创建引擎创建引擎对话框，配置引擎名称、表达式。

引擎名称引擎名称：支持长度为2~32个字符，包含汉字、字母、数字、短划线（-）和下划线（_）。

表达式表达式：最多可配置5个子条件（仅支持包含），设置表达式的字典、条件和个数。

例如设置的表达式为电话号码大于等于5电话号码大于等于5，表示检测文件中，如果电话号码出现5次及以上，那
么该文件即为敏感文件。

iv. 单击确定确定。

6. 创建策略。

i. 在检测策略检测策略页签，单击创建策略创建策略。

ii. 展开创建策略创建策略面板，配置策略基本信息、策略引擎以及身份属性。

6.办公数据保护6.办公数据保护
6.1. 检测敏感文件6.1. 检测敏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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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说明

策略名称 策略的名称。

策略描述 策略的补充说明。

类型

策略类型。取值：

核心代码检测核心代码检测

敏感信息检测敏感信息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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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信息

动作 默认为只审计只审计 ，暂时不支持修改。

源文件保留 默认为是是 ，暂时不支持修改。

状态

设置策略的状态。取值：

开启：根据该策略检测文件。

关闭：策略关闭状态，不生效。

引擎配置

引擎 说明 说明 当策略类型策略类型 选择敏感信息检敏感信息检
测测 时，您可以设置引擎信息。

外发通道

设置检测文件的外发通道。

说明 说明 办公数据保护功能内置了外发通
道，如果现有数据跟您的业务有出入，您可以
自定义。

数据类型

设置检测文件的数据类型。

说明 说明 办公数据保护功能内置了数据类
型，如果现有数据跟您的业务有出入，您可以
自定义。

属性配置 身份属性 支持用户或者用户组。

配置项 说明

iii. 单击确定确定。

完成后，配置的策略会显示在检测策略检测策略页签。

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如下配置：

详情：单击详情详情，在详情详情面板可查看策略的详细信息，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修改配置的信息。

删除：单击删除删除，删除指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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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在搜索栏输入策略名称，查找指定策略信息。

步骤二：查看敏感文件检测结果步骤二：查看敏感文件检测结果
配置完成后，办公数据保护功能会根据您的配置检测办公文件，并根据检测结果为您分析最近7天的数据，
例如文件类型占比、外发途径占比（Top 5）、外发数量（Top 5）、部分外发数量（Top 5）、敏感文件外
发数量趋势图以及检测数据列表。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办公数据保护办公数据保护 >  > 敏感文件检测敏感文件检测。

3. 在敏感文件发现敏感文件发现页签，查看检测的数据统计信息。

4. 单击指定文件右侧操作列的详情详情，查看该敏感文件的具体信息。

包含用户信息、敏感文件信息、命中策略、办公终端的信息以及外发途径信息。

办公数据保护功能可以帮助您检测外接的设备，保障您的办公数据安全。本文介绍了管理外接设备的具体步
骤。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添加用户及用户组。更多信息，请参见配置单身份源、设置用户组。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办公数据保护办公数据保护 >  > 外设管理外设管理。

3. 在外设管理外设管理页面，单击创建策略创建策略。

4. 在创建策略创建策略对话框，参考下表信息，配置相关数据。

6.2. 管理外接设备6.2. 管理外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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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说明

策略名称

策略的名称。

支持长度为2~32个字符，包含汉字、字母、数字、短划线（-）和下划线
（_）。

策略描述 策略的说明信息。

状态
策略状态：开启或者关闭。

策略只有在开启状态才能生效。

优先级
策略的优先级。

取值范围：1~3，其中优先级最高为1，优先级最低为3。

外接设备 策略管控的外接设备（例如便携设备、打印机、无线网卡）。

设备端口 策略管控的设备端口（例如蓝牙）。

生效用户 策略管控的用户或者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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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确定确定。

创建完成后，您创建的策略信息在策略列表中显示。办公数据保护功能会根据您的配置，管控外接设
备。

您还可以根据业务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调整策略优先级

单击 图标，调整策略优先级。

调整策略开关

调整策略开启或者关闭状态。

查看或者修改策略

单击详情详情，查看或者修改策略的配置信息。

删除策略

单击删除删除，删除策略内容。策略删除后不可以恢复，请谨慎操作。

办公数据保护功能可以帮助您检测屏幕水印和打印水印，保障您的办公数据安全。本文介绍了管理水印的详
细步骤。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添加用户及用户组。更多信息，请参见配置单身份源、设置用户组。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办公数据保护办公数据保护 >  > 水印管理水印管理。

3. 在水印管理水印管理页面，单击创建策略创建策略。

4. 在创建策略创建策略对话框，参考下表信息，配置相关数据。

配置项 说明

基本信息

策略名称

策略的名称。

支持长度为2~32个字符，包含汉字、字母、数字、短划线（-）和
下划线（_）。

策略描述 策略的说明信息。

状态
策略状态：开启或者关闭。

策略只有在开启状态才能生效。

6.3. 管理水印6.3. 管理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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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级
策略的优先级。

取值范围：1~3，其中优先级最高为1，优先级最低为3。

水印配置

屏幕水印

屏幕水印的配置信息。

开启屏幕水印后（状态为开启开启 ），自动展开屏幕水印的配置信息
（例如水印触发方式、进程触发列表、水印形态、水印内容），根
据业务需要进行配置。

打印水印

打印水印的配置信息。

开启打印水印后（状态为开启开启 ），自动展开打印水印的配置信息
（例如水印形态、水印内容），根据业务需要进行配置。

生效用户

以上配置生效的用户或者用户组。

如果您同时开启了屏幕水印和打印水印，那么屏幕水印和打印水印
对配置的用户或者用户组均生效。

配置项 说明

5. 单击确定确定。

创建完成后，您创建的策略信息在策略列表中显示。办公数据保护功能会根据您的配置，管控屏幕水印
和打印水印。

您还可以根据业务需要，执行如下操作：

调整策略优先级

单击 图标，调整策略优先级。

调整策略开关

调整策略开启或者关闭状态。

查看或者修改策略

单击详情详情，查看或者修改策略的配置信息。

删除策略

单击删除删除，删除策略内容。策略删除后不可以恢复，请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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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1. 

