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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說明
撰寫此管理指南的目的，是要協助您熟悉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並提供其使用方式的相關指示。
為求一致性，以及為了避免混淆，在本指南中使用的詞彙將以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參數名稱
為基礎。我們也使用一組制式符號來突顯有特殊意義或重要性的主題。

注意
注意可提供重要資訊，例如特定功能或部分相關主題的連結。

重要
請多加注意，不應略過此資訊。一般來說，它可提供非重大但重要的資訊。

警告
您應該特別注意的重大資訊。使用警告是為了防止您造成可能有害的錯誤。請閱讀並瞭解放
在警告方括弧中的文字，因為文字內容會提及高度敏感的系統設定或有風險的項目。

範例
範例案例可說明包含該案例所在主題的相關使用者案例。範例用來說明較複雜的主題。
使用慣例
粗體文字
斜體文字

意義

介面項目的名稱，例如方塊和選項按鈕。
需要您提供資訊的預留位置。例如：file name 或 path 表示您需要輸入實際路徑或檔案名稱。
Courier New 程式碼範例或命令
超連結
提供交互參考主題或外部 Web 位置的快速且簡便存取。超連結會以藍色突顯，並且可能
帶有底線。
%ProgramFiles% Windows 系統目錄，儲存安裝的 Windows 和其他程式。
• 線上說明是說明內容的主要來源。當您有作用中網際網路連線時，將自動顯示最新版本的線上說明。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線上說明頁面的頂端導覽標頭包括四個作用中索引標籤：安裝/升級、
管理、VA 部署及 SMB 指南。
• 本指南中的主題分為數個章節和子章節。您可以使用上方的搜尋欄位來尋找相關資訊。

重要
一旦從位在頁面頂端的瀏覽列開啟使用指南，系統只會限定搜尋該指南的內容。例如，如果
您開啟管理員指南，便不會將安裝/升級和 VA 部署指南的主題納入搜尋結果中。

• ESET 知識庫包含常見問題的解答，以及各種問題的建議解決方案。ESET 技術專家會定期更新知識庫，

使其成為解決各種問題的最強工具。
• ESET 論壇提供 ESET 使用者方便取得協助以及協助他人的方法。您可以張貼任何與 ESET 產品有關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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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圖例
本節包含整個 ESMC Web Console 使用的圖示集合，並附上圖示說明。某些圖示描述動作、項目類型或目前
狀態。大部份圖示會以三個顏色的其中一種來顯示，來表示元素的可用性：
預設圖示 - 動作可供使用
藍色圖示 - 將滑鼠指標移動到上方時反白顯示的元素
灰色圖示 - 動作無法使用
狀態
圖示

說明
顯示詳情 - 用戶端裝置的詳細資訊。
新增 - 新增裝置
新增工作 - 新增工作
新增通知 - 新增通知
新增靜態/動態群組 - 新增群組
編輯 - 您可以編輯建立的工作、通知、報告範本、群組、原則等。
複製 - 讓您根據選取的現有原則建立新原則，此複製需要新名稱。
移動 - 電腦、原則、靜態或動態群組。
存取群組 - 將項目移動到另一個靜態群組。
刪除 - 完全移除所選的用戶端、群組等。
重新命名多個項目 - 若您選取多個項目，您可在清單中將它們逐個重新命名，或使用 Regex 搜尋並
同時取代多個項目。
掃描 - 使用此選項將會在回報偵測的用戶端上執行指定掃描工作。
更新模組 - 使用此選項將會執行模組更新工作 (手動觸發更新)。
針對行動裝置執行工作。
重新註冊 - 開啟 [透過電子郵件新增行動裝置] 視窗。
解除鎖定 - 裝置將解除鎖定。
鎖定 - 當偵測到可疑的活動，或裝置標記為遺失時，便會鎖定裝置。
尋找 - 如果您想要求您行動裝置的 GPS 座標。
警報器 - 遠端觸發大聲的警報器，即使您的裝置設為靜音，警報器仍會啟動。
抹除 - 存放在您裝置中所有的資料將會永久清除。
重新開機 - 如果您選取電腦並按下 [重新開機]，裝置將會重新開機。
還原 - 將隔離的檔案還原至其原始位置。
關機 - 如果您選取電腦並按一下 [重新開機] > [關機]，裝置將會關閉。
停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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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
圖示

說明
執行工作 - 選取工作並配置此工作的觸發和節流 (選用)。系統會根據工作設定將工作排入佇列中。
此選項會立即觸發現有的工作，您可以從可用工作清單中選取現有的工作。
上次使用的工作 - 顯示上次使用的工作。您可按一下工作以再次執行。
指派使用者 - 將使用者指派給裝置。您可以在電腦使用者內管理使用者。
管理原則 - 您也可以將原則直接指派給一個用戶端 (多個用戶端)，而不只是群組。選取此選項可
將原則指派給所選的用戶端。
傳送喚醒呼叫 - ESMC 伺服器會透過 EPNS 在用戶端電腦上執行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即時
複製。當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連線至 ESMC 伺服器時，若您不想要等待規律的間隔，此設定
很有用。例如，如果您想立即對用戶端執行用戶端工作，或者如果您想要立即套用原則。
部署代理程式 - 透過此選項，您可以建立新伺服器工作。
連線 - 產生並下載 .rdp 檔案，讓您可透過遠端桌面通訊協定連線到目標裝置。
關閉 - 如果您選取電腦並按下 [關閉]，此用戶端的代理程式會停止向 ESMC 回報，只會彙整資訊。
關閉圖示
將顯示在 [已關閉] 欄中的電腦名稱旁。
按一下 [取消關閉] 停用關閉後，關閉的電腦將再次回報，並回復 ESMC 與用戶端之間的通訊。
停用 - 停用或移除設定或選擇。
指派 - 將原則指派給用戶端或群組。
匯入 - 選取您要匯入的報告/原則/公用金鑰。
匯出 - 選取您要匯出的報告/原則/對等憑證。
[標籤] - 編輯標籤 (指派、取消指派、建立、刪除)。
靜態群組
動態群組
不套用原則旗標
套用原則旗標
強制執行原則旗標
桌面
虛擬機器 (無代理程式)
行動
伺服器
檔案伺服器
郵件伺服器
閘道伺服器
協同作業伺服器
代理程式
行動裝置連接器
Rogue Detection Sensor
虛擬代理程式主機
ERA 6.x Proxy
ESMC伺服器
共用當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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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
圖示

說明
虛擬化安全設備
Enterprise Inspector 代理程式
Enterprise Inspector 伺服器
ESET Full Disk Encryption

離線說明
預設不會安裝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的離線說明。如果需要您在離線時可以使用的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說明 (假使您有時或始終沒有網際網路存取)，請執行下列步驟來新增離線說明。
按一下語言碼，為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下載所需語言的離線說明。您甚至可以安裝具有多種
語言的離線說明。
Windows 的離線說明設定指示
1.下載 .zip 檔案，方法為按一下下表中的語言碼，為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下載所需語言的

離線說明。
2.儲存 .zip 檔案 (例如，儲存至 USB 隨身碟)。
3.在執行 ESMC Web Console 的伺服器上建立名為說明的新資料夾，其位於下列位

置：%ProgramFiles%\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Tomcat folder ]\webapps\era\webconsole\，並將 .zip
檔案複製至 [說明] 資料夾。
4.解壓縮 .zip 檔案的內容 (例如 en-US.zip) 至具有相同名稱的資料夾，在此情況下，指的是 en-US，

以便資料夾結構看起來如下：%ProgramFiles%\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Tomcat folder
]\webapps\era\webconsole\help\en-US
現有您可以開啟 ESMC Web Console、選取語言並登入。當按下右上角的

圖示時，即會顯示離線說明。

若要在從舊版 (例如，ERA 6.5) 遷移之後更新離線說明，請刪除現有的說明資料夾
(...webapps\era\webconsole\help) 並在上述程序的步驟 3 期間，在相同位置建立新的說明。取代
資料夾之後正常繼續執行。

注意
如有需要，您可以遵循上述的相同步驟，新增多種語言的離線說明。

重要
如果您的電腦或您正在從中存取 ESMC Web Console 的行動裝置沒有網際網路連線，則需要將
ESMC Web Console 的設定變更為預設強制開啟 ESMC 離線說明 (不是線上說明)。若要這麼做，
請遵循表格下的指示。
Linux 的離線說明設定指示
1.下載 .tar 檔案，方法為按一下下表中的語言代碼，為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下載所需語

言的離線說明。
2.儲存 .tar 檔案 (例如，儲存至 USB 隨身碟)。
3.開啟終端機並瀏覽至 /usr/share/tomcat/webapps/era/webcon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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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名為 [說明] 的新資料夾，方法是執行 mkdir help 命令。
5.將 .tar 檔案複製到 [說明] 資料夾並將它解壓縮，例如執行 tar -xvf en-US.tar 命令。

現有您可以開啟 ESMC Web Console、選取語言並登入。當按下右上角的

圖示時，即會顯示離線說明。

若要在從舊版 (例如，ERA 6.5) 遷移之後更新離線說明，請刪除現有的說明資料夾
(...webapps\era\webconsole\help) 並在上述程序的步驟 3 期間，在相同位置建立新的說明。取代
資料夾之後正常繼續執行。

注意
如有需要，您可以遵循上述的相同步驟，新增多種語言的離線說明。

重要
如果您的電腦或您正在從中存取 ESMC Web Console 的行動裝置沒有網際網路連線，則需要將
ESMC Web Console 的設定變更為預設強制開啟 ESMC 離線說明 (不是線上說明)。若要這麼做，
請遵循表格下的指示。
離線 HTML 說明
.zip
en-US.zip
英文
ar-EG.zip
阿拉伯文
zh-CN.zip
簡體中文
zh-TW.zip
繁體中文
hr-HR.zip
克羅埃西亞文
cs-CZ.zip
捷克文
fr-FR.zip
法文
fr-CA.zip
法文 (加拿大)
de-DE.zip
德文
el-GR.zip
希臘文
it-IT.zip
義大利文
ja-JP.zip
日文
ko-KR.zip
韓文
pl-PL.zip
波蘭文
pt-BR.zip
葡萄牙文 (巴西)
ru-RU.zip
俄文
es-ES.zip
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 (拉丁美洲) es-CL.zip
sk-SK.zip
斯洛伐克文
tr-TR.zip
土耳其文
uk-UA.zip
烏克蘭文
支援的語言

離線 HTML 說明
.tar
en-US.tar
ar-EG.tar
zh-CN.tar
zh-TW.tar
hr-HR.tar
cs-CZ.tar
fr-FR.tar
fr-CA.tar
de-DE.tar
el-GR.tar
it-IT.tar
ja-JP.tar
ko-KR.tar
pl-PL.tar
pt-BR.tar
ru-RU.tar
es-ES.tar
es-CL.tar
sk-SK.tar
tr-TR.tar
uk-UA.tar

在 Windows 上強制開啟離線說明
1.在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C:\Program Files\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Tomcat folder
]\webapps\era\WEBINF\classes\sk\eset\era\g2webconsole\server\modules\config\EraWebServerConfig.prop
erties。
2.尋找行 help_show_online=true，將此設定的值變更為 false，然後儲存變更。
3.在服務內或透過命令行重新啟動 Tomcat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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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按一下 ESMC Web Console 右上角的
時，ESMC 離線說明即會開啟。

? 圖示，或瀏覽至左側窗格的底端，然後按一下 [說明]

在 Linux 上強制開啟離線說明
1.以文字編輯器 (例如 nano) 開啟 /usr/share/tomcat/webapps/era/WEBINF/classes/sk/eset/era/g2webconsole/server/modules/config/EraWebServerConfig.prop
erties 配置檔。
2.尋找行 help_show_online=true，將此設定的值變更為 false，然後儲存變更。
3.停止 tomcat 服務，執行 tomcat stop 命令。
4.開始 tomcat 服務，執行 tomcat start 命令。

當您按一下 ESMC Web Console 右上角的
時，ESMC 離線說明即會開啟。

圖示，或瀏覽至左側窗格的底端，然後按一下 [說明]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簡介
歡迎使用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ESMC) 版本 7.2 .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允許您從一個
中央位置，管理網路環境中工作站、伺服器與行動裝置上的 ESET 產品。您可以使用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Web 主控台 (ESMC Web 主控台)，部署 ESET 解決方案、管理工作、執行安全原則、監
視系統狀態，並快速回應遠端電腦上的問題或偵測。也請參閱 ESMC 架構及基礎架構元素概觀、開始使用
ESMC Web Console 及支援的桌面佈建環境。
ESMC 是由下列元件所組成：
• ESMC 伺服器 - ESMC 伺服器可以安裝在 Windows 和 Linux 伺服器上，也可當作虛擬設備使用。它會處
理與應用程式的通訊，以及收集應用程式資料並將其儲存在資料庫中。
• ESMC Web Console - ESMC Web Console 取代了舊版 (v5) 本中的 ERA Console 成為主要介面，讓您可管理
環境中的用戶端電腦。它會顯示您網路上用戶端狀態的概觀，並可以從遠端將 ESET 解決方案部署至未受
管理的電腦。在安裝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伺服器 (ESMC 伺服器) 之後，就可以使用瀏覽器
存取 Web Console。如果您選擇將 Web 伺服器設定為可從網際網路存取，則可從任何位置及/或任何有網
際網路連線的裝置使用 ESMC。
•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可提升 ESMC 伺服器和用戶端電腦之間的通訊。
代理程式必須安裝在用戶端電腦上，才能建立該電腦與 ESMC 伺服器之間的通訊。ESET Management 代理
程式位於用戶端電腦，能儲存多種安全情況，所以可以使對新偵測的反應時間大幅縮短。您可以使用
ESMC Web 主控台將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部署到未受管理但 Active Directory 或 ESET RD Sensor 所
辨識的電腦。如有需要，您也可以在用戶端電腦上手動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 Rogue Detection Sensor - ESMC Rogue Detection (RD) Sensor 能偵測在您網路上的未受管理電腦，並將這
些電腦的資訊傳送至 ESMC 伺服器。此功能可讓您輕鬆將客戶端電腦新增到您的安全網路。RD Sensor 會
記住已經發現的電腦，相同的資訊不會傳送兩次。
• HTTP Apache Proxy - 是一項服務，可搭配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以：
o將更新散佈到用戶端電腦，並將安裝套件散佈到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o將通信從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轉發到 ESMC 伺服器。
• 行動裝置連接器 - 是一種允許「行動裝置管理」與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搭配的元件，可
讓您管理行動裝置 (Android 和 iOS)，以及管理 ESET Endpoint Security for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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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MC 虛擬設備 - ESMC VA 可供想在虛擬環境中執行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ESMC) 的使用者
使用。
•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虛擬代理程式主機 - 將代理程式實體虛擬化，以允許管理無代理虛擬
機器的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元件。此解決方案能夠進行自動化、動態群組利用，以及與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在實體電腦上所執行時，相同層級的工作管理。「虛擬代理程式」會從虛擬
機器收集資訊，並將資訊傳送至 ESMC 伺服器。
• 映像工具 - 映像工具是離線模組更新的必要工具。如果您的用戶端電腦沒有網際網路連線，您可以使
用映像工具從 ESET 更新伺服器下載更新檔案並儲存在本機上。
• 移轉小幫手 - 移轉小幫手主要用來協助您從 ERA 5 遷移至 ESMC 7。遷移工具是獨立的應用程式，採用
精靈形式，讓您以直接的方式將 ERA 5.x 資料遷移到中繼資料庫，接著可將資料匯入到 ESMC 7。
• ESET Remote Deployment Tool - 此工具可用以部署在 ESMC Web 主控台中建立的全方位套件。這是一
種透過網路，在電腦上發送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與 ESET 產品的便利方式。
• ESET 商業帳戶 - ESET 商業產品的新授權入口網站可讓您管理授權。請參閱本文件的 ESET Business
Account 一節以取得啟動產品的指示，或參閱 ESET Business Account 使用者手冊以取得使用 ESET Business
Account 的詳細資訊。如果您已經具有 ESET 發行的使用者名稱與密碼，而您想要將其轉換成授權金鑰，
請參閱〈轉換舊版授權憑證〉一節。
•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 完整的端點偵測與回應系統，其中包含下列功能：事件偵測、事件管理與
回應、資料收集、危害偵測、異常偵測、行為偵測和原則違規的指示器。

支援的 Web 瀏覽器、ESET 安全性產品和語言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支援的作業系統如下所示：
• Windows、Linux 以及 macOS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Web Console 可在下列 Web 瀏覽器中執行：
Web 瀏覽器
Mozilla Firefox
Microsoft Edge
Google Chrome
Safari
Opera
從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的 7.1 版開始，不支援 Internet Explorer。

注意
若要獲得 ESMC Web Console 的最佳體驗，建議您讓 Web 瀏覽器保持最新狀態。

可透過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7.2 管理的 ESET 產品最新版本
產品
ESET Endpoint Security for Windows*
ESET Endpoint Antivirus for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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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版本
5.x, 6.5+, 7.x, 8.x**
5.x, 6.5+, 7.x, 8.x**

產品
產品版本
ESET Endpoint Security for macOS
6.x
ESET Endpoint Antivirus for macOS
6.x
ESET Endpoint Security for Android
2.x
ESET File Security for Windows Server*
6.5、7.x
ESET File Security for Microsoft Azure*
6.5
ESET Mail Security for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6.5、7.x
ESET Security for Microsoft SharePoint Server*
6.5、7.x
ESET Mail Security for IBM Domino Server*
6.5、7.x
ESET File Security for Linux
7.x
ESET Security for Kerio
6.5
ESET Endpoint Antivirus for Linux
7.x
ESET Virtualization Security
1.x
ESET Dynamic Threat Defense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1.x
ESET Full Disk Encryption
* 造訪我們的知識庫文章，以瞭解 ESET Endpoint 和伺服器安全性產品版本 6.0-6.4 的相容性。
** ESET Endpoint 8 的最新管理選項 (例如，防火牆 IDS 規則的排除) 僅在 ESET PROTECT 8 中提供。

注意
• 早於上表所列之 ESET Windows Server 產品的版本目前無法使用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7VERSION_MAJOR 管理。
• 另請參閱 ESET 商業產品的生命週期結束原則。
• 無法從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7.2 管理 ESET Server Security 和 ESET Endpoint 第
6.4 版或更早版本。

可透過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7.2 管理的舊版 ESET 產品
產品
產品版本
ESET File Security for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4.5.x
ESET NOD32 Antivirus 4 Business Edition for OS X
4.x*
ESET NOD32 Antivirus 4 Business Edition for Linux Desktop 4.x
ESET Mail Security for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4.5.x
ESET Mail Security for IBM Lotus Domino
4.5.x
ESET Security for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Core
4.5.x
ESET Security for Microsoft SharePoint Server
4.5.x
ESET Security for Kerio
4.5.x
ESET Mail Security for Linux/FreeBSD
4.5.x
ESET File Security for Linux/FreeBSD
4.5.x
ESET Gateway Security for Linux/FreeBSD
4.5.x
ESET NOD32 Antivirus Business Edition
4.2.76 *
ESET Smart Security Business Edition
4.2.76 *
* 不保證與 ESMC 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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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透過訂閱授權啟動的產品
ESET 產品
可用起始版本
ESET Endpoint Antivirus/Security for Windows 7.0
ESET Endpoint Antivirus/Security for macOS
6.6.x
ESET Endpoint Security for Android
2.0.158
ESET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for Apple iOS 7.0
ESET Virtualization Security for VMware
1.7
ESET File Security for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7.0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7.0
ESET Mail Security for Microsoft Exchange
7.0
ESET File Security for Windows Server
7.0
ESET Mail Security for IBM Domino
7.0
ESET Security for Microsoft SharePoint Server 7.0
ESET File Security for Linux
7.0
ESET Endpoint Antivirus for Linux
7.x

支援的語言
語言
代碼
en-US
英文 (美國)
ar-EG
阿拉伯文 (埃及)
zh-CN
簡體中文
zh-TW
繁體中文
克羅埃西亞文 (克羅埃西亞) hr-HR
cs-CZ
捷克文 (捷克)
fr-FR
法文 (法國)
fr-CA
法文 (加拿大)
de-DE
德文 (德國)
el-GR
希臘文 (希臘)
hu-HU
匈牙利文 (匈牙利)*
id-ID
印尼文 (印尼)*
it-IT
義大利文 (義大利)
ja-JP
日文 (日本)
ko-KR
韓文 (韓國)
pl-PL
波蘭文 (波蘭)
pt-BR
葡萄牙文 (巴西)
ru-RU
俄文 (俄羅斯)
es-CL
西班牙文 (智利)
es-ES
西班牙文 (西班牙)
sk-SK
斯洛伐克文 (斯洛伐克)
tr-TR
土耳其文 (土耳其)
uk-UA
烏克蘭文 (烏克蘭)
* 僅提供此語言版本的產品，不提供線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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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可以透過 ESMC Web Console 來配置及管理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在成功安裝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或部署 ESMC VA 之後，您可以使用 ESMC Web Console 來連接 ESMC 伺服器。
成功安裝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後，即可開始進行設定。我們的指南將指引您完成建議的步驟，
以獲得最佳的設定經驗。

部署 ESMC 伺服器後的前幾個步驟
1.在您的網頁瀏覽器中開啟 ESMC Web Console 並登入。
2.將您的授權新增至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3.將網路上的用戶端電腦、伺服器與行動裝置新增至 ESMC 結構。
4.指派內建原則 [應用程式報告 - 報告所有安裝的應用程式] 給所有電腦。
5.為包含 ESET 家用產品的電腦建立動態群組。
6.使用 [軟體解除安裝] 工作移除第三方防毒應用程式。
7.使用 [軟體安裝] 工作安裝 ESET 安全性產品 (除非您已經使用全方位安裝程式安裝代理程式)。
8.將包含建議設定的原則指派給包含已安裝 ESET 安全性產品的每個機器。例如，對於包含 ESET