SASE通过动态身份验证的方式来标识客户端用户身份。通过设置身份源，您可以将企业的身份源服务器与
SASE服务连通。SASE为您提供单身份源和多身份源功能，如果您的业务只涉及一种身份源，您可以根据本
文的介绍，配置对应的单身份源信息。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SASE以身份驱动下发安全策略，所以在使用SASE之前，您需要完成与企业的身份管理服务对接。完成身份
对接后，管理员可以按照企业组织架构下发安全管控策略。企业用户可使用与企业身份一致的账号体系登
录SASE客户端办公。

通过添加身份源配置，您可以将企业内部身份信息导入到SASE，便于后续设置相关策略。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目前只支持在同一时段开启一个身份源。如果当前存在已启用的身份源，您需要先禁用已启用的身份源，然
后再启用您需要的身份源。

功能入口功能入口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身份管理身份管理 >  > 身份源管理身份源管理，然后单击添加身份源添加身份源，在单身份单身份
源源页签进行如下配置。

配置LDAP单身份源配置LDAP单身份源
教程介绍，请参见通过办公安全平台保障LDAP用户安全访问。

1. 在LDAPLDAP页签，设置LDAP身份源的服务配置。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配置项 说明

身份源配置状态身份源配置状态

请根据需要启用或者禁用身份源。取值：

已启用已启用 ：如果您当前没有启用的身份源，您可以直接开启创建的身份
源。如果您当前存在已启用的身份源，您需要在身份证管理身份证管理 页面先禁
用其他身份源，然后再开启您新创建的身份源。

已禁用已禁用 ：您可以先禁用新创建的身份源，稍后启用。

类型选择类型选择

支持的目录类型。取值：

Windows ADWindows AD：Windows的目录服务。

OpenLDAPOpenLDAP：轻型目录访问协议。

7.身份管理7.身份管理

7.1. 配置单身份源7.1. 配置单身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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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名称配置名称

AD或者LDAP的名称信息，用户自定义。

长度为2~100个字符，支持输入汉字与字母、数字、短划线（-）和下划线
（_）。

描述描述

该配置的描述信息。

该描述会作为登录标题显示在SASE客户端界面，方便您登录时知晓身份源
信息。

服务器地址服务器地址 AD或者LDAP服务器地址。

服务器端口号服务器端口号 AD或者LDAP服务器的端口号。

使用SSL连接方式使用SSL连接方式

AD或者LDAP服务器是否开启SSL连接。取值：

是是 ：开启SSL连接后，您在AD或者LDAP服务器上的数据会进行加密传
输，保证您的数据安全。

否否 ：表示不开启SSL连接。

Base DNBase DN

要认证用户的Base DN。当您设置该值后，SASE会认证该节点下所有账户
的信息。被认证的账户信息可以登录SASE App。该字段的长度为2~100个
字符。

说明 说明 如果要认证用户与组不在LDAP的同一节点下，那您需要
设置高级配置高级配置 中的用户Base DN用户Base DN和组Base DN组Base DN。

部门结构同步部门结构同步

输入管理员DN和管理员密码，用于从身份源中获取企业目录结构列表。

说明 说明 配置后您可以按照企业目录结构列表批量下发安全策
略。在下发安全策略时，系统不会读取您的员工信息。

配置项 说明

2. 设置属性配置，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设置属性字段及过滤器，以便您后续管控不同分组下企业用户的访问权限。

配置项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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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用户名属性登录用户名属性

设置登录用户名属性字段，用于统一同一企业用户登录时用户名的形式，
您需要在企业内部定义该字段。

您可以选择LDAP默认的表示用户名属性的字段（包
含cncn、namename、givenNamegivenName、displayNamedisplayName、userPrincipalNameuserPrincipalName
、sAMAccount NamesAMAccount Name），也可以输入LDAP定义的其他字段，用来表
示登录用户名属性登录用户名属性 。

说明 说明 userPrincipalNameuserPrincipalName是有域后缀，当您选
择userPrincipalNameuserPrincipalName作为登录用户名属性登录用户名属性 时，登录时一定要填
写对应的域后缀。例如：user1@aliyundoc.com。

展示用户名属性展示用户名属性

设置展示用户名属性字段，用于统一同一企业用户在终端设备上展示的用
户名形式，您需要在企业内部定义该字段。展示用户名即账户名称。

您可以选择LDAP默认的表示用户名属性的字段（包
含cncn、namename、givenNamegivenName、displayNamedisplayName、userPrincipalNameuserPrincipalName
、sAMAccount NamesAMAccount Name）），也可以输入LDAP定义的其他字段，用来表
示展示用户名属性展示用户名属性 。

组名称属性组名称属性

设置组名称属性字段，用于统一同一企业中组名称的形式，您需要在企业
内部统一定义该字段。

您可以选择LDAP默认的表示用户名属性的字段（包
含cncn、namename、sAMAccount NamesAMAccount Name），也可以输入LDAP定义的其他字
段，用来表示组名称属性组名称属性 。

组映射属性组映射属性

设置组映射属性字段，用于定义企业用户所归属的组关系。默认
值：memberOfmemberOf 。

说明 说明 该字段非必选，如果您填写时，请与您在LDAP中设置
的组映射属性组映射属性 一致。

组过滤器组过滤器

添加组过滤表达式，用于过滤不同分组的企业用户，以便您后续管控不同
分组下企业用户的访问权限。

LDAP常见的过滤器表示方式举例：

(&(objectClass=organizationalUnit)(objectClass=organization))：
表示搜索objectClass等于organizationalUnit和objectClass等于
organization，即两个属性都满足的所有组。

(|(objectClass=organizationalUnit)(objectClass=organization))：表
示搜索objectClass等于organizationalUnit或object等于
organization，即两个属性满足其中一个的组。

(!(objectClass=organizationalUnit))：表示搜索objectClass不等于
organizationalUnit的组。

关于LDAP的具体匹配规则，请参见LDAP官方文档LDAP Filters。

配置项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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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过滤器用户过滤器

您可以添加过滤表达式，用于过滤某一个或者某一类用户。

LDAP常见的过滤器表示方式举例：

(&(objectClass=person)(objectClass=user)) ：表示搜索objectClass
等于person和objectClass等于user，即两个属性都满足的所有企业用
户。

(|(objectClass=person)(objectClass=user)) ：表示搜索objectClass
等于person或object等于user，即两个属性满足其中一个的所有企业用
户。

(!(objectClass=person))：表示搜索objectClass不等于person的所有
企业用户。

关于LDAP的具体匹配规则，请参见LDAP官方文档LDAP Filters。

邮箱属性邮箱属性

设置表示邮箱的字段。

注意 注意 LDAP中默认的标识邮箱的字段为emailemail，填写时需要与
您在LDAP中设置的邮箱属性邮箱属性 字段一致。

手机号属性手机号属性

设置标识手机号的字段。

注意 注意 LDAP中默认的标识手机号的字段
为t elephoneNumbert elephoneNumber，填写时需要与您在LDAP中设置的手机号属手机号属
性性 字段一致。