Endpoint 的 Windows 機器，指派內建的原則 [防毒 - 最大安全性 - 建議]。也請參閱，如何從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管理 Endpoint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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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議的步驟
• 認識 ESMC Web Console，因為它是用來管理 ESET 安全性產品的介面。
• 安裝期間，您已建立預設的管理員帳戶。建議您將管理員帳戶認證儲存在安全的地方，並建立新帳戶

來管理用戶端及配置其權限。

重要
我們不建議您使用預設 ESMC管理員帳戶，作為一般使用者帳戶。假使一般使用者帳戶發生狀
況，或如果您遭到鎖定，其會充當備份。您可以利用管理員帳戶登入來修正這類問題。
• 使用通知與報告來監視環境中用戶端電腦的狀態。例如，您想要在發生某個事件時得到通知，或要檢

視或下載報告。
• 定期備份資料庫，以防止資料遺失。
• 建議匯出伺服器憑證授權單位與對等憑證。如果您必須重新安裝 ESMC 伺服器，您可以使用原始 ESMC
伺服器的 CA 與對等憑證，且不必在用戶端電腦上重新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從舊版 ERA 升級後
如果您從 ERA 6.5 升級，則必須檢視您的網路使用者、權限及伺服器設定，以遵循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中改良的安全性模型。物件不只是指電腦，也包含所有工作、通知、原則、憑證、安裝程
式或權限集。如需存取權限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權限清單。

注意
升級 ESMC 之後，我們建議您先刪除網路瀏覽器快取和 Cookie，然後再登入升級的 Web
Console。

使用者與權限集
管理員應檢閱所有使用者與權限集。由於新安全性模型的結構高度基於靜態群組，我們建議您先計劃群組
的結構，然後才建立權限集。管理員也可建立新原生使用者。
11

重要
請勿忘記向每個使用者指派家用群組和權限組，以向使用者提供該群組的權限。所有由使用
者建立的物件，一律會自動包含在該使用者的家用群組內。
升級後，使用者會分為兩個類別：
• 如沒有向使用者指派較舊版本的 ERA 中全部群組的權限集，該使用者將不會在新的 ESMC 中具有家用

群組。這些使用者將會沒有群組與電腦的權限，因此無法查看任何裝置。
• 如已向使用者指派較舊版本的 ERA 中全部群組的權限集，該使用者將會保留其全部群組的權限。此外，
這些使用者將會獲得新權限，以使用群組與電腦內的功能。

工作與觸發
[用戶端工作] 及 [伺服器工作] 會在 [工作] 之下合併。
自從 ERA 6.5 以來，在每項伺服器工作上只允許一個觸發。伺服器工作觸發數會在升級後自動調整，以符
合伺服器工作數。從 [工作] > [伺服器工作] 中選取工作，以查看其觸發的詳細資料。

報告、範本與所有其他物件
升級後，所有物件都會包含在 [全部] 靜態群組內。管理員可透過下列方法與使用者共用物件：
• 複製物件以讓非管理員的使用者可使用它們
• 移動物件至共用群組以讓更多使用者可存取它們
• 可指派其他權限集給使用者，以授與他們在 [全部] 群組 內指定物件的限制權限 (例如，[政策])。

靜態與動態群組
靜態群組對 ESMC 7 的安全性模型來說相當重要。每個物件都會位於一個靜態群組內。升級後，靜態與動
態群組的結構會維持不變。必須向使用者指派其群組的正確權限，以讓他們能看到其他群組成員並與其互
動。

開啟 ESMC Web Console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Web Console 是用於與 ESMC 伺服器連線的主要介面。您可以將它視為控
制台，作為所有 ESET 安全解決方案的中央管理場所。此為網頁式介面，只要有具備網路連線能力的裝置，
在任何場所均能透過瀏覽器加以存取。
開啟 ESMC Web Console 的方法有很多種：
• 在 [本機伺服器] (裝載 Web Console 的電腦) 的網頁瀏覽器中輸入此 URL：

https://localhost/era/
• 在任何能經由網際網路存取 Web 伺服器之處，輸入下列格式的 URL：
https://yourservername/era/
用您 Web 伺服器的真正名稱或 IP 位址取代 "yourservername"。
▪若要登入至 ESMC 虛擬設備]，請使用下列 URL：

https://[IP address]/
用您 ESMC VM 的 IP 位址取代「[IP 位址]」。
▪在您的本機伺服器 (裝載 Web Console 的電腦) 上，按一下 [開始] > [所有程式] > [ESET] >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 將會以預設的網頁瀏覽器開啟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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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這不適用於 ESMC 虛擬設備。
執行 Web Console 的 ESMC Web 伺服器啟動時，會顯示下列登入畫面。

如果這是您第一次登入，請提供您在安裝程序期間輸入的憑證。如需此畫面的詳細資料，請參閱 Web
Console 登入畫面。

注意
如果您在登入時發生問題，或嘗試登入時收到錯誤訊息，請參閱 Web Console 疑難排解。

使用啟動精靈
當您首次登入 Web Console 時，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的 [啟動精靈] 將出現。 此精靈將提供
重要 ESMC Web Console 區段、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和 ESET 安全性產品的基本說明。您將會閱讀關於
電腦、工作、原則和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資訊。
啟動精靈的最後一個步驟 (稱為部署) 將協助您建立全方位安裝程式套件 (包含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
式和 ESET 安全性產品)。

重要
安裝程式套件採用 .exe 檔案，因此僅適用於 Windows。
如果不想要使用精靈，請按一下 [關閉啟動精靈]。ESMC Web Console 將開啟。下次登入 ESMC Web Console，
將不會顯示精靈。您可以按一下
[說明] > [啟動精靈]，再次檢視啟動精靈。
您也可以建立全方位代理程式安裝程式，不一定要使用精靈，您可以藉由按一下 [快速連結] 區段內的
[其他部署選項]。
13

重要
如果您想要建立安裝程式套件，您的使用者帳戶必須已獲指派 [代理程式部署] 權限。若使
用者帳戶沒有此權限，啟動精靈將不會連同 [部署] 步驟一起顯示，且使用者將不會有建立
安裝程式套件的選項。
請遵循下列步驟以建立安裝套件：
1.[語言] - 選取 ESET 安全性產品安裝程式的語言版本。
2.產品 - 選取將與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一同安裝的 ESET 安全性產品。

注意
如果您看不到任何產品安裝檔案，請確認存放庫已設定為 AUTOSELECT。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伺服器設定的 [進階設定] 區段。
3.選取 [我接受應用程式使用者授權合約的條款且瞭解隱私權政策] 核取方塊。 參閱授權管理或 EULA

以取得詳細資訊。
4.如果您不同意將當機報告及遙測資料傳送至 ESET，則取消選取核取方塊 [參與產品改善計劃]。如果核
取方塊保留選取狀態，則會將遙測資料及當機報告傳送至 ESET。
5.授權 (選用) - 您可以使用授權管理所述的任何一種方法來新增授權。如果已具有授權管理中的現有
授權，只需選擇安裝期間將用來啟動 ESET 安全性產品的授權。如果未選擇授權，則您可以在沒有授權
的情況下建立安裝程式，並稍後啟動產品。只有其家用群組設定為 [全部]，且在該群組的授權上具有
[寫入] 權限的管理員，才可新增或移除授權。
6.如果您選取 [顯示進階設定] 核取方塊，您可以：
• 執行 ESET AV Remover - 若要解除安裝或完全移除目標裝置上的其他防毒程式，請選取此核取方
塊。
• 選取 [代理程式憑證]，然後視需要輸入 [憑證密碼] 。例如，如果您已在 ESMC 安裝期間指定密
碼，或是如果您即將使用搭配密碼的自訂憑證。否則，請保留 [憑證密碼] 欄位空白。

重要
憑證密碼不得包含下列字元：" \ 這些字元會在初始化代理程式期間造成嚴重錯誤。
• 選取 [啟用 HTTP Proxy 設定] 核取方塊並指定 Proxy 設定 ([伺服器]、[連接埠]、[登入] 及 [密

碼]) 以設定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與 Proxy 的連線，從而啟用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和
ESMC 伺服器之間的通訊轉發。 [伺服器] 欄位是執行 HTTP Proxy 之機器的位址。 依預設，HTTP
Proxy 會使用連接埠 3128。您也可以視需要設定不同的連接埠。請確保在 HTTP Proxy 配置中也設定
相同的連接埠。

重要
代理程式和 ESMC 伺服器之間的通訊協定不支援驗證。任何用於轉送代理程式通訊至需要驗證
之 ESMC 伺服器的 Proxy 解決方案將無法運作。
o當您選取 [啟用備用] 時，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會使用 ESMC 伺服器的直接連線，以免 HTTP

Proxy 連線無法使用。
7.完整磁碟加密 - 只有使用作用中的 ESET Full Disk Encryption 授權時，才能看見加密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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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按一下[建立安裝程式]。系統將會針對 32 位元和 64 位元的作業系統產生全方位安裝套件。按一下

所需版本來開始下載。待下載完成時，系統會提示您選擇檔案 (如 ESMC_Installer_x86_en_US.exe 或
ESMC_Installer_x64_en_US.exe) 的存放位置。按一下 [儲存檔案]。
9.在用戶端電腦上執行安裝套件檔案。將會在裝置上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及 ESET 安全性產
品並將裝置連線至 ESMC。如需逐步指示，請參閱 設定精靈。

注意
首次登入 ESMC Web Console 後，建議您在已安裝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的電腦上
執行作業系統更新用戶端工作。

ESMC Web Console
ESMC Web Console 是用於與 ESMC 伺服器連線的主要介面。您可以將它視為控制台，作為您管理所有 ESET
安全解決方案的中央場所。此為網頁式介面，只要有具備網路連線能力的裝置，在任何場所均能透過瀏覽
器加以存取 (請參閱支援的網頁瀏覽器)。當您首次登入 Web 主控台時，啟動精靈隨即顯示。
在 ESMC Web Console 標準配置中：
• 目前的使用者會永遠出現在右上角，其工作階段逾時的倒數資訊也會在此顯示。您可以隨時按一下

[登出] 來登出。當工作階段逾時 (由於使用者不活動)，使用者就必須再次登入。
• 若要變更使用者設定，請在 ESMC Web Console 右上角按一下您的使用者名稱。
• 按一下任何畫面頂端的
圖示，即可開啟 [說明] 功能表。此功能表中的第一個連結，一律會連結
至目前畫面的線上說明。
• 您可以隨時存取左側的 [功能表]，唯使用精靈時除外。按一下
以展開畫面左側的功能表；您可以
按一下
[收合] 功能表來收合它。
•
圖示一律代表內容功能表。
• 按一下
[重新整理] 以重新載入/重新整理顯示的資訊。
• 按一下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標誌以開啟儀表板畫面。
15

[狀態概觀] 會說明如何從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獲得最多資訊。這會引領您進行建議的步驟。

含樹狀目錄的畫面有特定的控制項。樹狀目錄本身位於左側，下方為其動作。按一下樹狀目錄中項目可顯
示該項目的選項。
表格可讓您個別管理列中的單位，或以群組方式管理 (當選取多列時)。按一下列即可顯示該列中單位的
選項。可篩選與排序表格中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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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精靈可編輯 ESMC 中的物件。所有經靈都共用下列行為：
• 步驟從上到下垂直排列。
• 您可以隨時返回任何步驟。
• 當您將游標移至新的欄位時，系統會標記無效的輸入資料。系統也標示包含無效輸入資料的精靈步驟。
• 直到所有輸入資料皆正確後，[完成] 才可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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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的
Endpoint 產品
若要開始管理 ESET 商業解決方案，您需要先執行初始配置。我們建議您使用狀態概觀，特別是如果您已略
過啟動精靈。管理員可在 ESMC Web Console 執行多種工作，以安裝產品並控制用戶端電腦。

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與 Endpoint 安全性產品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需要在每台受管理用戶端電腦上，都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
式。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可以與 Endpoint 安全性產品一起安裝。 安裝前，我們建議您將您的授權匯
入至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中，以便用於接下來的安裝。 安裝 Endpoint 產品有兩種方法：
• 使用代理程式和 ESET 安全性產品安裝程式或 ESET Remote Deployment Tool 來同時安裝 Endpoint 產

品和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 在您已使用用戶端工作，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用戶端上，安裝 ESET Endpoint 產品

管理 Endpoint 安全性產品於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您可以在 ESMC Web Console 管理所有 Endpoint 安全性產品。原則是用於在單一電腦或群組上套用設定。
例如，您可以建立原則以封鎖對特定網站地區的存取，或變更掃描器設定偵測敏感度 (適用於 Endpoint
7.2)，或是變更所有其他 ESET 安全性設定。您可以合併原則，如範例所示。使用 ESMC 設定的原則，無法由
用戶端電腦上的使用者覆寫。不過，管理員可以使用覆寫功能，讓使用者可在用戶端上暫時作出變更。變
更完成後，您可以從用戶端要求最終配置並儲存為新原則。
工作也可用於管理用戶端。用戶端工作是從 Web Console 部署，且會由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在用戶
端上執行。最常見的 Windows Endpoint 用戶端工作為：
• 更新模組 (與更新病毒資料庫)
• 執行指定掃描
• 執行自訂指令
• 要求電腦與產品配置

將電腦狀態與取自用戶端的資訊報告至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每台用戶端電腦都會透過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代連線至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代理程式會
向 ESMC 伺服器報告所有關於用戶端電腦及其軟體的要求資訊。 代理程式與伺服器的連線依預設將設定為
1 分鐘，但此時間可於您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原則內變更。 所有 Endpoint 或其他 ESET 安全性產
品的防護記錄，都會傳送至 ESMC 伺服器。
您可在 [電腦] 中找到有關已安裝的 ESET 產品資訊，以及其他關於用戶端作業系統和狀態的基本資訊。選
取用戶端並按一下 [顯示詳情]。在此視窗的
[配置] 區段內，使用者可以找到較舊的配置或要求目前
的配置。在 [Sysinspector] 區段內，使用者可要求防護記錄 (僅限 Windows 電腦)。
Web 主控台也可讓您從用戶端裝置，存取所有偵測的清單 (瀏覽至 [偵測])。在 [電腦] 中可檢視來自單
一裝置的偵測。[選取用戶端] 然後按一下 [顯示詳細資料] > [偵測與隔離區]。 如果用戶端電腦執行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您可以檢視及管理 Enterprise Inspector 偵測。
您可以指定形式產生自訂報告，或使用已排程工作來檢視網路內用戶端的資料。預先定義報告範本可讓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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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收集重要資料，您也可以建立自己的新範本。報告範例包括關於電腦、偵測、隔離和必要更新的彙總
資訊。

重要
使用者只可使用自己有足夠權限使用的報告範本。依預設，所有範本均儲存於 [全部] 群組
中。報告只能包含該使用者權限範圍內，電腦與事件的相關資訊。即使範本在多個使用者之
間共用，其報告也只會包含該使用者具有權限的裝置相關資訊。如需存取權限的詳細資訊，
請參閱權限清單。

ESET 推播通知服務
ESET Push Notification Service (EPNS) 可用於從 ESMC 伺服器接收訊息 (如果伺服器有針對用戶端的通知)。
連接正在執行中，以便 ESMC 可以立即將 (推送) 通知發送到用戶端。當連接中斷時，用戶端將嘗試重新
連接。永久連接的主要原因是使用戶端可以接收訊息。
Web 主控台使用者可以透過 ESMC 伺服器和 ESET Management 版本 7.x 代理程式之間的 EPNS 來發送喚醒呼
叫。每個喚醒呼叫也會傳送 [網路喚醒] 呼叫。 您可以在伺服器設定中為 [網路喚醒] 設定多點傳送位
址。

連線詳細資訊
若要將您的區域網路配置為允許與 EPNS 通訊，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及 ESMC 伺服器必須能夠連線到
EPNS 伺服器。 如果您無法為代理程式建立與 EPNS 的連線，則只有喚醒呼叫會受到影響。
連線詳細資訊
傳輸安 SSL
全性
通訊協 MQTT (機器對機器連線通訊協定)
定
連接埠 • 主要:8883
• 備用: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原則設定的 443 及 proxy 連接埠
連接埠 8883 是首選連接埠，因為它是 MQTT 連接埠。443 只是一個備用連接埠，並且與其他
服務共用。此外，由於 HTTP 代理伺服器的未活動或最大開啟連接限制，防火牆可以中止連接埠
443 上的連接。
主機位 epns.eset.com
址
Proxy 相 如果您使用 HTTP Proxy 來轉送通訊，也會透過 HTTP Proxy 來傳送喚醒呼叫。不支援驗證。確定
容性
在您希望傳送喚醒呼叫之電腦的代理程式原則中配置 HTTP Proxy。如果 HTTP Proxy 無法運作，則
會直接傳送喚醒呼叫。

與 ERA 6.x 的相容性
• ERA 第 6.x 版代理程式無法從 ESMC 第 7 版及更新版本接收喚醒呼叫。ERA 第 6.x 版代理程式僅能接受

[網路喚醒] 訊號，而可喚醒相同網路上的電腦。網路喚醒不會強制執行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
複寫。
•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可透過 EPNS (而非 ERA 6.x 伺服器) 接受喚醒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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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代理程式未能與新版或舊版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伺服器交叉相容。

疑難排解
• 確定防火牆設定為允許連線到 EPNS (請參閱以上詳細資料)。
• 確定代理程式和伺服器都能直接連線到 EPNS 伺服器。

VDI、複製和硬體偵測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可支援 VDI 環境、機器的複製和非持續性儲存系統。需要這項功能，才能
設定主要電腦的旗標，或解決在複製或硬體變更後出現的問題。
• 在問題解決之前，用戶端機器無法複寫 到 ESMC 伺服器。用戶端僅會檢查問題是否已解決。
• 停用硬體偵測便無法還原，請只在實體機器上謹慎使用該功能！
• 解決多個問題時，請使用狀態概觀 - [問題] 動態磚。

支援哪些 OS 和 Hypervisor?
警告
開始將 VDI 與 ESMC 搭配使用之前，請透過知識庫文章深入了解各種 VDI 環境的支援和不支
援的功能。
• 僅支援 Windows XP SP2 x64 和更新版本的 Windows 作業系統。
• 不支援 ESET 虛擬代理程式主機。
• 不支援 ESET Full Disk Encryption。
• 不支援透過 MDM 管理的行動裝置。
• Virtual Box 中連結的複製項無法彼此區分。
• 在極少數的情況下，ESMC 可自動關閉偵測功能。當 ESMC 無法可靠地分析硬體時，就會發生這種情形。
• 請參閱支援配置的清單：
oCitrix PVS 7.0+，含實體機器
oCitrix PVS 7.0+，含 Citrix XenServer 7+ 中的實體機器
oCitrix PVS 7.0+ 及 Citrix XenDesktop，含 Citrix XenServer 7+
oCitrix 機器建立服務
o(不含 PVS) Citrix XenDesktop，含 Citrix XenServer 7+
o搭配 VMware ESXi 的 VMware Horizon 7.x (不支援即時複製)
oMicrosoft SCCM (適用於重新映像)

VDI 環境
您可以對 VDI 集區使用主要機器搭配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不需要 VDI 連接器；所有通訊都會透過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處理。在設定 VDI 集區 (機器類別) 之前，必須在主要機器上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7。
• 如果您想要建立 VDI 集區，請先在 電腦詳細資訊 - [硬體] 中標記主要電腦，再建立集區。選取 [標記

為主要以供複製 (與現有電腦比對)]。
• 如果從 ESMC 中移除主要電腦，則禁止復原其身分 (複製)。集區中的新機器每次都會取得新身分 (在
Web 主控台中建立新機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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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VDI 集區中的機器第一次連線時，必須有 1 分鐘的連線間隔。在前幾次複寫之後，就會從主要電腦

繼承連線間隔。
• 使用 VDI 集區時絕不停用硬體偵測。
• 您可以讓主要機器與複製的電腦一起執行，使其保持最新狀態。

在 Hypervisor 上複製機器
您可以建立一般機器的複製項。只要等候問題出現，並選取 [只有這次建立新電腦] 來解決問題。

系統與實體機器的映像處理
您可以使用已安裝 ESET Management Agent 的主要映像，並且在實體電腦上部署它。完成此作業的方式有
兩種：
1.系統會在每次映像部署之後於 ESMC 中建立新機器。
• 在問題中手動解決每部新電腦，然後選取 [每次建立新電腦]。
• 在複製之前標記主要機器。選取 [標記為主要以供複製 (建立新電腦)]。
2.系統會在新電腦上部署映像之後於 ESMC 中建立新機器。如果在先前具有 ESMC 歷程的電腦上重新部

署映像 (已經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v7)，這部機器就會連線至其在 ESMC 中的先前身分。
• 在問題中手動解決每部新電腦，然後選取 [每次與現有電腦比對]。
• 在複製之前標記主要機器。選取 [標記為主要以供複製 (與現有電腦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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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如果您有主要電腦的影像 (或範本)，確定將之保持為最新狀態。在主要機器上升級或重新安
裝任何 ESET 元件之後，一律更新影像。

平行複寫
ESMC 伺服器可辨識並解決將多部電腦平行複寫到 ESMC 中的單一身分。系統會向電腦詳細資訊 - [警示]回
報這類事件 ('多個連線具有相同的代理程式 ID')。解決此問題的方式有兩種：
• 使用警示上可用的單擊動作。電腦已分割，其硬體偵測會永久關閉。
• 在少數情況下，已關閉硬體偵測的電腦也可能發生衝突。在這類情況下，重設已複製的代理程式工作

是唯一的選項。
• 在機器上執行重設已複製的代理程式工作。這樣您就不必停用硬體偵測。

解決複製問題
每次機器連線到 ESMC 伺服器，就會基於兩個指紋建立一個項目：
•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UUID (通用唯一識別碼) - 會在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重新安裝在機