配置项 说明

3. 设置双因素认证，然后单击登录测试登录测试。

配置项 说明

电脑设备登录方式电脑设备登录方式

目前只支持账号密码登录账号密码登录 。您可以开启电脑设备双因素认证电脑设备双因素认证 ，取值：

短信验证码认证短信验证码认证 ：开启短信验证码验证短信验证码验证 ，需确保配置的身份源中每个
用户都已录入手机号。

OT P验证码认证OT P验证码认证 ：开启OT P验证码验证OT P验证码验证 ，需确保OTP客户端时钟同步
正常。

目前支持Google Authenticator、Microsoft Authenticator、阿里云
App等常见OTP客户端。

移动设备登录方式移动设备登录方式

目前只支持账号密码登录账号密码登录 。您可以开启移动设备双因素认证移动设备双因素认证 ，取值：

短信验证码认证短信验证码认证 ：开启短信验证码验证短信验证码验证 ，需确保配置的身份源中每个
用户都已录入手机号。

OT P验证码认证OT P验证码认证 ：开启OT P验证码验证OT P验证码验证 ，需确保OTP客户端时钟同步
正常。

目前支持Google Authenticator、Microsoft Authenticator、阿里云
App等常见OTP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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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如果您配置的数据有误，SASE会提示您对应的问题。当测试连接后，提示连接LDAP服连接LDAP服
务器失败，请联系管理员务器失败，请联系管理员，您需要排查服务器地址、端口号是否填写正确，以及服务器网络是否
正常。

4.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认确认。

配置钉钉单身份源配置钉钉单身份源
教程介绍，请参见通过办公安全平台保障钉钉用户安全访问。

1. 在钉钉钉钉页签，设置钉钉身份源，然后单击连接测试连接测试。

建立钉钉和SASE服务的通信连接。

配置项 说明

配置名称配置名称

钉钉的名称信息。

长度为2~100个字符，支持输入汉字与字母、数字、短划线（-）和下划线
（_）。

描述描述

该配置的描述信息。

该描述会作为登录标题显示在SASE客户端界面，方便您登录时知晓身份源
信息。

钉钉配置钉钉配置

CorpIdCorpId：企业在钉钉中的标识，每个企业拥有唯一的CorpId。

CorpID从钉钉开放平台上首页获取。

AppKeyAppKey：钉钉开放平台中创建应用的AppKey。

AppKey从钉钉开放平台上目标应用的基础信息基础信息 页面获取。

AppSecretAppSecret ：钉钉开放平台中创建应用的AppKey。

AppSecret从钉钉开放平台上目标应用的基础信息基础信息 页面获取。

组织架构同步组织架构同步

全部部门全部部门

部分部门部分部门

如果选择部分部门部分部门 ，需要设置部门的ID。支持添加多个部门。

应用首页地址应用首页地址
固定值：ht t ps://login.aliyuncsas.com/ui/dingAut h/ht t ps://login.aliyuncsas.com/ui/dingAut h/。

该值用于在钉钉开放平台设置应用首页地址。

回调域名回调域名
固定值：ht t ps://login.aliyuncsas.com/open-dev/dingt alkht t ps://login.aliyuncsas.com/open-dev/dingt alk。

该值用于在钉钉开放平台设置回调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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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源配置状态身份源配置状态

请根据需要设置配置状态。取值：

已启用已启用 ：如果您当前没有启用的身份源，您可以直接开启创建的身份
源。如果您当前存在已启用的身份源，您需要在身份证管理身份证管理 页面先禁
用其他身份源，然后再开启您新创建的身份源。

已禁用已禁用 ：您可以先禁用新创建的身份源，稍后启用。

配置项 说明

如果提示连接失败连接失败，请检查服务器地址和服务器端口等信息是否填写错误。

2. 连接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企业微信单身份源配置企业微信单身份源
教程介绍，请参见通过办公安全平台保障企业微信用户安全访问。

1. 在企业微信企业微信页签，参考下表设置企业微信身份源。然后单击连接测试连接测试。

配置项 说明

配置名称配置名称

企业微信身份源的名称信息。

长度为2~100个字符，支持输入汉字与字母、数字、短划线（-）和下划线
（_）。

描述描述

该配置的描述信息。

该描述会作为登录标题显示在SASE客户端界面，方便您登录时知晓身份源
信息。

身份源配置状态身份源配置状态

请根据需要设置配置状态。取值：

已启用已启用 ：如果您当前没有启用的身份源，您可以直接开启创建的身份
源。如果您当前存在已启用的身份源，您需要在身份证管理身份证管理 页面先禁
用其他身份源，然后再开启您新创建的身份源。

已禁用已禁用 ：您可以先禁用新创建的身份源，稍后启用。

企业ID企业ID 企业微信上设置的企业ID。

Agent IDAgent ID 企业微信上创建的应用ID。

SecretSecret 企业微信上创建的应用密码。

授权回调域授权回调域
固定值：login.aliyuncsas.comlogin.aliyuncsas.com。

该值用于在企业微信平台授权Web网页登录时设置的授权回调域。

如果提示连接失败连接失败，请检查相关信息是否填写错误。

2. 连接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飞书单身份源配置飞书单身份源
教程介绍，请参见通过办公安全平台保障飞书用户安全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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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飞书飞书页签，参考下表设置飞书身份源。然后单击连接测试连接测试。

配置项 说明

配置名称配置名称

飞书身份源的名称信息。

长度为2~100个字符，支持输入汉字与字母、数字、短划线（-）和下划线
（_）。

描述描述

该配置的描述信息。

该描述会作为登录标题显示在SASE客户端界面，方便您登录时知晓身份源
信息。

身份源配置状态身份源配置状态

请根据需要设置配置状态。取值：

已启用已启用 ：如果您当前没有启用的身份源，您可以直接开启创建的身份
源。如果您当前存在已启用的身份源，您需要在身份证管理身份证管理 页面先禁
用其他身份源，然后再开启您新创建的身份源。

已禁用已禁用 ：您可以先禁用新创建的身份源，稍后启用。

App IDApp ID 飞书平台自建应用的应用ID。

App SecretApp Secret 飞书平台自建应用的密码。

重定向URL重定向URL
固定值：ht t ps://login.aliyuncsas.com/open-dev/f eishuht t ps://login.aliyuncsas.com/open-dev/f eishu。

该值用于在飞书开放平台配置重定向URL。

如果提示连接失败连接失败，请检查相关信息是否填写错误。

2. 连接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IDaaS单身份源配置IDaaS单身份源
教程介绍，请参见通过办公安全平台保障IDaaS用户安全访问。

在IDaaSIDaaS页签，设置IDaaS身份源。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项 说明

身份源配置状态身份源配置状态

请根据需要设置配置状态。取值：

已启用已启用 ：如果您当前没有启用的身份源，您可以直接开启创建的身份源。
如果您当前存在已启用的身份源，您需要在身份证管理身份证管理 页面先禁用其他身
份源，然后再开启您新创建的身份源。

已禁用已禁用 ：您可以先禁用新创建的身份源，稍后启用。

配置名称配置名称

IDaaS配置的名称。

长度为2~100个字符，支持输入汉字与字母、数字、短划线（-）和下划线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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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描述

该配置的描述信息。

该描述会作为登录标题显示在SASE客户端界面，方便您登录时知晓身份源信
息。

SP Ent it y IDSP Ent it y ID
业务系统实体ID。固定值：ht t ps://saml-ht t ps://saml-
csas.aliyuncs.com/saml/met adat acsas.aliyuncs.com/saml/met adat a。

SP ACS URLSP ACS URL
业务系统接收SAML请求的地址。固定值：ht t ps://saml-ht t ps://saml-
csas.aliyuncs.com/saml/acscsas.aliyuncs.com/saml/acs 。

SAML元配置文件SAML元配置文件
获取到的SAML元配置文件。

关于如何获取该文件，请参见获取元配置文件。

授权读取部门结构授权读取部门结构

请根据需要授权读取部门结构的权限。取值：

是是 ：请输入IDaaS的API相关信息，用以获取企业目录结构列表，需要设
置API KeyAPI Key和API SecretAPI Secret 。

说明 说明 配置后您可以按照目录列表批量下发安全策略。在下发安
全策略时，系统不会读取您的员工信息。

否否 ：表示不授权读取部门结构。

属性配置属性配置 固定值。

配置项 说明

配置自定义单身份源配置自定义单身份源
在自定义身份源自定义身份源页面，设置自定义身份源，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项 说明

配置名称配置名称

自定义身份源的名称信息。

长度为2~100个字符，支持输入汉字与字母、数字、短划线（-）和下划线
（_）。

描述描述

该配置的描述信息。

该描述会作为登录标题显示在SASE客户端界面，方便您登录时知晓身份源信
息。

电脑设备登录方式电脑设备登录方式

目前只支持账号密码登录账号密码登录 。您可以开启电脑设备双因素认证电脑设备双因素认证 ，取值：

短信验证码认证短信验证码认证 ：开启短信验证码验证短信验证码验证 ，需确保配置的身份源中每个用
户都已录入手机号。

OT P验证码认证OT P验证码认证 ：开启OT P验证码验证OT P验证码验证 ，需确保OTP客户端时钟同步正
常。

目前支持Google Authenticator、Microsoft Authenticator、阿里云App
等常见OTP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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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设备登录方式移动设备登录方式

目前只支持账号密码登录账号密码登录 。您可以开启移动设备双因素认证移动设备双因素认证 ，取值：

短信验证码认证短信验证码认证 ：开启短信验证码验证短信验证码验证 ，需确保配置的身份源中每个用
户都已录入手机号。

OT P验证码认证OT P验证码认证 ：开启OT P验证码验证OT P验证码验证 ，需确保OTP客户端时钟同步正
常。

目前支持Google Authenticator、Microsoft Authenticator、阿里云App
等常见OTP客户端。

身份源配置状态身份源配置状态

请根据需要设置配置状态。取值：

已启用已启用 ：如果您当前没有启用的身份源，您可以直接开启创建的身份源。
如果您当前存在已启用的身份源，您需要在身份证管理身份证管理 页面先禁用其他身
份源，然后再开启您新创建的身份源。

已禁用已禁用 ：您可以先禁用新创建的身份源，稍后启用。

配置项 说明

其他操作其他操作
添加完成后，配置的信息会显示在配置列表中。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如下配置：

修改状态：认证管理只能开启一个。如果您需要调整状态，需要先禁用已启用的状态，然后再开启其他的
认证管理。

编辑配置信息：单击编辑编辑，修改相关配置。

查看配置详情：单击详情详情，查看身份源配置的详细信息。

删除配置信息：单击删除删除，删除指定配置信息。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设置完身份源后，您可以根据业务需要设置用户组。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用户组。

如果您的业务涉及多种身份源，可以一次性配置多种身份源信息，以便于您以不同的身份源使用SASE服务。
本文介绍如何配置多身份源信息。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配置单身份源信息。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单身份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目前多身份源支持添加已创建的LDAP、钉钉、自定义类型的单身份源信息。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身份管理身份管理 >  > 身份源管理身份源管理。

3. 在身份源管理身份源管理页面，单击添加身份源添加身份源。

4. 在添加身份源添加身份源面板的多身份源多身份源页签，配置如下信息。

7.2. 配置多身份源7.2. 配置多身份源

办公安全平台 用户指南··身份管理

> 文档版本：20220704 5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02085.html#task-2037469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02086.html#task-2037093
https://yundunnext.console.aliyun.com/?p=csas


配置项 说明

身份源

身份源列表会展示已创建的LDAP、钉钉、自定义类型的单身份源信息，您
需要勾选待添加的单身份源。

目前一个多身份源最多可添加5个单身份源。

多身份源名称

多身份源的名称。

长度为1~32个字符，支持输入汉字与字母、数字、短划线（-）和下划线
（_）。

身份源配置状态身份源配置状态

请根据需要设置配置状态。取值：

启用：如果当前没有启用的身份源，您可以直接启用新创建的身份源。
如果当前存在已启用的身份源，您需要先禁用已启用的身份源，然后再
启用新创建的身份源。

说明 说明 目前只支持在同一时段开启一个身份源。

禁用：您可以先禁用新创建的身份源，待需要时再启用。默认为禁用状
态。

描述描述 设置多身份源的描述信息。

5. 单击确定确定。

添加完成后，配置的信息会显示在配置列表中。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如下配置：

修改状态：认证管理只能开启一个。如果您需要调整状态，需要先禁用已启用的状态，然后再开启其
他的认证管理。

编辑配置信息：单击编辑编辑，修改相关配置。

查看配置详情：单击详情详情，查看身份源的配置详情。

删除配置信息：单击删除删除，删除目标身份源的配置信息。

配置策略时，需要指定该策略生效的用户组。一个用户组中包含多个用户，您可以通过账户名称、邮箱、手
机号、组织架构来批量添加用户。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身份源配置。相关内容，请参见配置单身份源、配置多身份源。

添加用户组添加用户组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身份管理身份管理 >  > 用户组设置用户组设置。

3. 在用户组设置用户组设置页面，单击添加用户组添加用户组。

4. 在添加用户组添加用户组面板，按照下表的配置项说明添加用户组信息。

7.3. 配置用户组7.3. 配置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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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说明

用户组名称 用户组的名称。

描述 用户组的说明。

组范围

设置用户组的范围，取值：

账户名称账户名称  ：当您设置为账户名称账户名称 时，下方展示配置账户名称配置账户名称 输入框。

邮箱邮箱 ：当您设置为邮箱邮箱 时，下方展示配置邮箱配置邮箱 输入框。

手机号手机号 ：当您设置为手机号手机号 时，下方展示配置手机号配置手机号 输入框。

组织架构组织架构 ：当您设置为组织架构组织架构 时，下方展示已有的组织架构组织架构 信息，
您根据需要勾选对应的架构信息。

配置关系

设置用户组的配置关系。取值：

等于等于

不等于不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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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确定确定。