器上後發生變更 (請參閱雙重代理程式情況)。
• 機器硬體指紋 - 如果電腦已複製或重新部署，將會發生變更。
如果 ESMC 伺服器偵測到下列其中一項，就會顯示一個問題：
• 複製的裝置連線
• 已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現有裝置中有硬體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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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下列各項不支援硬體指紋偵測：
• Linux、macOS、Android、iOS
• 透過 ESET 虛擬代理程式主機 (ESET 虛擬化安全性) 管理的系統
• 沒有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7 的機器
按一下問題並選取 [解決問題]，開啟具有下列選項的功能表：
新電腦會從這部電腦進行複製或映像處理
每次與現有電腦比對
在下列情況下選取這個選項：
KB 文章
• 您使用這部電腦作為主要電腦，而其所有映像應連
線至 ESMC 中的現有電腦。
• 您使用這部電腦作為主要電腦來設定 VDI 環境，而
這部電腦位於 VDI 集區且預計會根據硬體指紋 ID 復
原其身分。
每次建立新電腦
當您使用這部電腦作為主要映像，並希望 ESMC 將此 KB 文章
電腦的所有複製項自動辨識為新電腦時，選取這個
選項。請勿使用於 VDI 環境。
僅這次建立新電腦
電腦只會複製一次。選取這個選項可為已複製的電 KB 文章
腦建立新執行個體。

不會從這部電腦複製任何電腦，但其硬體已變更
每次接受變更的硬體
為此裝置永久停用硬體偵測。僅使用於報告不存在的硬體變更時。

警告
這個動作無法還原！
如果您停用硬體偵測，代理程式和伺服器都將儲存此設定。
重新部署代理程式不會恢復停用的硬體偵測。停用硬體偵測
的電腦不適用於 ESMC 中的 VDI 方案。
僅這次接受變更的硬體

選取這個選項可更新裝置的硬體指紋。在用戶端電腦的硬體變更之後，使
用這個選項。系統將會再度回報未來的硬體修改。

按一下 [解決] 來提交選取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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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代理程式情況
如果已在用戶端機器上解除安裝並再次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但是電腦不會從 Web 主控台中
移除)，則 Web 主控台中會有兩部相同的電腦。一部會連線到伺服器，另一部則不會。此情況不是由 [問
題] 對話方塊視窗處理。此類情況是因為不正確的代理程式移除程序所致。唯一的解決方案是從 Web 主控
台手動 移除未連線的電腦。之後將會遺失在重新安裝前建立的歷程和防護記錄。

使用刪除未連線電腦工作
如果您有一台電腦的 VDI 池，但並未正確解決問題 (如上所述)，則從池中重新載入電腦後，Web 主控台會
建立新的電腦執行個體。在 Web 主控台中的電腦執行個體遭到堆疊，可能過度使用授權。我們不建議您透
過設定刪除未連線電腦工作來解決它。此類過程會移除已刪除電腦的歷史記錄 (防護記錄)，授權也可能
過度使用。

過度使用的授權
代理程式且啟動 ESET 安全性產品的用戶端電腦被複製時，每個複製的機器都能要求另一個授權席位。此過
程可能會過度使用您的授權。在 VDI 環境中，使用離線授權檔案來啟動 ESET 產品，並聯絡 ESET 來修改您
的授權。

對複製電腦的通知
使用者有三個預先準備的通知可用於複製相關動作、硬體變更，或使用者可以使用複製相關事件來建立新
的自訂通知。若要設定通知，請在 Web 主控台中瀏覽至
[通知] 功能表。
• 已註冊新電腦 – 通知電腦是否為第一次連線到所選的靜態群組 (依預設會選取 [全部] 群組)。這僅

適用於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第 7.x 版。
• 已復原電腦身分 – 通知是否已根據硬體來識別電腦。會從主要電腦或其他已知來源複製電腦。
• 偵測到潛在電腦複製 – 如果來源機器先前並未標記為主要，則會通知重大的硬體修改或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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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識別
ESMC 正在蒐集有關每個管理裝置的硬體詳細資訊，並嘗試識別裝置。每個連線到 ESMC 的裝置都屬於下列
其中一個類別，其顯示於
[電腦] 視窗的 [硬體識別] 欄中。
• 硬體偵測已啟用 – 偵測已啟用且運作正常。
• 硬體偵測已停用 – 偵測已由使用者或由 ESMC 伺服器自動停用。
• 沒有硬體資訊 – 沒有可用的硬體資訊，因為用戶端裝置正在執行不支援的作業系統或舊版代理程式。
• 硬體偵測不可靠 – 使用者回報此偵測不可靠，而且即將停用。此狀態只會發生於偵測停用之前的單

一複寫間隔期間內。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部署
本節說明所有可用來在網路中的用戶端電腦上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方法。代理程式非常重要，
因為在用戶端電腦上執行的 ESET 安全解決方案只會透過該代理程式與 ESMC 伺服器通訊。

將用戶端電腦新增至 ESMC 結構
若要開始管理網路中的用戶端電腦，您需要先將它們新增至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使用下列其
中一種方式以新增：
• Active Directory 同步化
• RD Sensor
• 手動新增新裝置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部署
執行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部署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您可以在本機或從遠端部署代理程式：
• 本機部署 - 在用戶端電腦上本機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及 ESET 安全性產品)。

注意
唯有當您的網路規模較小 (最多 50 部電腦)，我們才建議您使用本機部署。如您的網路規模
較大，可以使用 GPO 或 SCCM 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 遠端部署 - 若要在許多用戶端電腦上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我們建議您使用這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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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ctive Directory 同步化新增電腦
執行靜態群組同步化伺服器工作以執行 AD 同步化。這是預先定義的預設工作，您可以選擇在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安裝期間自動執行。如果電腦在網域中，則系統將執行同步化，AD 中的電腦會列在全
部預設群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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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開始同步化程序，請按一下工作並選擇 [立即執行]。如果您需要建立新的 AD 同步化工作，請選取您
要從 AD 將新電腦新增至哪一個群組。亦在 AD 中選取您要同步化的物件，以及處理重複項目的方式。輸入
您的 AD 伺服器連線設定，並將 [同步化模式] 設定為 Active Directory/Open Directory/LDAP。遵循此
ESET 知識庫文章中的逐步說明。

手動新增新裝置
此功能可讓您手動新增找不到或無法自動新增的電腦或行動裝置。電腦或群組索引標籤可讓您新增新的電
腦或行動裝置。
1.若要新增電腦，按一下 [電腦] > [新增]，然後選取 [電腦] (或者，按一下位於現有 [靜態群組] 旁

的齒輪圖示 ，然後按一下 [新增])。
2.[新增電腦] - 您可以使用多個選項：
o輸入所要新增電腦的 [IP 位址] 或 [主機名稱]，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將在網路上搜尋該
電腦。或者，您可以輸入電腦的 [說明]。
o[+新增裝置] 以新增其他裝置。如果要從裝置清單中刪除電腦，請按一下 [垃圾桶] 圖示
，或按
一下[全部移除]。
o[匯入 CSV] 以上傳包含所要新增之電腦清單的 .csv 檔案。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入 CSV 上傳。
o[複製並貼上] - 電腦的自訂清單 (以自訂分隔符分隔)。此功能的作用類似於匯入 CSV。
3.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4.上層群組 - 選取現有的上層群組，然後按一下 [確定]。
5.使用 FQDN 解決方法：
o選取核取方塊，ESMC 伺服器會將提供的 IP 位址或電腦主機名稱轉譯為完整的網域名稱。
o取消選取核取方塊，以匯入提供的電腦名稱。此選項可利用 FQDN 格式的名稱，更快速地批次匯入電
腦 (例如，從 .csv 匯入)。
6.如果要新增的電腦已存在於 ESMC 中，請使用衝突解決下拉式功能表選取要執行的動作：
• 偵測到時詢問：偵測到衝突時，程式會要求您選取一個動作 (請見以下選項)。
• 略過重複的裝置:將不新增重複的電腦。
• 建立重複的裝置:使用不同的名稱新增電腦。
• 將重複的裝置移入群組... ：會將衝突的電腦移入父群組。
7.完成變更之後，按一下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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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新增多部電腦可能會花更多時間 (可能會執行反向 DNS 查詢) - 請參閱上述的 [使用 FQDN
解決方案])。
8.將會出現快顯視窗，顯示要新增的裝置清單。您可以按一下 [確定] 或部署代理程式。
9.如果您按一下 [部署代理程式]，請選擇您要執行的部署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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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RD Sensor 新增電腦
如果您未使用 AD 同步化，則尋找網路結構中未受管理電腦的最簡單方法，就是使用 RD Sensor。 RD Sensor
會監控其所部署的網路，以及不含 Agent 之新裝置連線至網路及其向 ESMC 報告的時間。
在 [報告] 中，移至 [電腦] 區段，然後按一下 [惡意電腦] 報告。

[惡意電腦] 報告會列出 RD Sensor 所找到的電腦。您可以使用 RD Sensor 原則調整 RD Sensor 報告的資訊。
按一下您要 [新增] 的電腦，或者 [新增所有已顯示的項目]，便可新增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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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要新增單一電腦，可以使用預先設定的名稱，或指定自己的名稱 (這是顯示名稱，僅用於 ESMC Web
Console 中，不是真正的主機名稱)。您也可以視需要來新增說明。如果 ESMC 目錄中已有此電腦，系統便
會通知您，您可以決定如何處理重複的項目。可用的選項是：部署代理程式、略過、重試、移動、複製或取消。
新增電腦後，快顯視窗隨即開啟，並顯示 [部署代理程式] 選項。
如果您按一下 [新增所有已顯示的項目]，則會顯示待新增的電腦清單。按一下
，使您 ESMC 目錄在這
次不包含該特定電腦。當您完成移除清單中的電腦時，請按一下 [新增]。按一下 [新增] 後，請選取發
現重複項目時要採取的動作 (視清單中的電腦數目而定，可能會略為延遲)：[略過]、[重試]、[移
動]、[複製] 或 [取消]。選取選項後，快顯視窗隨即開啟，其中顯示可在這些電腦上 [部署代理程式] 的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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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Sensor 掃描的結果已寫入一個防護記錄檔案，名稱為 detectedMachines.log。該檔案包含在您網路
上已發現電腦的清單。您可以在此找到 detectedMachines.log 檔案：
• Windows

C:\ProgramData\ESET\Rogue Detection Sensor\Logs\detectedMachines.log
• Linux
/var/log/eset/RogueDetectionSensor/detectedMachines.log

ESET Rogue Detection Sensor 原則設定
可以使用原則變更 ESET RD Sensor 的行為。這最常用來變更位址的過濾方式。例如，您可以在黑名單中包
括特定位址，如此便不會偵測它們。
按一下 [原則] 並展開 [自訂原則]，以編輯現有的原則或建立新原則。

過濾
IPv4 過濾器
啟用 IPv4 位址過濾 - 啟用過濾後，系統將只會偵測到其 IP 位址列在 IPv4 過濾清單白名單上的電腦，
或未列在黑名單上的電腦。
過濾器 - 指定清單將是 [白名單]，還是 [黑名單]。
IPv4 位址清單 - 按一下 [編輯 IPv4 清單]，來新增或移除清單中的位址。
MAC位址字首過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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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 MAC 位址字首過濾 - 啟用過濾後，系統將只會偵測其 MAC 位址字首 (xx:xx:xx) 位址列在 MAC 位
址清單上的電腦，或未列在黑名單上的電腦。
過濾模式 - 指定清單將是 [白名單]，還是 [黑名單]。
MAC 位址字首清單 - 按一下 [編輯 MAC 字首清單]，來新增或移除清單中的字首。
偵測
啟動偵測 - 啟用此選項，將允許 RD Sensor 在本機網路中搜尋電腦活動。這可以改善搜尋結果，但也可能
在某些機器上觸發防火牆警告。
OS 偵測連接埠 - RD Sensor 會使用預先配置的連接埠清單，搜尋區域網路中的電腦。您可以編輯連接埠清
單。
進階設定
診斷 - 啟用或停用為了改善客戶體驗，將損毀報告提交到 ESET 的功能。
指派
指定將接收此原則的用戶端。按一下 [指派] 以顯示所有的靜態群組與動態群組及其成員。選取您要套用
原則的電腦，並按一下 [確定]。

摘要
檢閱此原則的設定，並按一下 [完成]。

本機部署
此部署方法適用於內部部署安裝。建立或下載安裝套件，然後再透過共用資料夾、隨身碟或電子郵件允許
他人存取。安裝程式套件必須由管理員或具有管理員權限的使用者安裝。

注意
唯有當您的網路規模較小 (最多 50 部電腦)，我們才建議您使用本機部署。如您的網路規模
較大，可以使用 GPO 或 SCCM 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執行本機部署的方式有三種：
建立代理程式安裝程式 (僅限 Windows)
建立代理程式 Live Installer
從 ESET 網站下載代理程式 (Windows、Linux、macOS)

本機部署與權限
如需更多有關如何讓使用者可在本機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資訊，請遵循此範例中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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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請記住，在建立安裝程式時，使用者將能夠使用憑證。使用者必須具有 [憑證] 的 [使用]
權限，才能存取憑證包含其內的靜態群組。如果使用者想要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系統需要將簽署實際伺服器憑證之憑證授權單位的 [使用] 權限指派給使用者。如需如何將
存取區分為憑證及憑證授權單位的詳細資訊，請閱讀此範例。如需存取權限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權限清單。

建立代理程式 (和 ESET 安全性產品) 安裝程式
全方位安裝程式 (包含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與 ESET 產品) 套件的建立程序與啟動精靈相似；不過
全方位安裝程式可允許進階配置選項。

重要
安裝程式套件為.exe 檔案，因此僅適用於 Windows 作業系統。
在功能表列的 [快速連結] 區段中按一下 [其他部署選項]。在 [部署代理程式] 視窗中，按一下 [建立
全方位安裝程式 (僅限 Windows)] 底下的 [建立安裝程式]。[建立全方位安裝程式] 視窗隨即開啟。

基本
如果您不同意將當機報告及遙測資料傳送至 ESET，則取消選取核取方塊 [參與產品改善計劃]。如果核取方
塊保留選取狀態，則會將遙測資料及當機報告傳送至 ESET。
套件內容 - 從下列選項選取核取方塊：
• 管理代理程式 - 僅包含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如果稍後想在用戶端電腦上安裝 ESET 安全性產

品，或者用戶端電腦上已經安裝 ESET 安全性產品，請選取這個選項。
• 安全性產品 - 包含 ESET 安全性產品與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如果用戶端電腦並未安裝任何
ESET 安全性產品，而您想要隨著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一起進行安裝，請選取這個選項。
• 完整磁碟加密 - 只有使用作用中的 ESET Full Disk Encryption 授權時，才能看見加密選項。

安全性產品
• 授權 (選用) - 您可以使用授權管理所述的任何一種方法來新增授權。如果已具有授權管理中的現有

授權，只需選擇安裝期間將用來啟動 ESET 安全性產品的授權。如果未選擇授權，則您可以在沒有授權的
情況下建立安裝程式，並稍後啟動產品。只有其家用群組設定為 [全部]，且在該群組的授權上具有
[寫入] 權限的管理員，才可新增或移除授權。
• 產品 - 選取將與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一同安裝的 ESET 安全性產品。

注意
如果您看不到任何產品安裝檔案，請確認存放庫已設定為 AUTOSELECT。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伺服器設定的 [進階設定] 區段。
• [語言] - 選取 ESET 安全性產品安裝程式的語言版本。
• 或者，您可以選取將在安裝期間套用到 ESET 安全性產品的 [原則]。
• 選取 [我接受應用程式使用者授權合約的條款且瞭解隱私權政策] 核取方塊。 參閱授權管理或 EULA

以取得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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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
系統會根據可用的憑證自動選擇對等憑證和 ESMC 憑證授權單位。若您想使用不同於自動選取憑證的憑證，
請按一下 [ESMC 憑證] 以查看可用憑證清單，然後選取您想使用的憑證。若您想使用自己的 [自訂憑證]，
請按一下選項按鈕並上傳 .pfx 憑證檔案。如需進一步的詳細資料，請參閱以 ESMC 自訂憑證。
視需要輸入憑證密碼。例如，如果您已在 ESMC 安裝期間指定密碼，或是要使用具有密碼的自訂憑證。否
則，請保留 [憑證密碼] 欄位空白。

重要
憑證密碼不得包含下列字元：" \ 這些字元會在初始化代理程式期間造成嚴重錯誤。

重要
請注意，[憑證密碼]將會內嵌在 .exe 檔案中，因此可加以擷取。

進階
在本區段中，您可以自訂全方位安裝程式套件：
• 或者，您也可以變更套件安裝程式的 [名稱] 和輸入 [說明]。
•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 上層群組 (選用) - 選取 [上層群組]，在電腦安裝之後將放置此處。部署安裝程式之後，您可以針對

要指派的裝置選取現有靜態群組或建立新靜態群組。
• 執行 ESET AV Remover - 若要解除安裝或完全移除目標裝置上的其他防毒程式，請選取此核取方塊。
• 初始安裝程式配置 (選用) - 如果您希望將配置原則套用到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則使用此選
項。請按一下 [代理程式配置 (選用)] 之下的 [選取]，再從可用原則清單中選擇。如果預先定義原則
中沒有合適的原則，您可以建立新原則或先自訂現有原則。
• 伺服器主機名稱 - 輸入 ESMC 伺服器 IP 位址。如果需要，您可以指定 連接埠 號碼 (預設值為 2222)。
• 選取 [啟用 HTTP Proxy 設定] 核取方塊並指定 Proxy 設定 ([伺服器]、[連接埠]、[登入] 及 [密碼])
以設定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與 Proxy 的連線，從而啟用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和 ESMC 伺服
器之間的通訊轉發。 [伺服器] 欄位是執行 HTTP Proxy 之機器的位址。 依預設，HTTP Proxy 會使用連接
埠 3128。您也可以視需要設定不同的連接埠。請確保在 HTTP Proxy 配置中也設定相同的連接埠。

重要
代理程式和 ESMC 伺服器之間的通訊協定不支援驗證。任何用於轉送代理程式通訊至需要驗證
之 ESMC 伺服器的 Proxy 解決方案將無法運作。
o當您選取 [啟用備用] 時，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會使用 ESMC 伺服器的直接連線，以免 HTTP

Proxy 連線無法使用。
• 按一下 [完成]。 系統將會針對 32 位元和 64 位元的作業系統產生全方位安裝套件。按一下所需版

本來開始下載。待下載完成時，系統會提示您選擇檔案 (如 ESMC_Installer_x86_en_US.exe 或
ESMC_Installer_x64_en_US.exe) 的儲存位置。按一下 [儲存檔案]。
在用戶端電腦上執行安裝套件檔案。將會在裝置上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及 ESET 安全性產品並
將裝置連線至 ESMC。如需逐步指示，請參閱 設定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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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代理程式 Live Installer - Windows/Linux/macOS
此類型的代理程式部署適用於遠端及本機部署選項皆不適合您的環境時。在這種情況下，您可以透過電子
郵件來散佈代理程式 Live Installer，再讓使用者進行部署。您也可以從可移除的媒體 (例如，USB 隨身碟) 執
行代理程式 Live Installer。

重要
• 用戶端電腦必須具有網際網路連線，才能下載代理程式安裝套件。
• 確定用戶端機器與網際網路連線，而且可連線至 ESMC 伺服器。

在功能表列的 [快速連結] 區段中按一下 [其他部署選項]。在 [部署代理程式] 視窗中，按一下 [建立
代理程式 Live Installer] 下的 [建立安裝程式] 按鈕。[代理程式 Live Installer] 視窗隨即開啟。

套件建立
如果您不同意將當機報告及遙測資料傳送至 ESET，則取消選取核取方塊 [參與產品改善計劃]。如果核取方
塊保留選取狀態，則會將遙測資料及當機報告傳送至 ESET。
憑證 - 系統會根據可用的憑證自動選擇對等憑證和 ESMC 憑證授權單位。若您想要使用非自動選取的憑證，
請按一下 [ESMC 憑證] 說明以查看可用憑證清單。如果您想要使用 [自訂憑證]，請按一下選項按鈕，然
後再上傳 .pfx 憑證檔案。如需進一步的詳細資料，請參閱搭配 ESMC 的自訂憑證。
視需要輸入 [憑證密碼]。例如，如果您已在 ESMC 安裝期間指定密碼，或是要使用具有密碼的自訂憑證。
否則，請保留 [憑證密碼] 欄位空白。

重要
憑證密碼不得包含下列字元：" \ 這些字元會在初始化代理程式期間造成嚴重錯誤。
配置 - 在本區段中，您可以為代理程式 Live Installer 套件自訂下列設定：
1.或者，您也可以變更套件安裝程式的 [名稱] 和輸入 [說明]。
2.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3.代理程式配置 (選用) - 如果您希望將配置的原則套用到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則使用此選項。

請按一下 [選取]，再從可用原則清單中選擇。
4.伺服器主機名稱 - 輸入 ESMC 伺服器 IP 位址。如果需要，您可以指定 連接埠 號碼 (預設值為
2222)。
5.上層群組 (選用) - 選取 [上層群組]，在電腦安裝之後將放置此處。部署安裝程式之後，您可以針
對要指派的裝置選取現有靜態群組或建立新靜態群組。
6.選取 [啟用 HTTP Proxy 設定] 核取方塊並指定 Proxy 設定 ([伺服器]、[連接埠]、[登入] 及 [密碼])
以透過 Proxy 下載安裝程式，並且設定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與 Proxy 的連線，從而啟用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和 ESMC 伺服器之間的通訊轉發。 在這裡閱讀 Proxy 的相關資訊。

重要
代理程式和 ESMC 伺服器之間的通訊協定不支援驗證。任何用於轉送代理程式通訊至需要驗證
之 ESMC 伺服器的 Proxy 解決方案將無法運作。
o當您選取 [啟用備用] 時，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會使用 ESMC 伺服器的直接連線，以免 HTTP

Proxy 連線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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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按一下 [完成] 以產生 Windows、Linux 與 macOS 代理程式安裝程式檔案的連結。

8.按一下所要下載安裝程式檔案底下的 [下載]，並儲存該 [zip] 檔案。將檔案解壓縮到您要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用戶端電腦上，並執行 ESMCAgentInstaller.bat (Windows) 或
ESMCAgentInstaller.sh 指令碼 (Linux 和 macOS)，以執行該安裝程式。如需如何使用代理程式 Live
Installer，在用戶端上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指示，請參閱我們的知識庫文章。

注意
如果您正在 Windows XP SP2 上執行指令碼，則必須安裝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系統
管理工具包。否則，代理程式 Live Installer 將無法正常執行。安裝好 Administration Pack 之後，
您便能夠執行代理程式 Live Installer 指令碼。

注意
檢查用戶端電腦上的狀態防護記錄
C:\ProgramData\ESET\RemoteAdministrator\Agent\Logs\status.html ，以確定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正常運作。如果代理程式發生問題 (例如，未連線至 ESMC 伺服器)，請參閱疑難排
解。

從自訂遠端位置部署
若要從 ESET 儲存庫以外的位置部署代理程式，請修改安裝指令碼，以指定代理程式套件所在的新 URL。您
也可以使用新套件的 IP 位址。
尋找及修改下列行：

Windows：
set
url=http://repository.eset.com/v1/com/eset/apps/business/era/agent/v7.../agent_x64.m
si
set
url=http://repository.eset.com/v1/com/eset/apps/business/era/agent/v7.../agent_x8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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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Linux:
eraa_installer_url=http://repository.eset.com/v1/com/eset/apps/business/era/agent/v7
.../agent-linux-i386.sh
eraa_installer_url=http://repository.eset.com/v1/com/eset/apps/business/era/agent/v7
.../agent-linux-x86_64.sh

macOS:
eraa_installer_url=http://repository.eset.com/v1/com/eset/apps/business/era/agent/v7
.../agent-macosx-x86_64.dmg

從本機共用資料夾進行部署
若要在沒有 ESET 存放庫下載伺服器的情況下，使用代理程式 Live Installer 從您的本機共用資料夾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請執行下列步驟：

Windows：
1.編輯 ESMCAgentInstaller.bat 檔案。
2.藉由在行 set url=%installDirectory%\agent_x64.msi 之前新增命令 copy /y
\\server\share\agent_x64.msi %installDirectory%，然後在行 set
url=%installDirectory%\agent_x86.msi 之前新增命令 copy /y
\\server\share\agent_x86.msi %installDirectory%，並變更行 set
url=%installDirectory%\agent_x64.msi 和 set url=%installDirectory%\agent_x86.msi
以指向正確的本機下載檔案，將 .msi 代理程式安裝程式複製到 ESMCAgentInstaller.bat 檔案使用

的本機目錄。
原始檔案外觀類似：

請參閱以下更新檔案。使用您自己的 URL (本機共同資料夾)，但請勿變更 %install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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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代理程式 Live Installer 會根據其 checksum 驗證安裝檔案的完整性。這是針對每個檔案產生的
唯一字串。如果檔案變更，其 checksum 也會隨之變更。

重要
請確保在其下執行安裝套件的使用者帳戶，對本機共用資料夾具有寫入權限。路徑可以包含
空格，例如 \\server\share\Agent_x64.msi (請勿使用引號 "")。
3.編輯第 81 行以利用下列內容取代 " echo.packageLocation = DownloadUsingHTTPProxy^("!url!",

"!http_proxy_hostname!", "!http_proxy_port!", "!http_proxy_username!", "!http_proxy_password!"^) "

with echo.packageLocation = "!url!"

4.儲存檔案。

macOS:
1.在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ESMCAgentInstaller.sh 指令碼。
2.刪除行：62-69 及 73-86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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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本機安裝程式的路徑取代第 171-190 行。請參閱影像中反白顯示的區域。使用您自己的 URL (本

機共同資料夾)，而非下方所示的 URL。

4.儲存檔案。

Linux:
1.在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ESMCAgentInstaller.sh 指令碼。
2.刪除行：38 及 39 行：

3.使用本機安裝程式的路徑取代下列行。

1.使用本機 x86_64 安裝程式的路徑取代第 42 - 60 行。請參閱影像中反白顯示的區域。使用您自己

的 URL (本機共同資料夾)，而非下方所示的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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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刪除第 54 - 75 行。

6.儲存檔案。

從 ESET 網站下載代理程式
從 ESET 網站下載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安裝套件。視用戶端電腦上的作業系統，選取適用的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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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ux 伺服器輔助和離線安裝
• macOS
• Windows
o伺服器協助式安裝 - 使用代理程式安裝套件，自動從 ESMC 伺服器下載憑證 (建議用於本機部署)。

注意
如果您決定讓另一個使用者可執行伺服器協助式安裝，請確保下列權限已設定為：
• 使用者必須句具有已簽署伺服器對等憑證的憑證授權單位 [使用] 權限，以及至少一個對等
憑證的 [使用] 權限。若不存在這樣的憑證，使用者將需要 [寫入] 權限來建立新的憑證。
• 使用者要在其中新增電腦的群組的 [寫入] 權限。
o離線安裝 - 使用代理程式安裝套件。在此部署方式中，您必須手動匯出憑證並將其套用。

檢查用戶端電腦上的狀態防護記錄 (位於
C:\ProgramData\ESET\RemoteAdministrator\Agent\EraAgentApplicationData\Logs\status.html 或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Eset\RemoteAdministrator\Agent\EraAgentApplicationData\Logs\status.hmtl) ，以確定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正常運作。

注意
如果代理程式有問題 (例如，其未與 ESMC 伺服器連線)，請參閱疑難排解 - 代理程式部署一
節。

遠端部署
重要
針對遠端部署，請確認所有用戶端電腦均有網際網路連線。
有下列方式可執行遠端部署：
• ESET Remote Deployment Tool - 此工具可讓您部署 ESMC Web 主控台中建立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

程式 (和 ESET 安全性產品) 安裝程式套件。
• 群組原則物件 (GPO) 和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SCCM) - 在用戶端電腦上大量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時，建議您使用這個方法。
• 伺服器工作代理程式部署 - GPO 和 SCCM 的替代方法。
如果您在遠端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時碰到問題 (代理程式部署伺服器工作失敗)，請參閱下列：
• 疑難排解 - 代理程式部署
• 疑難排解 - 代理程式連線
•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部署的範例情況

遠端部署與權限
若您想讓使用者可建立 GPO 安裝程式或 SCCM 指令碼，請設定其權限以符合我們的範例。
伺服器工作代理程式部署必須使用下列權限：
• 執行部署所在的 [群]組與電腦] 的 [寫入] 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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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取憑證包含其內的靜態群組之 [憑證] 的 [使用] 權限
• [伺服器工作與觸發] 區段中的 [代理程式部署] 的 [使用] 權限

使用 GPO 和 SCCM 部署代理程式
除了本機部署以外，您也可以使用群組原則物件 (GPO)、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SCCM)、Symantec Altiris 或 Puppet 等管理工具進行遠端代理程式部署。

重要
針對遠端部署，請確認所有用戶端電腦均有網際網路連線。
請遵循以下步驟來使用 GPO 或 SCCM 將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部署到用戶端：
從 ESET 下載頁面 - 獨立安裝程式區段下載代理程式安裝程式 .msi 檔案。
在功能表列的 [快速連結] 區段中按一下 [其他部署選項]，快顯視窗隨即會開啟以供您選擇 [將 GPO 或
SCCM 用於部署]，按一下 [建立指令碼] 按鈕。

憑證
如果您不同意將當機報告及遙測資料傳送至 ESET，則取消選取核取方塊 [參與產品改善計劃]。如果核取方
塊保留選取狀態，則會將遙測資料及當機報告傳送至 ESET。
系統會根據可用的憑證自動選擇對等憑證和 ESMC 憑證授權單位。如果您想要使用非自動選取的憑證，請
按一下 ESMC 憑證 說明以查看可用憑證清單，然後再選擇要使用的憑證。如果您想要使用自訂憑證，請
按一下選項按鈕，然後再上傳 .pfx 憑證檔案。如需進一步的詳細資料，請參閱搭配 ESMC 的自訂憑證。
視需要輸入憑證密碼。例如，如果您已在 ESMC 安裝期間指定密碼，或是如果您即將使用搭配密碼的自訂
憑證。否則，請保留 [憑證密碼] 欄位空白。

重要
憑證密碼不得包含下列字元：" \ 這些字元會在初始化代理程式期間造成嚴重錯誤。

進階
您可以自訂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安裝套件：
1.輸入安裝套件的 [名稱] 和 [說明] (選用)
2.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3.上層群組 (選用) - 選取 [上層群組]，在電腦安裝之後將放置此處。部署安裝程式之後，您可以針

對要指派的裝置選取現有靜態群組或建立新靜態群組。
4.初始安裝程式配置 (選用) - 如果您希望將配置原則套用到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則使用此選
項。請按一下 [代理程式配置 (選用)] 之下的 [選取]，再從可用原則清單中選擇。如果預先定義原則
中沒有合適的原則，您可以建立新原則或先自訂現有原則。
5.伺服器主機名稱 - 輸入 ESMC 伺服器 IP 位址。如果需要，您可以指定 連接埠 號碼 (預設值為
2222)。
6.選取 [啟用 HTTP Proxy 設定] 核取方塊並指定 Proxy 設定 ([伺服器]、[連接埠]、[登入] 及 [密碼])
以透過 Proxy 下載安裝程式，並且設定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與 Proxy 的連線，從而啟用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和 ESMC 伺服器之間的通訊轉發。 在這裡閱讀 Proxy 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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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代理程式和 ESMC 伺服器之間的通訊協定不支援驗證。任何用於轉送代理程式通訊至需要驗證
之 ESMC 伺服器的 Proxy 解決方案將無法運作。
o當您選取 [啟用備用] 時，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會使用 ESMC 伺服器的直接連線，以免 HTTP

Proxy 連線無法使用。
7.按一下 [完成]，而且在 install_config.ini 檔案的新快顯視窗開啟時，請按一下 [儲存檔案]。

按一下下方適當的連結來檢視兩種常用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部署方法的逐步說明：
1.使用群組原則物件 (GPO) 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 本知識庫文章不一定會提供您所使用語

言的版本。
2.使用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SCCM) 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部署步驟 - SCCM
若要使用 SCCM 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請繼續執行下列步驟：
1.在共用資料夾中放入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安裝程式 .msi 檔案和 install_config.ini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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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用戶端電腦將需要此共用資料夾的讀取/執行權限。

2.開啟 SCCM 主控台並按一下 [軟體程式庫]。在 [應用程式管理] 中，以滑鼠右鍵按一下 [應用程式]

並選擇 [建立應用程式]。選擇 [Windows 安裝程式 (*.msi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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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定應用程式的所有必要資訊，並按一下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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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滑鼠右鍵按一下 ESET Management 應用程式，按一下 [部署類型] 索引標籤，選取唯一的部署然後

按一下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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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一下 [要求] 索引標籤然後按一下 [新增]。從 [條件]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 [作業系統]，從

[運算子] 下拉功能表中選取 [之一]，接著選取適當的核取方塊，來指定您將安裝的作業系統。當您完
成時請按一下 [確定]，接著按一下 [確定] 關閉任何仍開啟的視窗並儲存您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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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系統中心軟體程式庫中，以滑鼠右鍵按一下新應用程式並從內容功能表中選取 [散佈內容]。遵循

[部署軟體精靈] 中的提示以完成應用程式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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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應用程式並選擇 [部署]。遵循精靈並選擇集合和您要部署代理程式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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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T Remote Deployment Tool
ESET Remote Deployment Tool 是一種很便利的方式，可發送 ESMC 建立的安裝程式套件，以透過網路將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與 ESET 安全性產品遠端部署在電腦上。
您可在 ESET 網站上免費取得 ESET Remote Deployment Tool，並作為獨立 ESMC 元件使用。部署工具主要用
於在中小型網路上的部署，並在管理員權限下執行。

注意
ESET Remote Deployment Tool 是專門用來在裝有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的用戶端電腦上，
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若要使用此方法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和 ESET 安全性產品，請遵循下列步驟：
1.從 ESET 網站下載 ESET Remote Deployment Tool。
2.請確保已滿足所有先決條件。
3.在用戶端電腦上執行 ESET Remote Deployment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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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選擇以下部署選項其中之一：
• Active Directory - 您將需要提供 Active Directory 憑證。此選項包含匯出 Active Directory 結構，以便

後續將其匯入到 ESMC。
• 網路掃描 - 您將需要提供 IP 範圍以掃描網路中的電腦。
• 匯入清單 - 您將需要提供主機名稱的清單或 IP 位址。
• 手動新增電腦 - 您將需要手動提供主機名稱的清單或 IP 位址。

注意
部署可能由於一些原因失敗： 任何部署與相關的問題，請閱讀疑難排解章節或已驗證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部署範例情況。

ESET 遠端部署工具先決條件
重要
針對遠端部署，請確認所有用戶端電腦均有網際網路連線。
若要在 Windows 上使用 ESET Remote Deployment Tool，必須先符合下列先決條件：
• 必須安裝 ESMC 伺服器和 ESMC Web Console (在伺服器電腦上)。
• 必須開啟適當的連接埠。 請參閱用於在 Windows 作業系統的目標電腦上遠端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連接埠。
• 安裝套件的名稱必須包含字串 "x86" 或 "x64"。否則部署將無法運作。
• 必須建立搭售 (全方位) 安裝程式套件並將其下載到本機磁碟。
• 必須要具備建立全方位安裝程式的權限。

注意
部署可能由於一些原因失敗： 任何部署與相關的問題，請閱讀疑難排解章節或已驗證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部署範例情況。

從 Active Directory 選取電腦
若要繼續前一章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與 ESET 安全性產品部署：
1.閱讀並接受使用者授權合約，然後按 [下一步]。
2.輸入您想要連接的 [Active Directory Server] 與 IP 位址或主機名稱以及 [連接埠]。
3.輸入 [使用者名稱] 和 [密碼] 來登入至 Active Directory Server。如果您選取 [使用目前的使用者憑

證]，將會自動完成登入憑證。
4.或者，如果您想要匯出 Active Directory 結構，以便後續將其匯入到 ESMC，選取 [匯出安全性管理中心

的電腦清單] 旁的核取方塊。

注意
如果某電腦位於 Active Directory，按一下 [下一步]，則將會自動登入至預設的網域控制站。
5.選取您想要新增之電腦旁的核取方塊，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選取包含子群組核取方塊，來列出所

選取群組內的所有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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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系統會顯示用於遠端部署的所選電腦。確認已新增所有電腦，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重要
確定所有選取的電腦都有相同的平台 (64 位元或 32 位元作業系統)。
7.按一下 [瀏覽] 並選取在 ESMC 或 ECA Web 主控台中所建立的搭售安裝程式套件。您也可以選擇使

用從 ECA Live Installer 建立的 ESET 離線安裝套件 (.dat 檔案)。如果您的本機電腦上未安裝任何其他的安
全性應用程式，請取消選取 [使用 ESET AV Remover] 旁的核取方塊。ESET AV Remover 可以移除某些應
用程式。
8.輸入目標電腦的登入憑證。若電腦是網域的成員，請輸入 [網域管理員憑證]。若您是以 [本機管理

憑證] 登入，則必須停用目標電腦上的遠端 UAC。或者，您也可以選取 [使用目前的使用者憑證] 旁邊
的核取方塊，然後登入憑證便會自動完成。
9.部署方法是用來在遠端機器上執行程式。[內建] 方法為預設值，可支援 Windows 錯誤訊息。PsExec

則是第三方工具，也是內建方法的替代選擇。選取其中一個選項，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重要
如果您選取 PsExec，由於該工具無法接受 PsExec 使用者授權合約，因此部署將失敗。若要
成功部署，請開啟命令列，然後手動執行 PsExec 命令。
10. 安裝開始時，系統將顯示「成功」。按一下 [完成] 以完成部署。若部署失敗，您可以匯出失敗的
電腦清單。按一下 [匯出失敗的電腦] 欄位旁邊的 [瀏覽]，並選取想要將清單儲存至的 .txt 檔案，

然後按一下 [匯出失敗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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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檢查用戶端電腦上的狀態記錄 (C:\ProgramData\ESET\RemoteAdministrator\Agent\Logs\status.html)，
確定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正常運作。

注意
部署可能由於一些原因失敗： 任何部署與相關的問題，請閱讀疑難排解章節或已驗證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部署範例情況。

掃描本機網路尋找電腦
若要繼續前一章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與 ESET 安全性產品部署：
1.閱讀並接受使用者授權合約，然後按 [下一步]。
2.輸入以格式 10.100.100.10-10.100.100.250 的網路 IP 範圍.
3.選取下列其中一個掃描方法：
• Ping 掃描 - 使用命令 ping 尋找用戶端電腦。

注意
此網路中的部分用戶端電腦不須傳送回應至命令 ping，因為防火牆封鎖連線。
• 連接埠掃描 - 使用連接埠號碼來掃描網路。 請參閱用於遠端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受

支援的連接埠。預設的連接埠號碼為 445。
4.若要尋找網路中的電腦，請按一下 [啟動掃描]。
5.選取您想要新增之電腦旁的核取方塊，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6.系統會顯示用於遠端部署的所選電腦。確認已新增所有電腦，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重要
確定所有選取的電腦都有相同的平台 (64 位元或 32 位元作業系統)。
7.按一下 [瀏覽] 並選取在 ESMC 或 ECA Web 主控台中所建立的搭售安裝程式套件。您也可以選擇使

用從 ECA Live Installer 建立的 ESET 離線安裝套件 (.dat 檔案)。如果您的本機電腦上未安裝任何其他的安
全性應用程式，請取消選取 [使用 ESET AV Remover] 旁的核取方塊。ESET AV Remover 可以移除某些應
用程式。
8.輸入目標電腦的登入憑證。若電腦是網域的成員，請輸入 [網域管理員憑證]。若您是以 [本機管理

憑證] 登入，則必須停用目標電腦上的遠端 UAC。或者，您也可以選取 [使用目前的使用者憑證] 旁邊
的核取方塊，然後登入憑證便會自動完成。
9.部署方法是用來在遠端機器上執行程式。[內建] 方法為預設值，可支援 Windows 錯誤訊息。PsExec

則是第三方工具，也是內建方法的替代選擇。選取其中一個選項，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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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如果您選取 PsExec，由於該工具無法接受 PsExec 使用者授權合約，因此部署將失敗。若要
成功部署，請開啟命令列，然後手動執行 PsExec 命令。
10. 安裝開始時，系統將顯示「成功」。按一下 [完成] 以完成部署。若部署失敗，您可以匯出失敗的
電腦清單。按一下 [匯出失敗的電腦] 欄位旁邊的 [瀏覽]，並選取想要將清單儲存至的 .txt 檔案，

然後按一下 [匯出失敗的電腦]。

您可以檢查用戶端電腦上的狀態記錄 (C:\ProgramData\ESET\RemoteAdministrator\Agent\Logs\status.html)，
確定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正常運作。

注意
部署可能由於一些原因失敗： 任何部署與相關的問題，請閱讀疑難排解章節或已驗證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部署範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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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電腦清單
若要繼續前一章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與 ESET 安全性產品部署：
1.閱讀並接受使用者授權合約，然後按 [下一步]。
2.選取下列任一選項：
• 文字檔案 (每一行一個電腦)：具主機名稱或 IP 位址的檔案。輸入每個 IP 位址或主機名稱後都必須

要換行。
• ESMC 匯出：從 ESMC Web Console 匯出具主機名稱或 IP 位址的檔案。
3.按一下 [瀏覽] 並選取您想要上傳的檔案，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4.系統會顯示用於遠端部署的所選電腦。確認已新增所有電腦，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重要
確定所有選取的電腦都有相同的平台 (64 位元或 32 位元作業系統)。
5.按一下 [瀏覽] 並選取在 ESMC 或 ECA Web 主控台中所建立的搭售安裝程式套件。您也可以選擇使

用從 ECA Live Installer 建立的 ESET 離線安裝套件 (.dat 檔案)。如果您的本機電腦上未安裝任何其他的安
全性應用程式，請取消選取 [使用 ESET AV Remover] 旁的核取方塊。ESET AV Remover 可以移除某些應
用程式。
6.輸入目標電腦的登入憑證。若電腦是網域的成員，請輸入 [網域管理員憑證]。若您是以 [本機管理

憑證] 登入，則必須停用目標電腦上的遠端 UAC。或者，您也可以選取 [使用目前的使用者憑證] 旁邊
的核取方塊，然後登入憑證便會自動完成。
7.部署方法是用來在遠端機器上執行程式。[內建] 方法為預設值，可支援 Windows 錯誤訊息。PsExec

則是第三方工具，也是內建方法的替代選擇。選取其中一個選項，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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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如果您選取 PsExec，由於該工具無法接受 PsExec 使用者授權合約，因此部署將失敗。若要
成功部署，請開啟命令列，然後手動執行 PsExec 命令。
8.安裝開始時，系統將顯示「成功」。按一下 [完成] 以完成部署。若部署失敗，您可以匯出失敗的電
腦清單。按一下 [匯出失敗的電腦] 欄位旁邊的 [瀏覽]，並選取想要將清單儲存至的 .txt 檔案，然

後按一下 [匯出失敗的電腦]。

您可以檢查用戶端電腦上的狀態記錄 (C:\ProgramData\ESET\RemoteAdministrator\Agent\Logs\status.html)，
確定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正常運作。

注意
部署可能由於一些原因失敗： 任何部署與相關的問題，請閱讀疑難排解章節或已驗證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部署範例情況。

手動新增電腦
若要繼續前一章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與 ESET 安全性產品部署：
1.閱讀並接受使用者授權合約，然後按 [下一步]。
2.手動輸入主機名稱或 IP 位址，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輸入每個 IP 位址或主機名稱後都必須要換行。

重要
確定所有選取的電腦都有相同的平台 (64 位元或 32 位元作業系統)。
3.系統會顯示用於遠端部署的所選電腦。確認已新增所有電腦，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4.按一下 [瀏覽] 並選取在 ESMC 或 ECA Web 主控台中所建立的搭售安裝程式套件。您也可以選擇使