完成策略配置后，该用户组会自动添加到用户组列表中。

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执行如下操作：

编辑：单击编辑编辑，查看指定用户组的信息，或者修改用户组信息。

删除：单击删除删除，删除指定用户组。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设置用户组后，您可以根据已创建的用户组指定策略生效的范围。关于如何配置策略，请参见配置零信任策
略（内网访问）、配置策略（互联网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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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设备列表为您全面、直观地展示企业用户终端接入办公安全平台的信息。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依托阿里云POP节点，对终端设备访问企业内部办公应用的流量加速，而未安装办公安全平台App的终端设
备将无法访问企业内部办公应用。当终端设备安装办公安全平台App后，您可以通过终端列表实时查看企业
办公终端在线状态、版本信息以及网络访问流量等，帮助您提升企业办公终端的管理效率。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终端管理终端管理 >  > 终端列表终端列表。

3. 在终端列表终端列表页面，查看如下信息。

功能区 功能描述 支持的操作

终端个数统计
（图示①）

从终端总数终端总数 、Windows终Windows终
端端 、macOS终端macOS终端 、Android终Android终
端端 、IOS终端IOS终端 ，这几个维度展示终
端的个数。

无。

8.终端管理8.终端管理
8.1. 查看终端列表8.1. 查看终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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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在线趋势
图（图示②）

直观地展示指定时间段终端设备在
线趋势图及其峰值。

设置趋势图显示的时间范围设置趋势图显示的时间范围 ：目前支持最近24小最近24小
时时 、最近7天最近7天 、最近1个月最近1个月 、最近3个月最近3个月 。

单击 ，展开时间设置下拉框，选择您

要设置的时间范围。

设置最近1个月最近1个月 和最近3个月最近3个月 时，您需要先开启SLS服
务。详细信息，请参见SLS日志。

全量终端列表
（图示③）

汇总全量终端的详细信息，默认显
示终端名称终端名称 、操作系统操作系统 、所属部所属部
门门 、所属用户所属用户 、Mac地址Mac地址 、状状

设置默认展示项设置默认展示项

单击 ，在设置默认展示项设置默认展示项 对话框，勾选您需

要的展示项。包括终端名称终端名称 、操作系统操作系统 、系统版系统版
本本 、所属部门所属部门 、所属用户所属用户 、共享设置共享设置 、IP地IP地
址址 、Mac地址Mac地址 、CPUCPU、状态状态 、内存内存 、硬盘硬盘 、注册注册
时间时间 、最近一次登录时间最近一次登录时间 。

共享终端共享终端

全局共享全局共享 ：开启全局共享后，所有办公设备允许
多个员工账号访问。

单击全局共享全局共享 ，开启全局共享。

关闭共享关闭共享 ：关闭全局共享后，所有办公设备只允
许最近一次登录的账号登录。

单击关闭共享关闭共享 ，关闭全局共享。

共享设置共享设置 ：开启共享设置后，该终端设备允许多
个员工的账号访问；关闭共享设置后，该终端设
备只允许最近一次登录的账号登录。

当您设置的默认展示项包含共享设置共享设置 时，您可以
在共享设置共享设置 列，手动启用或者关闭指定终端设备
的共享。

查询终端信息查询终端信息

按状态查询按状态查询 ：目前支持按照全部全部 、在线在线 、离离
线线 、长期离线长期离线 、已锁定已锁定 、已挂失已挂失 、已解绑已解绑 状态
查询。

展开 下拉框，设置要查询的状

态。

离线状态是指终端设备7天或7内均未上线；长期
离线是指终端设备离线超过7天；已解绑是指终
端设备与企业用户之间解除归属关系，即该设备
不再归属于指定的企业用户。

功能区 功能描述 支持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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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③） 门门 、所属用户所属用户 、Mac地址Mac地址 、状状
态态 、最近一次登录时间最近一次登录时间 。

按部门、用户名、终端名称查询按部门、用户名、终端名称查询

展开

查询条件的下拉框，设置要查询的维度（部门、
用户名、终端名称），然后在输入框中输入相应
的数据进行查询。

导出终端信息导出终端信息

全量导出全量导出

单击 ，办公安全平台会根据您设

置的查询条件，导出查询到的所有信息。

批量导出批量导出

单击批量导出批量导出 ，批量导出在当前页面勾选的终端
设备信息。

查看终端详情查看终端详情

单击指定终端名称，查看终端设备的详情信息。包
含终端的设备信息、设备状态、历史登录账号记录
等。

锁定终端设备锁定终端设备

单击锁定锁定 ，可锁定指定终端设备。

设置锁定后，办公安全平台会立即中断终端连接的
企业内部办公应用。如果企业员工需要解除设备锁
定，请联系企业管理员进行处理。

挂失终端设备挂失终端设备

单击挂失挂失 ，可挂失指定终端设备。

设置挂失后，办公安全平台会立即中断终端连接的
企业内部办公应用。如果企业员工需要解除设备挂
失，请联系企业管理员进行处理。

删除终端设备删除终端设备

单击删除删除 ，可删除指定终端设备信息。可选择多个
终端设备批量删除。

解绑企业员工与终端的归属关系解绑企业员工与终端的归属关系

单击解绑解绑 ，可解绑指定终端与企业用户的关系，即
该终端设备不再属于指定的企业用户。

功能区 功能描述 支持的操作

办公安全平台提供自定义安全基线的功能，方便您根据企业实际的情况，定制符合自身需求的办公终端访问
合规性检测标准。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SASE安全客户端可以实时采集指定的办公终端属性，通过配置安全基线模版可与内网访问的访问控制策略进
行联动。只有满足安全基线配置的可信终端，才能连接企业内网。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8.2. 创建安全基线8.2. 创建安全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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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终端管理终端管理 >  > 安全基线安全基线。

3. 单击创建基线模板创建基线模板，配置可信终端匹配策略。

SASE安全客户端可以实时采集企业内网中办公终端的可信属性。支持的终端操作系统包括Windows、
macOS、Android和iOS。

配置项 说明

基础配置基础配置

属性组名称属性组名称

设置安全基线的名称。

长度为2~100个字符，支持输入汉字、字母、数字、短
划线（-）、下划线（_）。

描述描述 设置安全基线的说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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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线配置基线配置

时间范围时间范围

设置安全基线的策略时间。包含策略到期时间策略到期时间 、策略策略
生效时间生效时间 。

如果策略到期时间策略到期时间 与策略生效时间策略生效时间 产生时间冲突，以
策略到期时间为准。

终端类型终端类型

设置允许访问零信任策略中指定的企业内网应用的终
端类型。取值：

不限制不限制

只允许电脑终端访问只允许电脑终端访问

只允许移动终端访问只允许移动终端访问

安全WI-FI安全WI-FI

添加您企业办公终端访问企业内网时使用的Wifi名称。
添加该属性后，如果您企业的办公终端未通过此处指
定的WiFi访问企业内网，将无法访问零信任策略中指定
的企业内网应用。最多支持添加10个WiFi名称。目前
只对Windows，macOS生效。