用從 ECA Live Installer 建立的 ESET 離線安裝套件 (.dat 檔案)。如果您的本機電腦上未安裝任何其他的安
全性應用程式，請取消選取 [使用 ESET AV Remover] 旁的核取方塊。ESET AV Remover 可以移除某些應
用程式。
5.輸入目標電腦的登入憑證。若電腦是網域的成員，請輸入 [網域管理員憑證]。若您是以 [本機管理

憑證] 登入，則必須停用目標電腦上的遠端 UAC。或者，您也可以選取 [使用目前的使用者憑證] 旁邊
的核取方塊，然後登入憑證便會自動完成。
6.部署方法是用來在遠端機器上執行程式。[內建] 方法為預設值，可支援 Windows 錯誤訊息。PsExec

則是第三方工具，也是內建方法的替代選擇。選取其中一個選項，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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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如果您選取 PsExec，由於該工具無法接受 PsExec 使用者授權合約，因此部署將失敗。若要
成功部署，請開啟命令列，然後手動執行 PsExec 命令。
7.安裝開始時，系統將顯示「成功」。按一下 [完成] 以完成部署。若部署失敗，您可以匯出失敗的電
腦清單。按一下 [匯出失敗的電腦] 欄位旁邊的 [瀏覽]，並選取想要將清單儲存至的 .txt 檔案，然

後按一下 [匯出失敗的電腦]。

您可以檢查用戶端電腦上的狀態記錄 (C:\ProgramData\ESET\RemoteAdministrator\Agent\Logs\status.html)，
確定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正常運作。

注意
部署可能由於一些原因失敗： 任何部署與相關的問題，請閱讀疑難排解章節或已驗證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部署範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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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T Remote Deployment Tool - 疑難排解
部署可能會失敗並顯示數個錯誤訊息，由下表所列的一些原因導致：
錯誤訊息
找不到網路路徑
(錯誤碼 0x35)

存取遭拒 (錯誤碼
0x5)
使用者名稱或密碼
不正確 (錯誤碼
0x52e)

可能原因
• 無法連線到網路上的用戶端，防火牆封鎖了通訊
• 用戶端防火牆或 Windows 防火牆上的外來連接埠 135、137、138、139 及 445 未開
啟：允許外來檔案和印表機共用例外未使用。
• 無法解析用戶端的主機名稱，請使用有效的 FQDN 電腦名稱
• 在從加入網域的伺服器部署到加入網域的用戶端時，請以 Domain\DomainAdmin 格
式使用網域管理員群組成員之使用者的認證。
• 在從伺服器部署到非屬相同網域的用戶端時，請停用目標電腦上的遠端 UAC 過濾。
• 從伺服器部署到非屬相同網域的用戶端時，請以 Admin 格式使用系統管理員群組成
員之本機使用者的認證。系統會自動在登入資訊前方加上目標電腦名稱。
• 尚未設定管理員帳戶密碼
• 存取權限不足
• ADMIN$ 系統管理共用無法使用
• IPC$ 系統管理共用無法使用
• [使用簡易檔案共用] 已啟用
此平台不支援安裝套件。在 ESMC Web Console 中建立與下載具正確平台 (64 位元或
32 位元作業系統) 的安裝套件。

此處理器類型不支
援安裝套件 (錯誤
碼 1633)
旗號逾時期已過期 用戶端無法存取含部署套件的網路共用，因為共用上的 SMB 1.0 已停用。
根據可能的原因的逐步進行適當的疑難排解：

可能原因
疑難排解步驟
無法連線到網路上的 從 ESMC 伺服器 Ping 用戶端，若有得到回應，請嘗試遠端登入用戶端電腦 (例如透
用戶端
過遠端桌面)。
檢查伺服器與用戶端的防火牆設定，以及兩台電腦之間存在的任何其他防火牆 (如
果適用的話)。
防火牆封鎖通訊
順利部署後，防火牆中連接埠 2222 和 2223 並未開放。確定已為兩台電腦 (用戶
端與伺服器) 間的所有防火牆，開放上述的連接埠。
DNS 問題的可能解決方案包含 (但不限於)：
• 針對發生代理程式部署問題之伺服器和/或用戶端的 IP 位址和主機名稱使用
無法解析用戶端的主 nslookup 命令。結果應符合該電腦的資訊。例如，對於針對主機名稱的
nslookup，其解析的 IP 位址應該要與發生問題之主機上 ipconfig 命令顯示的 IP
機名稱
位址相同。nslookup 命令必須在用戶端與伺服器上執行。
• 手動檢查 DNS 記錄是否有重複的項目。
尚未設定管理員帳戶 為管理員帳戶設定適當的密碼 (不要使用空白密碼)。
密碼
建立代理程式部署工作時嘗試使用網域管理員的憑證。如果用戶端電腦屬於工作群
組，請使用該特定電腦上的本機管理員帳戶。
對於 Windows 7 和較新版本，必須啟動管理員使用者帳戶，才能執行代理程式部署
工作。您可以建立屬於管理員群組的本機使用者，或藉由建立本機使用者來啟用內
存取權限不足
建的本機管理員帳戶。
若要啟動管理員使用者帳戶：
1.開啟系統管理命令提示字元
2.輸入下列命令：net user administrator /active:yes
ADMIN$ 系統管理共 用戶端電腦必須啟用共用資源 ADMIN$。請確定在其他共用間也是啟用 ([開始] >
[控制台] > [管理工具] > [電腦管理] > [共用資料夾] > [共用])。
用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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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原因
疑難排解步驟
IPC$ 系統管理共用無 請從伺服器的命令提示字元發出下列命令以確定伺服器可存取 IPC$：
net use \\clientname\IPC$ ，其中 clientname 是目標電腦的名稱。
法使用
如收到「拒絕存取」錯誤訊息，且為混合式環境 (包含網域與工作群組)，則針對
所有發生代理程式部署問題的電腦，停用 [使用簡易檔案共用] 或 [使用共用精
[使用簡易檔案共用] 靈]。例如，在 Windows 7 中執行下列步驟：
• 按一下 [開始]，在 [搜尋] 方塊中輸入「folder」，然後按一下 [資料夾選項]。
已啟用
按一下 [檢視] 索引標籤，並在 [進階設定] 方塊中向下捲動清單，接著取消選取
[使用共用精靈] 旁邊的核取方塊。
SMB 1.0 已停用 - 部 當部署到舊作業系統上時 (Windows XP/Server 2003)，請在含部署套件的電腦上開
啟 [SMB 1.0/CIFS 檔案共用支援] 功能。
署至 Windows
XP/Server 2003

代理程式防護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是由內建的自我防護機制所保護。此功能包含下列各項：
o保護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登錄項目 (HIPS) 不會遭到修改
o屬於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檔案無法修改、取代、刪除或變更 (HIPS)
o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程序無法刪除
o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無法停止、暫停、停用、解除安裝或受到危害

ESET 產品中包含的 HIPS 功能已提供某些防護。

注意
為了確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完整防護，必須在用戶端電腦上啟用 HIPS。

密碼保護設定
除了自我防護以外，您也可以透過密碼保護方式存取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僅適用於 Windows)。已
配置密碼防護時，必須提供正確密碼才可解除安裝或修復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若要設定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密碼，您需要建立適用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原則。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設定
您可以使用 ESET Management Agent 原則來設定 ESET Management Agent 的特定設定。 ESET Management 代
理程式具有預先定義的原則。例如連線 - 每次連接 (代理程式連線間隔) 或 [應用程式報告] - 報告所
有已安裝的應用程式 (不只是 ESET 應用程式)。如需如何實施位置式原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範例。
按一下 [原則] 並展開 [內建原則] >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編輯現有原則或建立新的原則。

連接
• 要連接到的伺服器 - 若要新增 ESMC 伺服器連線詳細資料 (主機名稱/IP 和連接埠號碼)，請按一下

[編輯伺服器清單]。可以指定多個 ESMC 伺服器。例如，如果您已變更 ESMC 伺服器的 IP 位址，或正在
執行遷移，則這樣做很有用。
• 資料限制 - 選擇最多可以傳送多少位元組的資料。
• 連線間隔 - 選擇定期間隔並指定連線間隔的時間值 (也可以使用 CRON 運算式)。
• 憑證 - 您可以管理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對等憑證。請按一下 [變更憑證]，然後選取 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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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代理程式所應使用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憑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對等憑證。

更新
• 更新間隔 - 收到更新的間隔。選取定期間隔並配置設定 (也可以使用 CRON 運算式)。
• 更新伺服器 - 更新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接收模組更新的伺服器。
• 更新類型 - 選取您要接收的更新類型。您可以選擇 [定期]、[發佈前] 或 [延遲更新]。我們不建議

您針對生產系統選取發佈前更新，因為這會有風險。

進階設定
• HTTP proxy - 使用 Proxy 伺服器，提升您網路上用戶端的網際網路流量，以及代理程式複寫至 ESMC

伺服器的速度。
oProxy 配置類型
▪全域 Proxy - 將一部 Proxy 伺服器用於代理程式複寫及 ESET 服務快取 (例如，更新)。
▪各服務有不同 Proxy - 將一部 Proxy 用於代理程式複寫，另一部用於 ESET 服務快取 (例如，更新)。
o全域 Proxy - 唯有在 [Proxy 配置類型] 中選取此選項，才可使用該選項。按一下 [編輯] 並設定您
的 Proxy 設定。
唯有選取 [各服務有不同 Proxy]，才可使用以下兩個選項。您也可以僅使用其中一項 Proxy 設定，例如只
設定 [ESET 服務] 並且讓 [複寫] 關閉。 如果您要允許此備用選項，請啟用 [如果 HTTP Proxy 無法使用，
請使用直接連線]。
o複寫 (至 ESMC 伺服器) - 為 Proxy 配置連線設定，以將代理程式連線到伺服器。
oESET 服務 - 為 Proxy 配置連線設定，以便快取 ESET 服務。
• 喚醒呼叫 - ESMC 伺服器可以透過 EPNS 在用戶端電腦上執行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即時複寫。

當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連線至 ESMC 伺服器時，若您不想要等待規律的間隔，此設定很有用。例
如，如果您想立即對用戶端執行工作，或者想要立即套用原則。
• 相容性 - 若要讓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能夠管理 ESET 產品第 5 版或更早版本，必須要設定特定
的監聽連接埠。此外還必須配置 ESET 產品，使其報告至此連接埠，且必須將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伺服器位址設定為 localhost。
• 作業系統 - 請使用切換參數報告特定資訊或用戶端電腦的問題。
• 存放庫 - 儲存所有安裝檔案的存放庫位置。

注意
預設存放庫為 AUTOSELECT。

• 產品改善程式 - 啟用或停用將損毀報告傳輸到 ESET 的功能。
• 記錄 - 設定防護記錄詳細程度，以決定將收集和記錄的資訊層級 - 從 [追蹤] (資訊) 到 [重大]

(最重要的資訊)。最新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防護記錄檔案位於用戶端電腦的下列位
置：C:\ProgramData\ESET\RemoteAdministrator\Agent\EraAgentApplicationData\Logs 或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ESET\RemoteAdministrator\Agent\EraAgentApplicationData\Logs
• 設定 - 密碼保護設定是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一項防護功能 (僅限 Windows)。請設定密碼以啟
用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密碼防護功能。在套用原則後，除非提供密碼，否則無法解除安裝或修復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重要
若忘記密碼，您將無法從目標機器解除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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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
指定將接收此原則的用戶端。按一下 [指派] 以顯示所有的靜態群組與動態群組及其成員。選取您要套用
原則的電腦，並按一下 [確定]。

摘要
檢閱此原則的設定，並按一下 [完成]。

建立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連線間隔的原則
在此範例中，我們將為 ESET Management Agent 連線間隔建立新原則。安裝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並將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與 ESET 端點產品部署到用戶端電腦後，應使用原則來根據您的基
礎架構大小調整此值。
建立新靜態群組。按一下 [原則]，來新增新的原則。按一下底端的 [處理方法]，然後選取 [新增]。

基本
輸入新原則的名稱 (例如「代理程式連線間隔」)。[說明] 欄位為選填。

設定
從 [產品]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 [ESET Management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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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
按一下 [變更間隔]。

在 [定期間隔] 欄位中，將此值變更為您偏好的間隔時間 (60 秒是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預設複
寫間隔)，然後按一下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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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
指定用戶端 (個別的電腦/行動裝置或整個群組) 以做為本原則的接收者。

按一下 [指派] 以顯示所有的靜態群組與動態群組及其成員。選取想要的安裝程式套件，並按一下 [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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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檢閱此原則的設定，並按一下 [完成]。該原則將在下次連接到 ESMC 伺服器 (具體取決於代理程式連線間
隔) 後套用到目標。

建立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連線至新 ESMC 伺服
器的原則
此原則可讓您透過修改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設定來變更其行為。將用戶端電腦遷移至新的 ESMC
伺服器時，以下作業特別實用。
建立新原則以設定新 ESMC 伺服器 IP 位址，並將該原則指派給所有用戶端電腦。選取 [原則] > 建立 [新
增]。

基本
為您的原則輸入 [名稱]。[說明] 欄位為選填。

設定
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 ESET Management、展開 [連線]，然後按一下 [要連線的伺服器] 旁的 [編輯
伺服器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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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窗隨即開啟並包含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可連線的 ESMC 伺服器位址清單。按一下 [新增]，接著輸
入新 ESMC 伺服器的 IP 位址至 [主機] 欄位。如果您使用預設 ESMC 伺服器連接埠 2222 以外不同的連接
埠，請指定自訂連接埠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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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在清單中有多個項目，則可以使用箭頭按鈕變更 ESMC 伺服器的優先順序。按一下 [雙向上箭頭] 按
鈕，接著按一下 [儲存]，以確保您的新 ESMC 伺服器位於頂端。

指派
指定用戶端 (個別的電腦/行動裝置或整個群組) 以做為本原則的接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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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 [指派] 以顯示所有的靜態群組與動態群組及其成員。選取想要的安裝程式套件，並按一下 [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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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檢閱此原則的設定，並按一下 [完成]。該原則將在下次連接到 ESMC 伺服器 (具體取決於代理程式連線間
隔) 後套用到目標。

建立原則以啟用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密碼防
護功能
遵循以下步驟建立新原則以強制執行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密碼保護。當使用密碼保護設定時，除
非已提供密碼，否則無法解除安裝或修復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請參閱代理程式防護以取得詳細資
訊。

基本
為此原則輸入 [名稱]。[說明] 欄位為選填。

設定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 ESET Management，展開 [進階設定]，瀏覽至 [設定]，然後在 [密碼保護設定] 欄
位中輸入密碼。當有人嘗試在用戶端電腦上解除安裝或修復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時，將會需要此密
碼。

重要
請務必將此密碼保存在安全的地方，輸入密碼以允許在用戶端電腦上解除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是非常重要的防護。在完成 ESET Management 密碼保護設定後，除非提
供正確密碼，否則沒有任何正常管道可以解除安裝 代理程式。

指派
指定用戶端 (個別的電腦/行動裝置或整個群組) 以做為本原則的接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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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 [指派] 以顯示所有的靜態群組與動態群組及其成員。選取想要的安裝程式套件，並按一下 [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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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檢閱此原則的設定，並按一下 [完成]。該原則將在下次連接到 ESMC 伺服器 (具體取決於代理程式連線間
隔) 後套用到目標。

疑難排解 - 代理程式連線
當用戶端電腦可能沒有連線至 ESMC 伺服器時，我們建議您在用戶端機器上執行本機 ESET Management 代
理程式疑難排解。
依預設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會每分鐘與 ESMC 伺服器同步化。您可以透過為 ESET Management 代理
程式連線間隔建立新原則的方式來變更此設定。
檢查最新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防護記錄檔案。您可以在此找到：

Windows
Linux
macOS

C:\ProgramData\ESET\RemoteAdministrator\Agent\EraAgentApplicationData\Logs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ESET\RemoteAdministrator\Agent\EraAgentApplicationData\Logs
/var/log/eset/RemoteAdministrator/Agent/
/var/log/eset/RemoteAdministrator/EraAgentInstaller.log
/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com.eset.remoteadministrator.agent/Logs/
/Users/%user%/Library/Logs/EraAgentInstaller.log

• last-error.html – 通訊協定 (表格)，顯示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在執行時所記錄的上次錯誤。
• software-install.log -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上次執行遠端安裝工作的文字通訊協定。
• status.html – 顯示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與 ESMC 伺服器目前通訊狀態 (同步化) 的表格。防護

記錄也包含 HTTP Proxy 配置、所套用原則的清單，以及列出裝置所屬的動態群組。
• trace.log – 所有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活動的詳細報告，包括已記錄的任何錯誤。

注意
若要啟用完整記錄，請在 trace.log 所在的資料夾中建立一個名稱為traceAll 的虛擬檔案，不
包含副檔名，然後重新啟動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服務。這可在 trace.log 檔案中啟用完
整記錄。
造成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無法連線至 ESMC 伺服器的最常見問題如下：
• 您的內部網路未正確配置。確定已安裝 ESMC 伺服器的電腦可以與已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的用戶端電腦通訊。
• 您的 ESMC 伺服器未配置監聽連接埠 2222。
• DNS 未能正常運作，或連接埠遭防火牆封鎖 - 請檢查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所使用的連接
埠清單，或參閱我們的知識庫文章〈我應在我的第三方防火牆上開啟哪些位址及連接埠，才能允許 ESET
產品所有功能？〉
• 一組因錯誤而產生且包含錯誤或有限功能的憑證，其不符合 ESMC 伺服器憑證授權單位的公用金鑰 請建立新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憑證來解決這個問題。

疑難排解 - 代理程式部署
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時，您可能會碰到問題。若部署失敗，可能有很多原因。本區段內容將協
助您：
o瞭解造成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部署失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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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根據下表找出可能的原因
o解決問題，並執行成功的部署

Windows
1.若要瞭解代理程式部署為何失敗，請瀏覽至 [報告] > [自動]，選取 [過去 30 天代理程式的部署工作
資訊]，然後按一下 [立即產生]。
表格會顯示部署資訊。[進度] 欄會顯示關於代理程式部署失敗原因的錯誤訊息。
如果您需要更多詳情，請變更 ESMC 伺服器追蹤記錄的簡化設定。瀏覽至 [其他] > [伺服器設定] > [進階
設定] > [記錄]，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選取 [錯誤]。再次執行代理程式部署，若失敗，請在 ESMC 伺服器
追蹤記錄檔中，查看位於檔案底端的最新記錄項目。報告將包括如何解決問題的建議。
最新的檔案位於下列位置：
ESMC 伺服器 C:\ProgramData\ESET\RemoteAdministrator\Server\EraServerApplicationData\Logs\trace.log
防護記錄
ESET
C:\ProgramData\ESET\RemoteAdministrator\Agent\EraAgentApplicationData\Logs
Management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代理程式防護 Data\ESET\RemoteAdministrator\Agent\EraAgentApplicationData\Logs
記錄

注意
• 若要啟用完整記錄，請在 trace.log 所在的資料夾中建立一個名稱為traceAll 的虛擬檔案，

不包含副檔名，然後重新啟動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服務。這可在 trace.log 檔案中啟用
完整記錄。
• 如果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發生連線問題時，請參閱疑難排解 - 代理程式連線取得更
多資訊。
• 如果安裝失敗並出現錯誤 1603，請檢查 ra-agent-install.log 檔案。它位於下列位置：它位
於下列位置：在目標電腦上的 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ra-agent-install.log 。
2.下表包含代理程式部署失敗的幾個原因：
錯誤訊息
無法連線

拒絕存取

未找到存
放庫中的
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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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原因
• 無法連線到網路上的用戶端，防火牆封鎖了通訊
• 用戶端防火牆或 Windows 防火牆上的外來連接埠 135、137、138、139 及 445 未開啟：允許
外來檔案和印表機共用例外未使用。
• 無法解析用戶端的主機名稱，請使用有效的 FQDN 電腦名稱
• 在從加入網域的伺服器部署到加入網域的用戶端時，請以下列格式使用網域管理員群組成員之
使用者的認證：Domain\DomainAdmin
• 在從加入網域的伺服器部署到加入網域的用戶端時，您可以從網路服務暫時提高 ESMC 伺服器
服務的權限，以在網域管理員帳戶之下執行。
• 在從伺服器部署到非屬相同網域的用戶端時，請停用目標電腦上的遠端 UAC 過濾。
• 從伺服器部署到不同網域的用戶端時，請以下列格式使用系統管理員群組成員之本機使用者的
認證：管理員。系統會自動在登入資訊前方加上目標電腦名稱。
• 尚未設定管理員帳戶密碼
• 存取權限不足
• ADMIN$ 系統管理共用無法使用
• IPC$ 系統管理共用無法使用
• [使用簡易檔案共用] 已啟用
• 存放庫的連結不正確
• 存放庫無法使用
• 存放庫未包含所需套件

3.根據可能的原因的逐步進行適當的疑難排解：
• 無法連線到網路上的用戶端 - 請從 ESMC 伺服器 Ping 用戶端，若有得到回應，請嘗試遠端登入用戶端

電腦 (例如透過遠端桌面)。
• 防火牆封鎖通訊 - 檢查伺服器與用戶端兩者的防火牆設定，以及兩台電腦之間存在的任何其他防火牆
(如果適用的話)。
• 無法解析用戶端的主機名稱 - DNS 問題的可能解決方案包含 (但不限於)：
o針對發生代理程式部署問題之伺服器和/或用戶端的 IP 位址和主機名稱使用 nslookup 命令。結果
應符合該電腦的資訊。例如，對於針對主機名稱的 nslookup，其解析的 IP 位址應該要與發生問題之
主機上 ipconfig 命令顯示的 IP 位址相同。nslookup 命令必須在用戶端與伺服器上執行。
o手動檢查 DNS 記錄是否有重複的項目。
• 防火牆連接埠 2222 和 2223 未開啟 - 同上，確定已為兩台電腦 (用戶端與伺服器) 間的所有防火牆，
開啟上述的連接埠。
• 尚未設定管理員帳戶密碼 - 為管理員帳戶設定適當的密碼 (請勿使用空白密碼)
• 存取權限不足 - 建立代理程式部署工作時，請嘗試使用網域管理員的憑證。如果用戶端電腦屬於工作
群組，請使用該特定電腦上的本機管理員帳戶。

注意
順利部署後，防火牆中連接埠 2222 和 2223 並未開放。確定已為兩台電腦 (用戶端與伺服
器) 間的所有防火牆，開啟上述的連接埠。
• 若要啟動管理員使用者帳戶：
1.開啟系統管理命令提示字元
2.輸入下列命令：
net user administrator /active:yes
• ADMIN$ 系統管理共用無法使用 - 用戶端電腦必須啟用共用資源 ADMIN$，請確定在其他「共用」之

間存在此共用資源 ([開始] > [控制台] > [系統管理工具] > [電腦管理] > [共用資料夾] > [共用])。
• 系統管理共用無法使用 - 請從伺服器上的命令提示字元發出下列命令，以確定伺服器可存取 IPC$：
net use \\clientname\IPC$ ，其中 clientname 是目標電腦的名稱
• [使用簡易檔案共用] 已啟用 - 如收到「拒絕存取」錯誤訊息，且為混合式環境 (包含網域與工作群

組)，則針對所有發生代理程式部署問題的電腦，停用其 [使用簡易檔案共用] 或 [使用共用精靈]。例
如，在 Windows 7 中執行下列步驟：
o按一下 [開始]，在 [搜尋] 方塊中輸入「folder」，然後按一下 [資料夾選項]。按一下 [檢

視] 索引標籤，並在 [進階設定] 方塊中向下捲動清單，接著取消選取 [使用共用精靈] 旁邊的
核取方塊。
• 存放庫的連結不正確 - 在 ESMC Web Console 中瀏覽至 [其他] > [伺服器設定]，然後按一下 [進階設

定] > [存放庫]，並確定存放庫的 URL 是正確的。
• 未找到存放庫中的套件 - 未與 ESMC 存放庫連線時，通常會顯示此錯誤訊息。檢查您的網際網路連線。

Linux 與 macOS
如果無法在 Linux 或 macOS 上部署代理程式，則問題通常與 SSH 有關。檢查用戶端電腦，確定 SSH
Daemon 正在執行中。修正後，請再次執行代理程式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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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部署的範例情況
本節包含四個經過驗證的 ESMC 部署案例。
1.從
2.從
3.從
4.從

ESMC 伺服器設備或 Linux ESMC 伺服器部署至未加入網域的 Windows 目標。
Windows 來源中未加入網域的 Windows ESMC 伺服器部署至未加入網域的 Windows 目標。
ESMC 伺服器設備或 Linux ESMC 伺服器部署至加入網域的 Windows 目標。
Windows 來源中已加入網域的 Windows ESMC 伺服器部署至加入網域的 Windows 目標。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部署至未加入網域目標的
範例情況
1.從 ESMC 伺服器設備或 Linux ESMC 伺服器部署至未加入網域的 Windows 目標。
2.從 Windows 來源中未加入網域的 Windows ESMC 伺服器部署至未加入網域的 Windows 目標。

前置條件：
• 相同的區域網路。
• 有效的 FQDN 名稱 (例如：desktop-win7.test.local) 對應至 192.168.1.20，反之亦然。
• 已從 MSDN 安裝採用預設值的全新作業系統。

目標:
Windows 10 企業版
Windows 8.1 企業版
Windows 7 企業版
1.建立具有密碼、屬於管理員群組的使用者，例如「Admin」。「管理員」。開啟 [執行] 主控台，在欄位

中鍵入「mmc」並按一下 [確定]，以開啟 [Microsoft Management Console]。
2.從 [檔案] -> [新增/移除嵌入式管理單元] 中，新增 [本機使用者和群組] 嵌入式管理單元。將新的
使用者新增至 [使用者] 資料夾中，並在欄位中填入必要資訊 (別忘了填入密碼)。在 [群組] 區段中，
開啟 [管理員] 群組的 [內容]，然後按一下 [新增] 按鈕，將新建立的使用者新增至群組中。將新建
使用者的登入名稱填入 [輸入要選取的物件名稱] 中，並按一下 [檢查名稱] 按鈕加以驗證。
3.在 [網路和共用中心] 內，按一下[檢視作用中的網路區段]左側的 [公用網路]，以將網路設定從
[公用網路] 變更為[私人網路]。
4.在家用或 [工作場所網路] 位置設定中，按一下 [開啟或關閉 Windows 防火牆]，並選取 [關閉
Windows 防火牆]，以停用 [私人網路] 的 Windows 防火牆。
5.在 [網路和共用中心] 內按一下 [變更進階共用設定]，確認已啟用 [私人網路] 的 [檔案及印表機
共用]。
6.在 [執行] 主控台中鍵入「regedit」，以開啟 [登錄編輯程式]，並尋找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System
7.在系統檔案中，以名稱「LocalAccountTokenFilterPolicy」建立新的 DWORD 值，然後開啟建立的檔案，

並將值資料設為「1」。
8.在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Web Console 中，建立為機器的 FQDN 名稱指派的「代理程式部
署」伺服器工作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 [電腦] 並選取 [內容]，可尋找機器的 FQDN 名稱。FQDN 名稱
會出現在 [完整電腦名稱] 旁)。
9.將 [選用伺服器主機名稱] 設為指向 ESMC 伺服器的 FQDN 名稱或 IP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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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請將使用者名稱設為「Admin」即可 (沒有網域名稱或電腦名稱字首)，並設定其密碼。
11. 選取代理程式的憑證。
12. 執行工作。

針對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1.建立具有密碼、屬於管理員群組的使用者，例如「Admin」。「管理員」。開啟 [執行] 主控台，在欄位

中鍵入「mmc」並按一下 [確定]，以開啟 [Microsoft Management Console]。
2.從 [檔案] -> [新增/移除嵌入式管理單元] 中，新增 [本機使用者和群組] 嵌入式管理單元。將新的
使用者新增至 [使用者] 資料夾中，並在欄位中填入必要資訊 (別忘了填入密碼)。在 [群組] 區段中，
開啟 [管理員] 群組的 [內容]，然後按一下 [新增] 按鈕，將新建立的使用者新增至群組中。將新建
使用者的登入名稱填入 [輸入要選取的物件名稱] 中，並按一下 [檢查名稱] 按鈕加以驗證。
3.在 [Windows 防火牆] -> [一般] 索引標籤中選取 [關閉]，以停用 [Windows 防火牆]。
4.在 [Windows 防火牆] -> [例外] 索引標籤中，確認 [檔案及印表機共用] 已啟用。
5.開啟 [執行] 主控台，並鍵入「secpol.msc」，然後按 [確定] 以開啟 [本機安全性設定]。
6.選取 [本機原則] -> [安全性選項] -> [網路存取：本機帳戶的共用和安全性模型]，然後按一下滑鼠右
鍵以開啟 [內容]。
7.將選取的原則設為 [傳統 - 本機使用者以自身身分驗證]。
8.在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Web Console 中，建立為機器的 FQDN 名稱指派的新「代理程式
部署」伺服器工作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 [電腦] 並選取 [內容]，可尋找機器的 FQDN 名稱。FQDN 名稱
會出現在 [完整電腦名稱] 旁)。
9.將 [選用伺服器主機名稱] 設為指向 ESMC 伺服器的 FQDN 名稱或 IP 位址。
10. 請將使用者名稱設為「Admin」即可 (沒有網域名稱或電腦名稱字首)，並設定其密碼。
11. 選取代理程式的憑證。
12. 執行工作。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部署至加入網域目標的範
例情況
1.從 ESMC 伺服器設備或 Linux ESMC 伺服器部署至加入網域的 Windows 目標。
2.從 Windows 來源中已加入網域的 Windows ESMC 伺服器部署至加入網域的 Windows 目標。

前置條件：
• 相同的區域網路。
• 有效的 FQDN 名稱 (例如：desktop-win10.esmc.local) 對應至 10.0.0.2，反之亦然。
• 已從 MSDN 安裝採用預設值的全新作業系統。
• 已使用 Netbios 名稱「ESMC」建立網域「esmc.local」。
• 已建立使用者「DomainAdmin」，且這個使用者是網域控制站中的「Domain Admins」安全性群組的成

員。
• 每個機器皆以使用者「DomainAdmin」的身分加入了網域「esmc.local」，且這個使用者是「管理
員」(Windows 10、8.1、7) 或標準使用者 (Windows XP 上的進階使用者)。
• 「DomainAdmin」能夠登入每個機器，並執行本機管理工作。
• Windows ESMC 伺服器會暫時以「ESMC\DomainAdmin」認證執行。(在設備或 Linux 上不需要任何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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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Windows 10 企業版
Windows 8.1 企業版
Windows 7 企業版

1.開啟 [網路和共用中心]。
2.在 [檢視作用中的網路] 區段中，確認網路為 [網域網路] 。
3.在 [網域網路位置設定] 中按一下 [開啟或關閉 Windows 防火牆]，並選取 [關閉 Windows 防火牆]，

以停用 [網域網路] 的 [Windows 防火牆]。
4.在 [網路和共用中心] 內按一下 [變更進階共用設定]，確認已啟用 [網域網路] 的 [檔案及印表機
共用]。
5.在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Web Console 中，建立為機器的 FQDN 名稱指派的新「代理程式
部署」伺服器工作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 [電腦] 並選取 [內容]，可尋找機器的 FQDN 名稱。FQDN 名
稱會出現在 [完整電腦名稱] 旁)。
6.將 [選用伺服器主機名稱] 設為指向 ESMC 伺服器的 FQDN 名稱或 IP 位址。
7.將使用者名稱設為「ESMC\DomainAdmin」(請務必納入整個網域)，並設定其密碼。
8.選取代理程式的憑證。
9.執行工作。

針對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1.在 [Windows 防火牆] -> [一般] 索引標籤中選取 [關閉]，以停用 [Windows 防火牆]。
2.在 [Windows 防火牆] -> [例外] 索引標籤中，確認 [檔案及印表機共用] 已啟用。
3.在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Web Console 中，建立為機器的 FQDN 名稱指派的新「代理程式

部署」伺服器工作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 [電腦] 並選取 [內容]，可尋找機器的 FQDN 名稱。FQDN 名
稱會出現在 [完整電腦名稱] 旁)。
4.將 [選用伺服器主機名稱] 設為指向 ESMC 伺服器的 FQDN 名稱或 IP 位址。
5.將使用者名稱設為「ESMC\DomainAdmin」(請務必納入整個網域)，並設定其密碼。
6.選取代理程式的憑證。
7.執行工作。

ESMC 使用者介面
所有的用戶端皆可透過 ESMC Web Console 管理。您可以使用相容的瀏覽器從任何裝置存取 ESMC Web
Console。ESMC Web Console 分成三個主要區段：
1.在 ESMC Web Console 的頂端您可以使用 [快速搜尋] 工具。按一下圖示以編輯內容：
o[公司名稱]、[說明] 及 [IP 位址] - 輸入 [用戶端名稱] 、[電腦說明] 或 [IPv4/IPv6 位址] 或 [群組

名稱]，然後並按下 Enter。系統會將您重新導向至 [電腦] 區段，此區段會顯示相關的用戶端。
o偵測名稱 - 系統會將您重新導向至 [偵測] 區段，此區段會顯示相關的用戶端。
o使用者名稱 - 您可以搜尋匯入的 AD 使用者，結果將會顯示在 [電腦使用者] 區段中。
2.按一下 [快速連結] 按鈕以檢視功能表：
快速連結
設定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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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電腦
• 新增行動裝置
• 其他部署選項
• 新增電腦使用者

管理電腦
• 建立用戶端工作
• 建立新原則
• 指派原則
檢閱狀態
• 產生報告
3.左側的功能表包含 ESMC 的主要區段及下列項目：
o儀表板
o電腦
o偵測
o報告
o工作
o安裝程式
o原則
o電腦使用者
o通知
o狀態概觀
o其他
4.頁面底端每個區段與功能的按鈕都是獨特的，在其各自的章節中會有詳細的說明。

一般規則
• 必要設定一律在區段及各自的設定旁以紅色歎號標示。
• 若您在使用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時需要協助，請按一下右上角的

圖示然後按一下 [<

目前主題> - 說明]。將顯示目前頁面的各自說明視窗。

登入畫面
使用者需要登入憑證 (使用者名稱與密碼) 才能登入 Web Console。使用者也可以選取 [登入網域] 旁的核
取方塊，以網域使用者身分登入 (網域使用者與任何對應的網域群組無關)。登入格式視您的網域類型而
定
Windows Active Directory：DOMAIN\username
Linux 及 ESMC 虛擬設備 LDAP：username@FULL.DOMAIN.NAME

注意
如果您在登入時發生問題，或嘗試登入時收到錯誤訊息，請參閱 Web Console 疑難排解以取
得解決問題的建議。
您可以在目前選取的語言旁按一下下拉式箭號來選取語言。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我們的知識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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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請記住，變更語言之後，並非 Web 主控台的所有元素都能變更。 在 ESMC 安裝期間會建立一
些元素且無法變更。
可在多個索引標籤中進行工作階段- Web Console 可在單一瀏覽器的多個索引標籤中開啟。
• 如果選取了核取方塊，則瀏覽器中包含開放 Web Console 工作階段的每個索引標籤就會被連線至相同

的工作階段。如果開啟了新索引標籤，則使用相同設定連線的所有其他索引標籤都會連線至這個新工作
階段。如果工作階段登出其中一個索引標籤，則所有其他索引標籤也會隨之登出。
• 如果未選取核取方塊，則每個新索引標籤都會開啟新的獨立 ESMC Web Console 工作階段。
[變更密碼] / [使用另一個帳戶] 可讓您變更密碼或切換回登入畫面。

工作階段管理和安全措施：
登入 IP 位址鎖定
若從相同的 IP 位址登入嘗試失敗超過 10 次，則系統會封鎖從該 IP 位址進一步嘗試登入大約 10 分鐘。
在登入嘗試時遭到禁止的 IP 位址並不會影響現有的工作階段。這會以錯誤訊息的形式表示： 登入失敗：從
您位址進行的登入遭到暫時封鎖。

錯誤的工作階段 ID 位址鎖定
若從相同的 IP 位址使用無效的工作階段 ID 超過 15 次，則系統會封鎖所有從這個 IP 位址進一步連線大約
15 分鐘。已過期的工作階段 ID 不會計入。如果瀏覽器中當時還有過期的工作階段 ID，則系統並不會將其
視為攻擊。15 分鐘 IP 位址禁止範圍包括所有處理方法 (包括有效的要求)。重新啟動 Web 主控台可以解
除禁止 (tomcat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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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 Web Console
下表可讓您瞭解最常見的 Web 主控台登入錯誤訊息和狀態、其代表的意義和一些其他的疑難排解步驟：
錯誤訊息
登入失敗：無效的使用者名稱或密碼
登入失敗：連線失敗，狀態為 [未連線]
登入失敗：通訊錯誤

登入失敗：連線逾時

登入失敗：使用者沒有指派存取權

登入失敗：回應剖析錯誤

可能原因
確定您已正確輸入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查看 ESMC 伺服器服務及您的資料庫服務是否正在執行中，
請參閱知識庫文章中的逐步指示。
確認 ESMC 伺服器服務執行中 Apache Tomcat 執行中且正
常運作。檢閱 Apache Tomcat 的記錄檔。如需此問題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我們的知識庫文章。
檢查網路連線和防火牆設定，以確定 ESMC Web Console
可以連接 ESMC 伺服器。此外 ESMC 伺服器可能超載，請
嘗試重新開機。使用不同的 ESMC Web Console 與 ESMC
伺服器版本可能導致此問題。
未對使用者指派任何存取權限。以管理員身分登入，並
編輯使用者的帳戶，以便將至少一個權限集指派給使用
者。
您的 Web 主控台與 ESMC 伺服器的版本不相容。這可能
在發生元件升級之後發生。如果問題持續發生，請手動
部署正確版本的 Web Console。
基於安全性理由，建議您設定 ESMC Web Console 使用
HTTPS。

正在使用未加密的連線！請配置 webserver
以使用 HTTPS
JavaScript 已停用。請在瀏覽器中啟用 JavaScript。 啟用 JavaScript 或更新 Web 瀏覽器。

錯誤
可能原因
看不到登入畫面，或 • 重新啟動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Server 服務。在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Server 服務重新啟動並執行後，請重新啟動 Apache
登入畫面似乎不斷載 Tomcat 服務。在此之後，將成功載入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Web Console 登入畫面。另請參閱我們的知識庫文章。
入中。
• 如果 Apache Tomcat 無法從 era.war 檔提取內容，並且 Web 主控台無法訪問，請按照我們的知識庫文章中的步驟進行操作。
此文字在 ESMC Web 這個問題可能是由廣告封鎖的瀏覽器延伸所造成。若要解決這個問題，請對 ESMC Web 主控台頁面停用廣告封鎖的瀏覽器延伸。
Console 的內容功能表
和 [快速連結] 功能
表中會遺失。
登入之後，Web
確定您使用的是支援的網頁瀏覽器。
Console 並未正確顯示
(缺少元素等)。
登入後，某些 Web 主 如果某些 ESMC Web 主控台畫面 (例如電腦) 未載入，請開啟 Tomcat9w.exe 檔案 (位於 C:\Program Files\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Tomcat 資料
控台畫面未載入。
夾中]\)
• 在 [一般] 標籤中，按一下 [停止] 以停止 Apache Tomcat 服務。
• 選取 [Java] 標籤，然後在 Java Options 下的內容中添加以下代碼：
-Duser.country=US
-Duser.language=en
• 在一般標籤中，按一下 [開始] 以啟動 Apache Tomcat 服務。

Web 主控台載入需要 Web 主控台在處理大型物件集時需要額外的記憶體。請參閱 Web 主控台中的企業設定。
很長時間。當載入大
量物件時，主控台將
崩潰。
Web 主控台中的某些 如果您正在使用的反向 Proxy 會禁止載入某些 Web 主控台模組，則會發生此問題。個別 Web 主控台模組 (在 Apache Tomcat 中載入) 的 URL 字串可
畫面不能正確載入， 能會動態變更 (例如，era/webconsole/configEngine/02645EFC6A9323B2B449042FB8S63FD3/v0.0/css/001_ce.ltr.css 中在
且您會看到錯誤訊息。 era/webconsole/configEngine/ 後的字串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確保正確配置您的反向 Proxy。
例如，在編輯原則時，
您會看到錯誤：
「ERROR WHILE
INITIALIZING
CONFIGURATION
EDITOR.: (TYPEERROR)
: ((INTERMEDIATE
VALUE)(INTERMEDIATE
VALUE) ,
K).INITCONFIGEDITOR
IS NOT A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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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升級 ESMC 之後，我們建議您先刪除網路瀏覽器快取和 Cookie，然後再登入升級的 Web Console。
• 由於 Web Console 使用安全通訊協定 (HTTPS)，因此您可能會在網頁瀏覽器中得到與安全性憑證或不信任連

線相關的訊息 (實際的訊息文字內容視您使用的瀏覽器而定)。這是因為瀏覽器要您驗證您正嘗試存取的網
站身分。按一下 [繼續使用此網站] (Internet Explorer) 或 [我瞭解風險]，按一下 [新增例外...]，然後按一
下 [確認安全例外] (Firefox)，以允許存取 ESMC Web Console。這僅適用於您嘗試存取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Web Console URL 時。如需如何設定 HTTPS/SSL 連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我們的知識庫文
章。

使用者設定
在此區段中，您可以自訂使用者設定。按一下 ESMC Web 主控台 ([登出] 按鈕的左側) 右上方的 [使用
者帳戶] 以顯示所有作用中使用者。您可以同時從不同的 ESMC Web 瀏覽器、電腦或行動裝置登入 Web
Console。您將在這裡看到所有工作階段。

注意
使用者設定只適用於目前登入的使用者。每位使用者都可有自己偏好的 ESMC Web Console 時
間設定。使用者專用時間設定會套用至每個使用者，無論他們是從何處存取 ESMC Web
Console。

時間設定
所有資訊都使用 UTC (世界協調時間) 標準儲存在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內部。UTC 時間會自動轉
換為 ESMC Web Console 使用的時區 (考慮日光節約時間)。ESMC Web Console 會顯示 ESMC Web Console 所
在之執行地點的系統當地時間 (不是內部 UTC 時間)。如果需要，您可以覆寫此設定並手動設定在 ESMC
Web Console 中顯示的時間。
若您想覆寫預設的 [使用瀏覽器本機時間設定]，您可以選擇 [手動選擇] 選項，然後手動指定 [主控台
時區] 並決定是否使用 [日光節約時間]。

重要
在某些情況下，可選擇使用不同的時區 (例如，正在執行 ESMC 的用戶端當地時間)。配置觸
發時，此設定非常重要。此選項能夠使用時，即會顯示在 ESMC Web Console 中，您可選擇是
否要 [使用當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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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 [儲存時間設定] 來確認您的變更。

儲存的使用者狀態
您可以按一下 [重設儲存的使用者狀態]，將儲存的使用者 UI 狀態重設為預設值。這包含啟動精靈、表格
直欄大小、建議的過濾器，釘選側功能表等。

作用中的工作階段
目前使用者的所有作用中工作階段的相關資訊包含：
• 使用者從中連線至 ESMC Web 主控台的用戶端電腦或裝置的 IP 位址。 執行 ESMC Web 主控台的 Web

伺服器 IP 位址會顯示在括弧中。如果 ESMC Web Console 與 ESMC 伺服器是在同一部機器上執行，則會
顯示 via 127.0.0.1。
• 使用者的登入日期和時間。
• 針對 ESMC Web Console 選取的語言。

目前工作階段會標示為 [此工作階段]。 如果想要中斷與作用中工作階段的連線，請按一下 [中斷連線]。

過濾器及配置自訂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Web Console 可讓您透過數種方式，在主要區段中自訂顯示項目的配置
(例如，[電腦]、[工作] 等)：

新增過濾器及過濾預設集
若要新增過濾條件，請按一下 [新增過濾器]，然後從清單中選取項目。在過濾器欄位中輸入搜尋字串。
作用中的過濾器會以藍色強調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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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將過濾器儲存至使用者設定檔，以便未來再次使用。[預設集] 之下的可用選項如下：
過濾器集