每个长度为2~50个字符，添加多个请用英文（,）隔
开，最多支持添加10个名称。

安全进程安全进程

添加您企业办公终端设备中已安装的安全进程的名称
和文件路径。添加该属性后，如果您企业的办公终端
未安装此处指定的安全进程，将无法访问零信任策略
中指定的企业内网应用。最多添加5个安全进程。

每个长度为2~50个字符，添加多个请用英文（,）隔
开，最多支持添加10个名称。

防火墙防火墙
开启检测后，如果您企业办公终端设备未启用内建防
火墙的电脑，将无法访问零信任策略中指定的企业内
网应用。

配置项 说明

4. 单击确定确定。

创建的基线模板信息显示在安全基线列表中，SASE会对命中策略的终端访问行为按照您的设置进行处
置。

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执行如下操作：

编辑：单击详情详情，在详情详情面板，查看或者修改目标安全基线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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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单击删除删除，删除目标安全基线模板。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在创建内网零信任策略时，需要绑定已有的终端属性组，对满足属性组配置的可信终端，访问企业内网的行
为进行放行。关于创建内网零信任策略的详细内容，请参见配置零信任策略。

当企业用户在某个终端设备上，首次登录办公安全平台App时，该终端设备会被注册到当前企业用户名下。
您可以设置注册的终端设备上限，当企业用户使用超过注册上限的终端设备登录办公安全平台App时，办公
安全平台会提示企业用户申请超额注册。本文介绍如何管理企业用户注册的终端设备。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设置企业用户终端注册的上限后，企业用户被允许注册范围内的终端信息显示在已注册终端列表中。当企业
用户提交了超额注册的申请，办公安全平台会将超过的终端信息显示在超额注册列表中，您需要根据实际业
务，允许或者拒绝超额注册申请。只有被允许的超额注册终端才可以访问企业的办公应用。

设置终端注册策略设置终端注册策略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终端管理终端管理 >  > 终端注册终端注册。

3. 在已注册终端已注册终端页签，查看已注册的企业用户及其终端设备。

4. 设置策略。

您可以对所有企业用户设置全局策略，也可以对指定企业用户自定义策略：

设置全局策略

a. 单击全局策略全局策略。

b. 在全局策略全局策略对话框，设置是否限制所有企业用户注册上限。

当您选择限制用户注册上限限制用户注册上限时，您需要选择按照总数按照总数或是按照终端分类按照终端分类，设置可注册终端上限
的值。

8.3. 注册终端8.3. 注册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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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确定。

办公安全平台会给所有企业用户下发配置的策略。

设置自定义策略

a. 单击目标企业用户右侧操作列的自定义策略自定义策略。

b. 在自定义策略自定义策略对话框，设置是否限制该企业用户的注册上限。

当您选择限制用户注册上限限制用户注册上限时，您需要选择按照总数按照总数或是按照终端分类按照终端分类，设置可注册终端上限
的值。

c. 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确定。

办公安全平台会给目标企业用户下发配置的策略。

完成后，设置的策略信息显示在已注册终端列表中。

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已注册终端列表中，执行如下操作：

禁用：企业用户的登录账号默认是启用状态，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手动更改账号状态账号状态。被禁用的账
号无法访问企业的办公应用。

查询：

按策略查询

展开 下拉框，设置按策略维度查询企业用户及其终端设备。目前支持的维度包括：全全

部部、全局策略全局策略、自定义策略自定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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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状态查询

展开 下拉框，设置按状态维度查询企业用户及其终端设备。目前支持的维度包括：全全

部部、已启用已启用、已禁用已禁用。

按企业用户的用户名、部门查询

展开 下拉框，设置要查询的维度（用户名、部门），

然后在输入框中输入相应的数据进行查询。

审批超额注册终端审批超额注册终端
当企业用户提交了超额注册申请后，您需要对超额注册申请进行审批。当您审批通过该申请后，因为策略生
效存在3~5分钟的时延，所以企业用户需要等待3~5分钟才能使用申请的终端设备成功登录办公安全平
台App。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终端管理终端管理 >  > 终端注册终端注册。

3. 在超额注册超额注册页签，查看企业用户申请的超额注册信息。

根据实际情况，在超额注册列表中，执行如下操作：

允许：单击目标超额申请右侧操作列的允许允许，同意企业用户的申请。被允许后，该条数据的状态为审审
核通过核通过，被允许的终端设备在已注册终端列表中显示。

拒绝：单击目标超额申请右侧操作列的拒绝拒绝，拒绝企业用户的申请。被拒绝后，该条数据的状态为审审
核不通过核不通过，被拒绝的终端设备无法访问企业办公应用。

查询：

按状态查询

展开 下拉框，设置按状态维度查询企业用户及其终端设备。目前支持的维度包括：全全

部部、待审核待审核、审核通过审核通过、审核不通过审核不通过。

按企业用户的用户名查询

在 输入框，输入相应的数据查询指定用户下的终端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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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审计功能帮助您实时审计您的网络流量，并为您对可疑流量进行相应的处理提供依据。本文介绍了内网
访问审计和互联网行为审计的具体操作。

内网访问审计内网访问审计
配置并开启内网访问策略后，如果检测到命中策略的事件，会根据您配置的策略执行相应的操作（例如允许
访问或者禁止访问），并将该行为记录在内网访问审计列表中，以便您后续审计这些数据。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日志分析日志分析 >  > 日志审计日志审计。

3. 在日志审计日志审计页面的内网访问审计内网访问审计页签，查看内网访问功能的流量信息，包括流量被放行或者被拦阻
断。

您可以通过日志列表上方的搜索栏，配置时间范围、动作、策略类型，以及输入用户名、应用名、策略
名、应用地址等信息，检索您需要查看的日志。

说明 说明 支持查询的时间范围为最近一小时最近一小时、最近六小时最近六小时、最近一天最近一天、最近七天最近七天，您也可以自
定义七天内的任意时间段进行查询。

您还可以根据实际业务，执行如下操作：

查看目标用户的设备列表、授权应用和运维异常。

单击目标用户名，进入该用户的日志汇总页面。

9.日志分析9.日志分析
9.1. 日志审计9.1. 日志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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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 功能描述 支持的操作

数据统计（图示①）

展示目标用户以下统计数据，通
过这些数据，帮助您总体把握该
用户的访问行为：

风险设备数风险设备数

总使用设备数总使用设备数

风险授权数风险授权数

总授权应用总授权应用

运维异常运维异常

查看详细列表信息：

单击目标统计数值，可与下方的
详细列表联动，查看该数值的详
细列表信息。

详细列表（图示②）
根据数据统计的类别，您可以
从设备设备 、授权应用授权应用 、运维异常运维异常 三
个类别来查看数据的详细列表。

查看风险说明：

单击目标信息右侧操作列操作列 的详详
情情 ，查看风险说明，帮助您定位
问题。

查看目标日志详情。

在目标日志行，单击右侧操作列的详情详情，展开详情详情面板。

互联网行为审计互联网行为审计
配置并开启互联网访问策略后，如果检测到命中策略的事件，会即刻阻断该访问流量，并将该阻断行为记录
在互联网行为审计列表中，以便您后续审计这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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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日志分析日志分析 >  > 日志审计日志审计。