管理過濾器集

您已儲存的過濾器，按一下其中一個過濾器加以套用。套用的過濾器會以
核取
記號表示。選取 [包含可見直欄、排序和分頁] 將這些參數儲存至預設集。
將目前的過濾器配置儲存為新的預設集。一旦儲存預設集，您就無法編輯預設集中
的過濾器配置。
移除或重新命名現有的預設集。按一下 [儲存] 將變更套用到預設集。

清除過濾器值

按一下只能從選取的過濾器中移除目前的值。已儲存的預設集會維持不變。

移除過濾器

按一下可移除選取的過濾器。已儲存的預設集會維持不變。

儲存過濾器集

移除未使用的過 移除不含任何值的過濾器欄位。
濾器

[存取群組] 過濾器按鈕可讓使用者選取靜態群組，並根據物件所在的群組
過濾已檢視的物件。
您可以使用標籤來過濾顯示的項目。

側邊面板配置
按一下區段名稱旁邊的
異)：
•
•
•
•
•

圖示，然後使用內容功能表來調整側邊面板配置 (可用選項可能視目前配置而

隱藏側邊面板
顯示側邊面板
群組
群組和標籤
標籤

如果可見到「群組」，您也可以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

全部展開
全部收合

管理主要表格
若要按單個列排序，請按一下列標題，以根據所選列中的資料對表格行進行排序。
• 按一下或按兩下將導致遞增 (A-Z, 0-9) 或遞減 (Z-A, 9-0) 排序。
• 套用排序後，列標題之前的一個小箭頭會指示排序行為。
• 另請參閱下列的多重排序。

按一下

齒輪圖示以管理主要表格：

處理方法
編輯直欄 - 使用精靈以調整 (
功能來調整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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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移除、

重新排序) 顯示的直欄。您也可以使用拖放

•

自動調整直欄 - 自動調整直欄寬度。

表格排序
• 重設排序 - 重設列排序。
• 多重排序 - 您可以透過選擇多個 (最多 4 個) 列對表格資料進行排序。對於每個列，您可以調整其

以下內容：
o排序優先順序 - 透過按一下 [上移] 或 [下移] 按鈕 (第一列：主要排序；第二列 - 次要排序；
等) 來變更列順序。套用多重排序後，索引號會出現在列標題之前，以指示排序優先順序。
o排序行為 - 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遞增] 或 [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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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 主要排序 - 電腦名稱列：已套用遞增排序。
2 次要排序 - 狀態列：套用為次要排序的遞減排序。

報告
• 將表格匯出為 - 將表格匯出為您需要格式的報告。 您可以選擇 .pdf、.ps 或 .csv。 CSV 僅適用於表

格資料，而且會使用 ; (分號) 作為分隔符號。
• 儲存報告範本 - 從表格建立新的報告範本。

標籤
ESMC 可利用使用者定義的標籤來標示所以相關物件 (電腦、偵測、工作、安裝程式、原則、通知、授權
等)，而且可進一步用於強化過濾和搜尋。會在 ESMC Web Console 的所有重要畫面原生整合標籤。
標籤是使用者定義金鑰字詞 (標籤)，您可以將之新增到不同物件，以便能更輕鬆地分組、過濾和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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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您可以針對相對資產指派「VIP」標籤，以及快速識別與其相關聯的所有物件。
您可以手動建立和指派標籤。 會自動使用客戶名稱對 MSP 物件加註標籤。

標籤窗格
您可以檢視 ESMC Web Console 功能表畫面左下方顯示之 [標籤] 區段的現有標籤：

標籤管理的權限
為了管理物件的標籤，使用者需要具有該物件的足夠存取權限 (指派的權限集)。其他使用者可以管理標
籤，例如，另一個使用者可以刪除您已經建立的標籤。

指派標籤
您可以指派標籤給一或多個物件。
若要指派標籤，選取物件旁邊的核取方塊並按一下 [處理方法] >

[標籤]：

若要指派已經存在的標籤，按一下清單的 [輸入欄位標籤]，然後按一下 [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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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標籤
若要建立新標籤，輸入標籤名稱，選取 [建立 "tag_name"]，然後按一下 [套用]。

依標籤過濾物件
按一下標籤，將過濾器套用到列出的物件。所選取的標籤是藍色的。

取消指派標籤
若要指派標籤，選取物件旁邊的核取方塊並按一下 [處理方法] >
一下 [套用]。

[標籤]。按一下 X 移除標籤，然後按

刪除標籤
若要刪除標籤，將滑鼠指標移動到 [標籤] 窗格的標籤上方，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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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然後按一下 [確定] 按鈕，

以確認您希望刪除 ESMC Web 主控台中所有物件的標籤。

儀表板
儀表板是您初次登入 ESMC Web Console 之後顯示的預設頁面。它會顯示與網路有關的預先定義報告。您可
以使用頂端功能表列中的索引標籤在儀表板之間切換。每個儀表板都包含多個報告。

儀表板操控
• 新增 - 按一下儀表板標頭頂端的

符號，以新增儀表板。為儀表板輸入新名稱，並按一下 [新增儀
表板] 進行確認。會建立新的空白儀表板。
• 移動 - 按一下儀表板的名稱並加以拖曳，以變更與其他儀表板之間的相對位置。
• 自訂 - 您可以透過新增、修改、調整大小、移動與重新排列報告，來自訂儀表板。
• 設為預設值 - 選取儀表板，按一下 [儀表板] 旁邊的
齒輪圖示，然後選取 [設為預設值]。
按一下所選取儀表板標題旁邊的

齒輪圖示，以取得下拉式功能表的下列選項：

重新整理頁面

重新整理此儀表版中的報告範本。

移除

移除儀表板。

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儀表板。
在使用者家用群組中建立擁有相同參數的儀表板副本。

複製
變更配置

為此儀表板選擇新配置。變更會從儀表板移除目前的範本。

注意
您無法自訂下列預設儀表板：[狀態概觀] 及 [安全性概觀]。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中預先配置下列儀表板：

狀態概觀
[狀態概觀] 儀表板是您每次登入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都會看到的預設螢幕 (除非您將其他儀
表板設為預設儀表板)。它會顯示與網路有關的一般資訊。
• 裝置過濾器 - 根據最後報告的狀態，顯示受管理裝置的數量。您可以按一下每個動態磚 (共 4 個)

以開啟裝置的過濾清單。
• 裝置過濾器 - 根據個別索引標籤中安裝的安全性產品，顯示受管理裝置的數量。如果未部署該群組的
安全性產品，索引標籤便會顯示可部署個別安裝程式套件的選項。
• 連線狀態 - 顯示受管理裝置的最後連線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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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版本狀態 - 根據平台，顯示最新和過期安全性產品版本的比率。按一下代表過期應用程式的紅色

圖表，即可藉由選取 [更新安裝的 ESET 產品] 來起始更新。已安裝不明狀態的 ESET 產品，但無法辨識
其版本 (例如，在新安裝 ESET 產品之後)。
• 管理狀態 - 顯示 [受管理及受保護] (已同時安裝 ESET 代理程式及安全性產品的用戶端裝置)、[受管
理] (僅安裝代理程式的用戶端裝置)、[未受管理] (您網路中已知 ESMC 但不含代理程式的用戶端裝置)
及 [Rogue] (ESMC 未知但由 Rogue Detection Sensor 偵測到的用戶端裝置)。
• RSS 摘要 - 顯示來自 WeLiveSecurity 及 Eset 知識庫入口網站的 RSS 摘要。當您按一下 [RSS 摘要]
中的齒輪圖示時，您可以選擇 [關閉摘要自動播放]，或關閉個別摘要來源，或是 [關閉 RSS 摘要]。

事件概覽
此儀表板提供最近 7 天內發現之未解決偵測的概觀，包括其嚴重性、偵測方法、解決狀態，以及具有偵
測的前 10 名電腦/使用者。

電腦
此儀表板為您提供用戶端電腦的概觀 - 包含其防護狀態、作業系統與更新狀態。

安全性管理中心伺服器
在此儀表板中，您可以檢視關於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伺服器本身的資訊 - 包含伺服器負載、
有問題的用戶端、CPU 負載與資料庫連線。

防毒偵測
您可以在此看到用戶端安全性產品防毒模組中的報告 - 包含作用中偵測、過去 7/30 天中的偵測等。

防火牆 偵測
已連線用戶端的防火牆事件 - 根據其嚴重性、報告的時間等。

ESET 應用程式
此儀表板可讓您檢視關於已安裝 ESET 應用程式的資訊。

動態威脅防禦
如果您使用的是 ESET Dynamic Threat Defense，則可以在此處找到實用 ESET Dynamic Threat Defense 報告的
概觀。

儀表板報告中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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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大小

按一下以全螢幕模式檢視報告。

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報告範本。

下載
變更

按一下 [下載] 以產生並下載報告。 您可以選擇 .pdf、.ps 或 .csv。 CSV 僅
適用於表格資料，而且會使用 ; (分號) 作為分隔符號。
針對來自範本清單的另一個範本變更報告範本。

編輯報告範本

編輯現有的報告範本。建立新報告範本時會使用相同的設定與選項。

設定重新整理間隔

設定範本的自訂重新整理間隔。

排程報告 - 您可以修改排程觸發、節流與報告寄送。您可以在 [已排程報告]
索引標籤 中找到所有已排程報告。
從儀表板移除報告範本。

排程
移除
重新命名
此儲存格

重新命名報告範本。
為此儀表板選擇新配置。變更會從儀表板移除目前的範本。

儀表板的權限
使用者必須有適當的權限才能使用儀表板。只有在使用者具有存取權限的群組內的報告範本，才能在儀表
板中使用。若沒有將 [報告] 與 [儀表板]的權限指派給使用者，使用者就無法在儀表板區段中看到資料。
依預設，管理員可看到所有資料。

重要
• 讀取 - 使用者可列出報告範本與其類別。使用者也可根據報告範本產生報告。使用者能夠讀取

其儀表板。
• 使用 - 使用者可透過可用的報告範本修改其儀表板。
• 寫入 - 建立/修改/移除範本與其類別。
所有預設範本均位於 [全部] 群組中。

深入檢視
您可以使用深入檢視儀表板功能，更仔細地檢查資料。它可讓您以互動方式從摘要中選取特定項目，並檢
視相關詳細資料。透過「深入檢視」摘要資訊以取得此特定項目進一步資訊，來關注感興趣的項目。您通
常可以深入檢視多個層級。
深入檢視選項有數個：
• 顯示詳細資訊 - 電腦名稱和說明、靜態群組名稱等。會針對按下的列顯示原始 (非彙總) 資料。
• 僅顯示「值」 - 僅顯示具有所選嚴重性層級的資料：資訊、嚴重、安全風險、安全性通知等。
• 展開直欄 「值」 - 這將顯示彙總的資訊 (通常適用於計數或總數)。例如，如果直欄中只有一個數字且

您按一下 [展開直欄電腦]，則會列出與電腦有關的所有詳情。
• 顯示在「電腦」頁面中 (全部) - 將您重新導向至 [電腦] 頁面 (只會顯示 100 個項目的結果)。

單擊動作
當您按一下表格/圖表中的項目時，有已發現問題的相關資訊的報告會包含額外的深入檢視選項：
• 用於解決所選警示的工作 - 您可以選取會儘快執行的建議工作來解決警示。

如果警示無法透過工作解決，但可經由原則設定來解決，則會顯示下列選項：
o管理原則
o新增原則
• 搜尋 Web - 針對所選的警示觸發 Google 搜尋。如果沒有建議的回應 (工作或原則設定) 可解決所選
的警示，您可以使用這個選項。

注意
您使用其他報告的深入檢視所取得的結果只會顯示前 1,000 個項目。
如果您想產生並下載報告，請按一下 [產生並下載] 按鈕。 您可以選擇 .pdf、.ps 或 .csv。 CSV 僅適用
於表格資料，而且會使用 ; (分號) 作為分隔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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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
新增至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的所有用戶端裝置都會顯示在此並區分至群組。每個裝置都會指
派給單一靜態群組。按一下清單中 (位於左側) 的群組即可在右側窗格中顯示此群組的成員 (用戶端)。
未受管理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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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未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或 ESET 安全性產品的用戶端) 通常會顯示

在失物招領群組中。用戶端 (顯示於 ESMC Web Console 中) 狀態與用戶端上 ESET 安全性產品的設定無關。
這是特定狀態未顯示在用戶端上的原因，但仍會回報給 ESMC Web Console。您可以藉由拖放動作，在不同
的群組間移動用戶端。
按一下 [新增] 按鈕並選取：
•
•
•

電腦 - 您可以將電腦新增到選取的靜態群組。
行動裝置 - 您可以將行動裝置新增到選取的靜態群組。
透過目錄伺服器同步化 - 您可以執行 [靜態群組同步化] 工作。

按一下裝置以開啟新的功能表，其中包含該裝置可使用的動作。您也可以選取裝置旁邊的核取方塊並按一
下底部列的 [動作] 按鈕。[動作] 功能表會依據裝置類型而顯示不同選項。如需不同圖示類型和狀態的
詳細資訊，請參照圖示圖例。按一下 [警示] 欄中的警示數字，以檢視 [電腦詳細資料] 區段中的警示清
單。
[上次連線] 會顯示受管理裝置上次連線的日期及時間。[上次連線] 資訊會反白顯示，指出該電腦並未連
線：
o黃色(錯誤) - 電腦已經 2 至 14 天未連線。
o紅色 (警告) - 電腦已經超過 14 天未連線。

過濾檢視
有不同方法可過濾檢視：
• 標準過濾器： 若要新增過濾條件，請按一下 [新增過濾器]，然後從清單中選取項目。在過濾器欄位

中輸入搜尋字串。作用中的過濾器會以藍色強調顯示。
• 您可以使用狀態圖示，依嚴重性進行過濾：
紅色 - [錯誤]、
黃色 - [警告]、
綠色 - [正常]
和
灰色 - [未受管理] 電腦。嚴重性圖示代表特定用戶端電腦上 ESET 產品的目前狀態。圖示均能個
別開啟或關閉，方便您將其組合並加以運用。例如，只要查看具有警告的電腦時，請只讓
黃色圖示
保持選取狀態 (其他圖示必須取消選取)。若
警告與
錯誤兩者都要查看時，則請開啟這兩個圖
示。
• 按一下 [新增過濾器 > 產品類別] 並使用下拉式功能表，可以選取要顯示的裝置類型。
o[所有裝置] - 從下拉式功能表選取此選項，即可再次查看所有的用戶端電腦，而不用限制 (過濾)

顯示的用戶端。當縮小檢視範圍時，您可以使用過濾選項的組合。
o受到 ESET 保護 -由 ESET 產品保護
o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 個別的 ESMC 元件 (例如，代理程式、RD Sensor、伺服器等)
o其他 - 共用本機快取、虛擬設備、Enterprise Inspector 代理程式與 Enterprise Inspector 伺服器。
• [顯示子群組] 核取方塊 - 顯示目前所選群組的子群組。

過濾器及配置自訂
您可以自訂目前的 Web Console 畫面檢視：
• 管理側邊面板及主要表格。
• 新增過濾器及過濾預設集。 您可以使用標籤來過濾顯示的項目。

注意
如果您在清單中找不到特定電腦，但確定它位於您的 ESMC 基礎架構中，請確定所有過濾器皆
已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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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詳細資訊
若想瞭解關於電腦的詳細資訊，請選取靜態或動態群組中的用戶端電腦，然後按一下 [顯示詳情]。
資訊視窗由以下部分組成：

概觀
下列動態磚包含電腦的狀況概觀。
電腦
• 按一下編輯圖示

以變更電腦的名稱或說明。如果已經有另一部同名的受管理電腦，您可以選取

[允許複製名稱]。
•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 FQDN - 電腦的完整網域名稱

注意
如果您有在 Active Directory 之下執行的用戶端電腦和 ESMC 伺服器，即可使用靜態群組同步化
工作自動填入 [名稱] 和 [說明] 欄位。

• [上層群組] - 變更電腦的上層靜態群組。
• IP - 機器的 IP 位址。
• 套用的原則數 -按一下數字可查看已套用的原則清單。
• 動態群組的成員 - 用戶端電腦在最近複寫期間所存在的動態群組清單。

硬體
此動態磚包含重要硬體參數清單、作業系統相關資訊及唯一識別碼。按一下此動態磚可檢視 [詳細資訊 硬體] 索引標籤。

警示
• 警告 - 與目前電腦相關的問題清單連結。
• 尚未解決的偵測計數 - 尚未解決的偵測計數。按一下計數可查看未解決的偵測清單。
• 上次連線時間 - [上次連線] 會顯示受管理裝置上次連線的日期及時間。[上次連線] 資訊會反白顯示，

指出該電腦並未連線：
o黃色(錯誤) - 電腦已經 2 至 14 天未連線。
o紅色 (警告) - 電腦已經超過 14 天未連線。
• [上次掃描時間] - 上次掃描的時間資訊。
• [偵側引擎] - 目標裝置上偵側引擎的版本。
• 已更新 - 更新狀態。

產品與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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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上安裝的 ESET 元件清單。按一下此動態磚可檢視 [詳細資訊 - 產品與授權] 索引標籤。
[加密]
只有在 ESET Full Disk Encryption 支援的工作站上才能看見加密動態磚。
使用者
• 登入的使用者 (僅限電腦) - 登入裝置的使用者網域和使用者名稱。
• 指派的使用者
o按一下 [新增使用者] 或 [指派使用者]，將 [電腦使用者] 中的使用者指派給此裝置。
o按一下垃圾圖示
取消指派目前的使用者。
o按一下受指派使用者的使用者名稱可顯示其帳戶詳細資訊。

[位置] (僅限行動裝置)在 iOS Apple Business Manager (ABM) 中的裝置僅能在啟動「遺失模式」時進行本
地化。

[硬體] 按鈕可用來設定電腦以供複製。這是複製電腦或變更電腦的硬體後的必要項目。
• 標記為主要以供複製 > 與現有電腦比對 - 請參閱每次與現有電腦比對選項。建議在建立 VDI 集區之

前使用此選項。
• 標記為主要以供複製 > 建立新電腦 - 請參閱每次建立新電腦選項。建議在建立 VDI 集區之前使用此
選項。
• 停用硬體偵測 - 永久停用硬體變更偵測。這個動作無法還原！
• 取消標記為主要以供複製 - 移除主要旗標。套用此選項後，機器的每個新複製都會造成問題。

重要
下列各項不支援硬體指紋偵測：
• Linux、macOS、Android、iOS
• 透過 ESET 虛擬代理程式主機 (ESET 虛擬化安全性) 管理的系統
• 沒有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7 的機器

配置
[配置] 索引標籤 - 包含已安裝的 ESET 產品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ESET 端點等) 的配置清單。可
用的動作如下：
• 按一下 [要求配置] 可建立工作，讓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收集所有受管理的產品配置。此工作

在傳遞至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之後會立即執行，且結果會在下次連線時傳遞至 ESMC 伺服器。這
可讓您檢視所有受管理產品的配置清單。
• 透過內容功能表開啟配置，並將其轉換為原則。按一下配置可在檢視器中檢視。
• 一旦開啟配置，即可將它轉換為原則。按一下 [轉換為原則]，目前的配置就會傳輸至原則精靈，您可
以修改配置並儲存為新原則。
• 下載配置以便進行診斷和支援。按一下選取的配置，然後按一下下拉功能表中的 [下載以供診斷]。
已套用原則索引標籤 - 已套用到裝置的原則清單。按一下 [管理原則] 以管理、編輯、指派或刪除原則。
[已套用排除] 索引標籤 - 套用到裝置的排除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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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記錄 (僅限電腦)
• SysInspector - 按一下 [要求防護記錄] (僅限 Windows) 以在所選的用戶端上執行 SysInspector 防護記

錄要求工作。工作完成之後，ESET SysInspector 防護記錄清單中會新增一個項目。按一下清單中的防護
記錄以探索內容。
• 防護記錄收集器 - 按一下 [執行防護記錄收集器] 以執行防護記錄收集器工作。工作完成之後，防護
記錄清單中會新增一個項目。按一下清單中的防護記錄以下載。
• 診斷防護記錄 - 按一下 [診斷] > [開啟] 可在目前的機器上啟動診斷模式。診斷模式會讓用戶端將所
有防護記錄傳送到 ESMC 伺服器。您可以瀏覽 24 小時內的所有防護記錄。防護記錄可分為 5 個類別：
垃圾郵件防護記錄、防火牆防護記錄、HIPS 防護記錄、裝置控制防護記錄、Web 控制防護記錄。

注意
每台裝置防護記錄傳送的檔案大小限制為 150 MB。如果工作收集的防護記錄過大，則該工作
將失敗，並出現 "Log Collector 輸出超過 150MB，將不會被傳送" 訊息。傳送到伺服器的防護
記錄遵循以下規則。
防護記 工作已完成，附 可以從 Web 主控台的 [電腦詳細資訊] > [防護記錄] 部分中存
錄檔案 帶進度訊息："已 取防護記錄。
大小小 執行命令。"
於 15
MB
防護記 工作已完成，附 可在 ESMC 伺服器上存取防護記錄。防護記錄檔位置的路徑顯示在
錄檔案 帶進度訊息："Log [電腦詳細資訊] > [防護記錄]部分中。
大小大 Collector 壓縮檔
於 15
過大，無法儲存
MB，但 於資料庫。請查
小於
看 Log Collector
150 MB 項目以瞭解其新
位置。"
防護記 工作已完成，附 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請變更防護記錄的詳細級別並重試該工作，
錄檔案 帶進度訊息："Log 或者在該裝置上本機收集防護記錄。
大小大 Collector 壓縮檔
於 150 過大，無法轉移。
MB
"