3. 在日志审计日志审计页面的互联网行为管理审计互联网行为管理审计页签，查看网站访问记录网站访问记录。

说明 说明 支持查询的时间范围为最近一小时最近一小时、最近六小时最近六小时、最近一天最近一天、最近七天最近七天，您也可以自
定义七天内的任意时间段进行查询。

4. 单击操作操作列的查看详情查看详情，为您展示该访问流量的源IP、设备、目的地址等信息。

日志功能SLS帮助您采集、存储接入办公安全平台SASE（Secure Access Service Edge）的Web访问和攻击
防护日志，并基于阿里云日志服务，支持查询分析、统计图表、告警服务等功能，帮助您专注于分析，远离
琐碎的查询和整理工作。本文介绍了如何开通和使用SLS日志。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开通SASE的日志存储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购买办公安全平台。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日志分析日志分析 >  > SLS日志SLS日志。

3. 购买日志存储服务和日志存储容量。

i. 在日志分析日志分析页面，单击立即开通立即开通。

ii. 在办公安全平台购买页，根据您的业务需要，购买日志存储服务和日志存储容量。

9.2. SLS日志9.2. SLS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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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单击立即购买立即购买，并完成支付。

购买日志分析服务后，日志服务将自动为SASE创建一个专属的日志项目（Project），用于管
理SASE的日志数据。您可以在日志服务控制台首页的Project列表查看SASE的专属日志项目。

4. 开启日志采集。

在日志分析日志分析页面，设置右上角的日志状态日志状态为开启开启。

SASE默认不采集已接入SASE的网站业务的日志数据。只有当您为网站域名开启日志采集后，SASE才会
采集该网站的日志数据，并将采集到的日志数据存储到日志服务专属日志库中，供您进行查询与分析。

5. 设置查询时间。

单击15分钟（相对）15分钟（相对），设置查询的时间范围。

您可以选择相对时间、整点时间和自定义时间范围。

6. 在查询框中输入查询分析语句。

查询分析语句由查询语句和分析语句两个部分组成，通过竖线（|）进行分隔，格式：  查询语句|分析语
句 。

语句类型 是否可选 说明

查询语句 可选

查询条件，可以为查询关键词、模糊查询、数值、数值范围和组合
条件。

如果为空或星号（*），表示针对当前时间段所有数据不设置任何
过滤条件，即返回所有数据。更多信息，请参见查询语法。

分析语句 可选

对查询结果或全量数据进行计算和统计。

如果为空，表示只返回查询结果，不做统计分析。更多信息，请参
见分析简介。

说明说明

分析语句中可以省略SQL标准语法中的  from 表格
名 语句，即  from log 。

日志数据默认返回前100条，您可以通过LIMIT子句修
改返回范围。

7. 单击查询/分析查询/分析，查看查询分析结果。

SLS日志功能为您提供日志分布直方图、原始日志原始日志、日志聚类日志聚类和统计图表统计图表形式的查询分析结果，并支持
设置告警、快速查询、刷新、分享等操作。详情信息，请参见操作查询和分析结果。

日志字段说明日志字段说明

字段 类型 名称 示例

__time__ text 连接时间 2018-02-27 11:58:15

owner_id text 用户ID 123456****

username text 用户名称 张三

用户指南··日志分析 办公安全平台

67 > 文档版本：20220704

https://sls.console.aliyun.com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9060.html#concept-tnd-1jq-z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53608.html#concept-nyf-cjq-z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63470.html#reference-kfl-2mq-d2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0762.html#task-tqc-ddm-gfb/section-a6n-mmt-5vd


department text 部门信息 测试部门

action text 动作 block

device_type text 设备类型 windows

domain text 域名 www.aliyundoc.com

dst_addr text 目的地址 10.2.*.*:**

in_bytes long 入流量 234

out_bytes long 出流量 567

log_type text 日志类型 ia_access_log

policy_name text 策略名称 test

policy_type text 策略类型 url_filter

protocol text 协议 tcp

request_uri text 请求URI /test.php

src_addr text 源地址 10.4.*.*:**

字段 类型 名称 示例

常用查询语句示例常用查询语句示例
查询拦截类型

* | select cc_action,cc_phase,count(*) as t group by cc_action,cc_phase order by t desc l
imit 10

查询QPS

* | select time_series(__time__,'15m','%H:%i','0') as time,count(*)/900 as QPS group by t
ime order by time

查询被攻击域名

* and cc_blocks:1 | select cc_action,cc_phase,count(*) as t group by cc_action,cc_phase o
rder by t desc limit 10

查询被攻击URL

* and cc_blocks:1 | select count(*) as times,host,request_path group by host,request_path
order by times

查询请求详情

* | select date_format(date_trunc('second',__time__),'%H:%i:%s') as time,host,request_uri
,request_method,status,upstream_status,querystring limit 10

查询5XX状态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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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tatus>499 | select host,status,upstream_status,count(*)as t group by host,status,u
pstream_status order by t desc

查询请求时延分布

* | SELECT count_if(upstream_response_time<20) as "<20",
count_if(upstream_response_time<50 and upstream_response_time>20) as "<50",
count_if(upstream_response_time<100 and upstream_response_time>50) as "<100",
count_if(upstream_response_time<500 and upstream_response_time>100) as "<500",
count_if(upstream_response_time<1000 and upstream_response_time>500) as "<1000",
count_if(upstream_response_time>1000) as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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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了企业认证标识、账号过期时间设置以及安全客户端下载及登录的具体操作。

设置企业认证标识设置企业认证标识
企业认证标识是为了终端设备登录SASE客户端时，建立与SASE管控平台的连接。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设置设置。

2. 在账户设置账户设置页签的企业认证标识企业认证标识区域，设置企业认证标识企业认证标识。

建议您使用企业名称等方便企业办公终端用户记忆的信息。每个企业只能设置唯一一个企业认证标识。
终端用户首次登录SASE安全客户端时，需要手动输入该企业认证标识。

设置账户信息设置账户信息
通过设置终端设备自动登录过期时间，限制终端设备仅在指定时间范围内支持开机自动登录。超过指定的账
号过期时间后，终端设备需要重新输入账号和密码。

通过设置账号过期策略，限制客户端登录状态注销的时效性。包含以下两种：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设置设置。

2. 在账户设置账户设置页签的账户设置账户设置区域，设置账号过期时间账号过期时间和账号过期策略账号过期策略。

账号过期时间账号过期时间

指距离用户终端设备最近一次登录SASE安全客户端，允许终端设备开机后自动登录的时间范围。超
出设定的账号过期时间，SASE会要求用户重新输入账号和密码，才能登录SASE客户端。

账号过期策略账号过期策略

立即认证

账号到期后，客户端登录状态立即注销，需企业办公终端用户重新输入账号及密码认证。该配置以
安全策略优先，可能会导致办公中断。

网络切换时认证

账号到期后，客户端状态不会立即注销，在下一次唤醒电脑或者切换网络连接时需企业办公终端用
户重新输入账号及密码认证。该配置以用户体验优先，不会中断办公。

安装并登录安装并登录SASESASE安全客户端安全客户端
SASE提供安全客户端，将企业办公终端上网流量引流到阿里云SASE最近的服务节点。未安装客户端的办公
终端将无法受到零信任策略的管控。

企业管理员需要将SASE提供的安全客户端地址同步给企业用户。企业用户在终端设备中安装客户端后，企业
管理员可以在终端列表中查看已安装客户端的设备总数和终端设备的详细信息，也可以通过终端列表及时了
解未安装客户端的用户和设备情况。相关内容，请参见查看终端列表。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设置设置。

2. 在账户设置账户设置页签的安全客户端下载安全客户端下载区域，根据界面提示下载客户端安装包。

目前支持下载PC端PC端、移动端移动端和企业指定版本企业指定版本。

3. 双击安装程序set up.exeset up.exe，启动客户端安装。

10.设置10.设置
10.1. 账户设置10.1. 账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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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成后，企业用户终端设备桌面会出现SASE 客户端的图标 。企业管理员即可在总览总览页面和终端终端

列表列表页面查看办公终端的统计数据和状态信息。

4. 企业用户登录客户端。

i. 在终端设备桌面上，双击SASE 客户端图标。

ii. 输入企业认证标识。

企业认证标识通常为企业的名称，由企业管理员在设置页面配置。详细内容，请参见设置企业认证
标识。

iii. 单击登录登录。

登录成功后，该办公终端的上网流量会经过SASE转发，并由SASE对该终端的上网行为进行检测和
管控。企业管理员可以在终端界面看到该终端的防护状态为已开启已开启。

办公平台安全集成资源目录后，可以通过企业管理员或委派管理员账号将企业内其他阿里云账号添加为成员
账号，方便对多个成员账号下的云资产进行集中管理，进而可以通过零信任策略统一管控访问权限。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开通SASE。具体操作，请参见申请免费试用。

操作流程操作流程
在使用多账号管理功能之前，您需要先开通资源目录、添加委派管理员账号以及邀请成员账号，然后再通
过SASE的多账号管理功能，添加多个成员账号，实现对成员账号的集中管理。

步骤一：开通资源目录步骤一：开通资源目录
使用资源目录，企业可以将阿里云上承载的所有业务账号集合在资源目录内，按业务关系将其分类，以结构
化方式统一管理。资源目录需要开通后，才能正常使用。开通资源目录后，您的账号会成为企业管理员账
号，具有资源目录的所有权限。具体操作，请参见开通资源目录。

步骤二：添加委派管理员账号步骤二：添加委派管理员账号

10.2. 多账号管理10.2. 多账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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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目录的管理账号可以将资源目录中的成员设置为可信服务的委派管理员账号。设置成功后，委派管理员
账号将获得管理账号的授权，可以在对应可信服务中访问资源目录组织和成员信息，并在该组织范围内进行
业务管理。通过委派管理员账号，可以将组织管理任务与业务管理任务相分离，管理账号执行资源目录的组
织管理任务，委派管理员账号执行可信服务的业务管理任务。具体操作，请参见管理委派管理员账号。

步骤三：邀请成员账号步骤三：邀请成员账号
您可以邀请资源目录以外的阿里云账号加入到资源目录，作为资源目录的成员，实现资源的统一管理。被邀
请方成功加入资源目录后，会作为资源目录的成员，由资源目录统一管理。具体操作，请参见邀请阿里云账号
加入资源目录。

步骤四：管理多个成员账号步骤四：管理多个成员账号
通过云SASE的多账号管理功能，添加资源目录的成员账号，对添加的成员账号统一管控内网访问权限。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设置设置 >  > 多账号管理多账号管理。

3. 在多账号管理多账号管理页面，单击添加成员账号添加成员账号。

4. 在添加成员账号添加成员账号对话框中，选择可导入的成员账号并添加到右侧已选导入成员账号已选导入成员账号列表中。

5. 单击确定确定。
添加成员账号后，您可以在成员账号列表中查看已添加的账号UID账号UID、账号名账号名和添加时间添加时间等信息。根据实
际需要，您还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添加备注信息

在成员账号列表的操作列，单击备注备注，对目标账号添加备注信息，方便您区分多个成员账号。

删除成员账号

在成员账号列表的操作列，单击删除删除，删除目标账号信息。成员账号被删除后，当前账号不再对已删
除的账号进行管理。

办公安全平台支持您对互联网访问行为、威胁办公数据行为的配置白名单。如果您确定这些行为是安全的，
可以为其配置白名单。配置白名单后，办公安全平台不再其进行管控或拦截。本文为您介绍配置白名单的具
体操作。

配置互联网访问白名单配置互联网访问白名单
当您确认访问的网站的行为是安全的，并且不需要办公安全平台对访问该网站的行为进行管理和审计时，可
通过配置白名单来实现。以下操作为您介绍如何为网站配置白名单。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设置设置。

3. 在设置设置页面，单击白名单白名单页签。

4. 在互联网访问互联网访问页面，为指定网站添加白名单。

办公安全平台为指定网站添加白名单时可以通过如下两种方式：

IP白名单IP白名单：添加网站的IP或者IP段，可添加多个IP或者IP段。

域名白名单域名白名单：添加网站的域名或者通配符域名（泛域名），可添加多个域名或者通配符域名。

10.3. 配置白名单10.3. 配置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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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提交提交。
白名单添加完成后，办公安全平台不再对访问白名单中网站的行为进行管控或拦截。

配置办公数据保护白名单配置办公数据保护白名单
当您确认外发的文件、外接的设备以及水印信息是安全的，并且不需要办公安全平台对该行为进行管理和审
计时，可通过配置白名单来实现。以下操作为您介绍如何配置这三种行为的白名单。

1. 登录办公安全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设置设置。

3. 在设置设置页面，单击白名单白名单页签。

4. 在办公数据保护办公数据保护页面，为指定文件、外接设备或者水印添加白名单。

办公安全平台支持配置以下几类白名单，配置时多个用户需要以英文逗号隔开：

文件外发检测白名单文件外发检测白名单

外设管控白名单外设管控白名单

水印白名单水印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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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提交提交。
白名单添加完成后，办公安全平台不再对白名单用户的行为进行管控或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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