工作執行
已執行的工作清單。您可以過濾檢視以縮小結果範圍、深入檢視工作細節、編輯、複製、刪除或執行/重
新執行工作。

安裝的應用程式
顯示已在用戶端上安裝的程式清單，且附有版本、大小、安全性狀態等詳細資料。您可以透過原則設定來
開啟非 ESET 應用程式的報告。選取程式並按一下 [解除安裝]，可加以移除。系統將要求您輸入 [解除安
裝參數]。這是安裝程式 (安裝套件) 的選用命令列參數。每個軟體安裝程式各有不同的解除安裝參數。
您可以在特定產品的文件中瞭解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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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ESET 產品有可用的更新，按一下 [更新 ESET 產品] 按鈕即可更新 ESET 產品。

注意
iOS 裝置會每天向 ESMC 回報安裝軟體清單一次。使用者無法強制重新整理清單。

警示
顯示警示的清單和詳細資料：問題、狀態、產品、發生時間、嚴重性等。按一下 [警示] 欄中的警示計數，
即可直接從 [電腦] 區段存取這份清單。您可以透過單擊動作來管理警示。

電腦 (僅限電腦)
複製相關問題清單位於 [問題] 索引標籤上。進一步閱讀有關如何解決已變更或已複製電腦的問題。

偵測與隔離
• 偵測 - 所有的偵測類型都會顯示，但是您可以進行過濾 偵測類別 -

病毒防護、

封鎖的檔案、

Enterprise Inspector、 防火牆、 HIPS 和
Web 防護。
• 隔離 - 附有如下詳細資訊的隔離偵測清單：偵測名稱、偵測類型、物件名稱、大小、第一次發生的時
間、計數、使用者原因等。

[詳細資訊]
• 基本 - 裝置相關資訊：OS 名稱、類型、版本、序號、FQDN 名稱等。裝置是否靜音、受管理、上次更新

時間及套用的原則數相關資訊。
• 硬體 - 有關電腦硬體、製造商和型號的資訊，以及網路相關資訊 (IPv4、IPV6、子網路、網路介面卡...)。
• 產品與授權 - 目前的偵側引擎版本、已安裝ESET 安全性產品的版本、使用的授權。

從管理移除電腦
若要從管理移除裝置，按一下 [電腦]，選取裝置並按一下
腦需要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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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對話方塊會顯示從管理移除所選電

重要
繼續執行下一個步驟時，請確定您已經成功完成上一個步驟。這對於正確移除裝置至為關鍵。
1.重設端點設定 - 按一下 [管理原則] 並移除所有套用的原則，以便管理本機裝置。請參閱 [原則] 區
段中的 [原則移除規則]。如果已設定密碼來存取端點產品設定，請建立新原則來移除密碼 (選取以設
定密碼，但請勿輸入任何密碼)。對於 EFDE 用戶端，遵循此處的解密步驟。
2.[停止電腦管理] - 在本機電腦上執行 [停止管理工作] 或解除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或
ESET 安全性產品。這會暫停電腦及 ESMC 之間的連線。
3.從資料庫移除電腦 - 確保電腦不再連線至 ESMC 之後，您就能將之從受管理裝置清單移除。
• 選取核取方塊 [我想要停用已安裝的 ESET 產品]，從在選取電腦上安裝之所有 ESET 產品移除授權。
也請參閱停用 ESET 商業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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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
群組可以視為將電腦及其他物件分類的資料夾。
對於電腦及裝置，您可以使用預先定義的群組與群組範本，或建立新群組與群組範本。用戶端電腦可新增
至群組。這有助於依您喜好的方式設定電腦的結構與排列方式。新增電腦至靜態群組。
靜態群組為手動管理，動態群組則是根據範本中的特定條件自動排列。將電腦分組後，您可以將原則、工
作或設定指派至這些群組。接著原則、工作或設定會套用到群組的所有成員。有兩種用戶端群組類型：

靜態群組
靜態群組是選取的用戶端電腦及其他物件的群組。群組成員為靜態，只能手動新增/移除，而非根據動態
條件。物件只能出現在一個靜態群組中。只有在其中沒有包含任何物件時，才能刪除靜態群組。

動態群組
動態群組是裝置 (而非其他物件，如工作或原則) 的群組，其因為符合特定條件而成為群組成員。如果用
戶端裝置未滿足該條件，則會自該群組中移除。符合條件的電腦將會自動新增至群組 (因此名為「動
態」)。
按一下群組名稱旁的齒輪圖示

，以檢視可用的群組動作及群組詳細資料。

屬於群組成員的電腦都會列在右側窗格。

群組動作
導航到 其他 > [群組]，然後選取您要管理的群組。按一下 [群組] 按鈕或群組名稱旁的齒輪圖示
含下列選項的功能表隨即顯示。

。包

套用至
靜態群組

群
組
動
作

群組動作說明

動
態
群
組

提供所選群組的概觀。
顯
示
詳
細
資
料

✔

✔

✔

x

✔

✔

所選的群組會成為預設的上層群組，但稍後當您建立新靜態群組時，您可以變更上層群組。
新
增
靜
態
群
組
所選的群組會成為預設的上層群組，但稍後當您建立新動態群組時，您可以變更上層群組。
新
增
動
態
群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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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至
靜態群組

群
組
動
作

群組動作說明

動
態
群
組

建立新的憑證。
新
增
通
知

x

✔

✔

x

新增新裝置。
新
增

選取將要在此群組的裝置上執行的用戶端工作：
掃描 - 在所選取群組中所有用戶端上執行指定掃描工作。
更新模組 - 執行模組更新工作 (手動觸發更新)。
行動 - 請參閱 Anti-Theft 處理方法以取得詳細資料。
• 重新註冊 - 新增用戶端工作。
• 尋找 - 要求您行動裝置的 GPS 座標。
• 鎖定 - 當偵測到可疑的活動，或裝置標記為遺失時，便會鎖定裝置。
• 解除鎖定 - 裝置將解除鎖定。
✔
• 警報器 - 遠端觸發大聲的警報器，即使您的裝置設為靜音，警報器仍會啟動。
• 抹除 - 存放在您裝置中所有的資料將會永久清除。
執行工作 - 選取一或多個用戶端工作並在所選取的裝置上執行工作。
新增工作 - 建立新的用戶端工作。選取工作，並配置此工作的節流 (選用)。系統會根據工作設定將工作
排入佇列中。
此選項會立即觸發現有的工作，您可以從可用工作清單中選取現有的工作。此工作無法使用觸發，因為它將立
即執行。
上次使用的工作 - 所有群組與電腦上次使用的用戶端工作清單。
從所選取的群組選取並執行報告。
報
✔
告
為所選的群組指派原則。
管
理
✔
原
則
編輯所選群組。套用與您建立新群組 (靜態或動態) 時相同的設定。
編
✔
輯
選取某個群組，並將它當作另一個群組的子群組移動。
移
✔
動
移除所選的群組。
刪
✔
除
變更動態群組的優先順序。
很
快
套
用
x
工
作

✔

x

✔

✔

✔

✔

✔

稍
後
套
用
匯入電腦清單 (通常為文字檔)，作為所選群組的成員。如果電腦已存在並為此群組的成員，則會根據所選的
匯 動作解決衝突：
✔
入
匯出清單 (.txt 檔案) 中的群組 (及子群組，如果選取) 的成員。此清單可用於檢閱，或於稍後匯入。
匯
✔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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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群組詳細資訊
當您選取

[顯示詳細資訊] 群組動作時，您可以看見所選群組的概觀：

概觀
在 [概觀] 中，按一下
或 [新增說明] 即可編輯群組設定。您可以檢視有關群組配置及其 [上層群
組] 與 [子群組] 的資訊。 如果選取的群組是動態群組，您也可以根據評估及指派給群組的電腦來查看
作業和規則。

工作
您可以檢視和編輯已指派給群組的用戶端工作。

原則
您可以檢視和編輯已指派給群組的原則。

注意
在 [顯示詳細資料] > [原則] 中，您只可以看見已指派給所選群組的工作和原則。您無法在
此看見群組中個別電腦上套用的工作和原則。

警示
來自群組中電腦的警示清單。您可以透過單擊動作來管理警示。

排除
會將排除清單套用到群組。

靜態群組
靜態群組是用來：
• 組織裝置並建立群組及子群組的階層
• 組織物件
• 充當使用者的家用群組

您只能手動建立靜態群組。裝置可以手動移至群組內。每部電腦或行動裝置，都只能屬於一個靜態群組。
可透過群組動作管理靜態群組。
預設靜態群組有兩個：
• 全部 - 這是 ESMC 伺服器網路中所有裝置的主群組。依預設，所有由管理員建立的物件，都會內含在

此群組中。該群組一律會顯示且無法重新命名。存取此群組可讓使用者存取所有子群組；因此，發送時
應該要謹慎。
• 失物招領 - 群組 [全部] 的子群組。第一次連接至 ESMC 伺服器的每一部新電腦，都會自動顯示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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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中。可以重新命名或複製群組，但不可刪除或移動。

重要
只有在下列情況時，才能刪除靜態群組：
• 使用者對此群組具有寫入權限
• 群組為空白
如果靜態群組中仍有一些物件，則刪除作業將失敗。每一個具有物件的功能表 (例如，[安裝
程式]) 中，都有一個 [存取群組] 過濾器按鈕。
按一下 [選取] 以選擇靜態群組，然後只有此群組中所包含的
物件，才會列示在檢視中。使用此過濾的檢視，使用者可以輕鬆地操控某個群組中的物件。

建立新靜態群組
若要建立新靜態群組，按一下 [電腦]，選取靜態群組旁邊的齒輪圖示

並選取 [新增靜態群組]。

基本
為新群組輸入 [名稱] 以及 [說明]。您也可以變更 [上層群組]。依預設，上層群組是您在開始建立新靜
態群組時所選取的群組。若您要變更其上層群組，請按一下 [變更上層群組]，並從樹狀結構中選取上層
群組。新靜態群組的上層群組必須為「靜態群組」。這是因為動態群組不能包含靜態群組。按一下 [完
成] 建立新的靜態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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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Active Directory 匯入用戶端
若要從 AD 匯入用戶端，請建立新的伺服器工作。靜態群組同步化。
選取要從 AD 新增電腦的群組。亦在 AD 中選取您要同步化的物件，以及處理重複項目的方式。輸入您的
AD 伺服器連線設定，並將 [同步化模式] 設定為 Active Directory/Open Directory/LDAP。

匯出靜態群組
匯出位於 ESMC 結構中的電腦清單是很簡單的。您可以匯出清單並將其儲存為備份，使您能夠在將來匯入
回清單，例如，在您要儲存群組結構的情況下。

注意
靜態群組需要包含至少一部電腦。匯出空群組是不可能的。
1.移至 [電腦]，然後選取您要匯出的靜態群組。
2.按一下齒輪圖示，然後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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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

3.如果所選靜態群組包含具有電腦的子群組，也可以選擇從子群組匯出電腦。

4.檔案將會以 .txt 格式儲存。

注意
無法匯出動態群組，因為動態群組只是電腦根據在「動態群組範本」中定義之條件的連結。

匯入靜態群組
從靜態群組中匯出的檔案可以匯入回 ESMC Web Console，並包含在現有群組結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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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一下 [電腦]，選取任何靜態群組。
2.按一下齒輪圖示，然後選取
[匯入]。
3.按一下 [瀏覽] 並瀏覽至 .txt 檔案。
4.選取檔案群組並按一下 [開啟]。檔案名稱會顯示在文字方塊中。
5.選取以下其中一個選項來解決衝突：
• 如果在別處找到相同的項目，請勿建立或移動任何裝置。

如果靜態群組存在，且 .txt 檔案中的電腦已存在於此群組中，則會跳過這些電腦，不會將其匯入。
會顯示有關此部分的資訊。
• 如果現有裝置尚未存在於匯入的路徑上，請加以移動。可能的話，僅將受管理的裝置保留在相
同路徑上。
如果存在靜態群組，且 .txt 檔案中的電腦已存在於此群組中，您必須在匯入之前將電腦移至其他
靜態群組，匯入之後，這些電腦將會移動回它們原本所在的原始群組。
• 如果現有裝置尚未存在於匯入的路徑上，請加以複製。
如果存在靜態群組，且 .txt 檔案中的電腦已存在於此群組中，則會在相同的靜態群組中建立這些
電腦的複本。原始電腦會以完整資訊顯示，複本會只以其電腦名稱顯示。
6.按一下 [匯入] 以匯入靜態群組及電腦。

動態群組
根據電腦狀態，動態群組可視為過濾器。一台電腦可能適用多個過濾器，因此可指派給多個動態群組。這
讓動態群組與靜態群組不同，因為一個用戶端不屬於多個靜態群組。
動態群組是根據特定條件選取的用戶端群組。 若要將電腦變成特定動態群組的成員，必須符合動態群組
範本中定義的條件。每個範本都包含一個或多個規則。 您可以在建立新範本時指定這些規則。 如果用
戶端電腦未滿足條件，則會自該群組中移除。如果滿足定義的條件，便會將該電腦新增至群組。
每一次用戶端簽入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時，就會評估是否要將用戶端納入動態群組中。當裝
置符合在動態群組範本中指定的值時，系統會自動將用戶端指派給此群組。代理程式端會過濾電腦，因此
不需將額外資訊傳輸到伺服器。代理程式可自行決定用戶端應屬於哪個動態群組，並僅向與此決定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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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器發出通知。

注意
如果未連線用戶端裝置 (例如，已關閉)，則不會更新其在動態群組中的成員資格。在重新連線裝置之後，將更新其在
動態群組中的成員資格。

在您安裝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之後，就可使用一些預先定義的動態群組。您也可以建立自訂
的動態群組。有 2 種方法可執行此作業：
• 先建立範本，再建立動態群組。
• 若要建立新動態群組範本，請按一下 [新增範本]。

使用者可以在 ESMC 的其他元件中使用動態群組。您可以將原則指派給這些群組 (原則套用方式如此處所
述)，或準備工作給群組的所有電腦。
動態群組可能位在靜態群組或動態群組內部 (下方)。但是，靜態群組可能不會位在動態群組內部。在特
定靜態群組下的所有動態群組僅篩選該靜態群組的電腦。如果動態群組位於其他動態群組內部，則更深層
的動態群組會過濾上層群組的結果。但是一旦建立群組之後，這些群組便可在樹狀結構內任意移動。
可透過群組動作管理動態群組。

建立新動態群組
請遵循下列步驟以建立新的動態群組。
1.按一下 [電腦]，選取任何群組旁邊的齒輪圖示

靈] 將會出現。

2.為新範本輸入名稱及說明。
3.您可以按一下 [變更上層群組] 來變更上層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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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選取 [新增動態群組]。[新增動態群組精

4.按一下 [範本]。每個動態群組都是從範本建立而來，而且會定義群組篩選用戶端電腦的方式。使用

單一範本可以建立不限數量的動態群組。

注意
範本是儲存在靜態群組中的靜態物件。使用者必須有適當的權限才能存取範本。使用者需要
存取權限，才能使用動態群組範本。所有預先定義的範本都位在靜態群組 [全部] 中，而且
預設為只有管理員才能使用。必須向其他使用者指派其他權限。因此，使用者可能無法檢視
或使用預設的範本。也可以將範本移至使用者具有權限的群組。
如需複製範本，必須將下列群組的 [寫入] 權限 (適用於 [動態群組範本]) 指派給使用者：
來源範本所在的群組，以及使用者的家用群組 (將儲存複本的位置)。請參閱物件複製範例。
• 如果想要從預先定義的範本，或從您已建立的範本建立群組，請按一下 [選擇現有的]，然後從清單中

選取適當的範本。
• 如果您尚未建立任何範本，且清單中沒有適合您的預先定義範本，請按一下 [新增]，並遵循步驟建立
新範本。
如需根據動態群組範本，以規則來建立新動態群組的更多使用案例，請參閱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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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一下 [摘要]。新群組將出現在上層群組下方。

移動靜態或動態群組
動態群組可能是包括靜態群組之任何其他群組的成員。靜態群組無法移動至動態群組內。此外，您無法將
預先定義靜態群組 (例如「失物招領」) 移至任何其他群組。其他群組可以任意移動。
按一下群組名稱旁的齒輪圖示
，並選取 [移動]。快顯視窗將會出現，顯示群組的樹狀結構。選取目標
群組 (靜態或動態) 排入您希望移動的已選取群組。目標群組將成為上層群組。您也可以將群組拖放到所
選擇的目標群組中來進行群組移動。

注意
位於新位置的動態群組會開始過濾電腦 (根據範本)，而與其先前的位置沒有關聯。

有 3 種方法可移動群組：
• 拖放 - 按住您要移動的群組，並將其放在新上層群組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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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齒輪圖示

• 按一下齒輪圖示

> [移動] > 從清單中選取新的上層群組，並按一下 [確定]。

> 編輯 > 選取 [變更上層群組]。從清單中選取新的上層群組，並按一下 [確定]。

將用戶端工作指派給群組
按一下 [電腦]，選取 [靜態] 或 [動態群組]，然後 按一下齒輪圖示
[新增用戶端工作精靈] 視窗會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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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 >

[新增工作]。接著

將原則指派給群組
建立原則後，您可以將原則指派給靜態群組或動態群組。有兩種指派原則的方法：

方式 I.
在 [原則] 之下，選取原則，然後按一下 [處理方法] > [顯示詳細資料] > [指派給] > [指派用戶端]。從清
單選取靜態或動態群組 (您可以選取更多群組)，再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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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II.
1.按一下 [電腦]，按一下該群組名稱旁的齒輪圖示

，並選取 [管理原則]。

2.在 [原則應用程式順序] 視窗中，按一下 [新增原則]。
3.選取您要指派給此群組之原則旁的核取方塊，然後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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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一下 [關閉]。

若要查看哪些原則已指派給特定的群組，請選取該群組，並再按一下 [原則] 索引標籤，便可檢視已指派
給該群組的原則清單。
若要查看已指派給特定原則的群組，請選取原則並按一下 [顯示詳細資料] > [套用於]。

注意
如需關於原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原則一章。

偵測
[偵測] 區段可讓您大略瞭解在受管理裝置上發現的偵測。
群組結構會顯示在左側。您可以瀏覽群組，並檢視在特定群組的成員上找到的偵測。若要檢視在指派給您
帳戶之群組的用戶端上發現的所有偵測，請選取 [全部群組]並使用移除任何套用的過濾器。

偵測狀態
根據其狀態，有兩種偵測類型：
• 作用中偵測 - 作用中偵測是尚未清除的偵測。若要清除偵測，在包含偵測的資料夾上執行 [深入掃

描]，而且已啟用清除。掃描工作必須順利完成，才能清除偵測且沒有其他偵測。如果使用者並未在探
索到偵測的 24 小時內解決作用中偵測，其會遺失 [作用中] 狀態，但仍會保持未解決狀態。
• 已解決的偵測 - 這些是由使用者標記為已解決的偵測，不過尚未使用 [深入掃描] 進行掃描。在執行
掃描之前，具有標記為已解決之偵測的裝置仍會顯示在已過濾的類型中。

注意
並非在用戶端裝置上發現的所有偵測都會移到隔離區。不會隔離的偵測包括：
• 無法刪除的偵測。
• 系統會根據行為將偵測視為可疑，但不會將這類偵測識別為惡意軟體，例如 PUA。

重要
在資料庫清除期間，也會刪除偵測中與已清除事件防護記錄相對應的項目 (無論偵測狀態為
何)。依預設，事件防護記錄 (及偵測) 的清除期間設定為 6 個月。您可以在伺服器設定中
變更間隔。

偵測彙總
偵測是經由時間和其他準則所彙總，以簡化管理和解析。早於 24 小時的偵測會在每日午夜自動匯總。您
可以透過 [已解決] 直欄中的 X/Y (已解決項目/項目總計) 值來識別彙總偵測。您可以在偵測詳細資料的
[發生] 索引標籤中看到彙總偵測的清單。

壓縮檔中的偵測
如果在壓縮檔中發現一個或多個偵測，則會在 [偵測] 中報告壓縮檔和壓縮檔中的每個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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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排除包含偵測的壓縮檔不再有任何作用。您需要排除在壓縮檔內的個別偵測。
將不會再偵測排除的偵測，即使其發生在另一個壓縮檔中或未壓縮也是如此。

過濾偵測
依預設會顯示過去七天的所有偵測類型，包括已成功清除的偵測。您可以依數個條件過濾偵測：依預設，
會啟用 [電腦已關閉] 及 [已發生]。

注意
依預設會啟用某些過濾器。如果左側功能表按鈕上指示有偵測按鈕，但您在偵測清單中看不
到它們，請查看已啟用哪些過濾器。
若要顯示更明確的檢視，您可以新增其他過濾器，例如：
• 偵測類別 病毒防護、 封鎖的檔案、 Enterprise Inspector、 防火牆、 HIPS 和
Web 防護。
• 偵測類型
• 報告了偵測的用戶端 IP 位址
• 掃描器 - 選取已報告偵測的掃描器類型。例如，反勒索軟體掃描器會顯示勒索軟體保護報告的偵測。
• 處理方法 - 選取要對偵測執行的處理方法。ESET 安全性產品會向 ESMC 報告以下動作：
o已清除 - 偵測已清除。
o已利用刪除的方式刪除/清除 - 偵測已刪除。
o是已刪除物件的一部分 - 包含偵測的壓縮檔已刪除。
o已封鎖/連線中止 - 已封鎖對偵測物件的存取。
o已保留 - 由於多種原因，未執行任何動作，其原因例如：
➢ 在互動警告中，使用者手動選擇不執行任何動作。
➢ 在 ESET 安全性產品偵測引擎設定中，所設定的偵測類別防護層級低於報告層級。

過濾器及配置自訂
您可以自訂目前的 Web Console 畫面檢視：
• 管理側邊面板及主要表格。
• 新增過濾器及過濾預設集。 您可以使用標籤來過濾顯示的項目。

管理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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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管理偵測，按一下項目並選取其中一個可用動作，或是選取一或
多個項目旁邊的核取方塊，然後使用 [偵測] 畫面下半部的按鈕：
• 掃描電腦 - 在報告所選取偵測的裝置上，執行指定掃描工作。
•

顯示詳細資料 - 參閱偵測詳細資料：

o概觀 - [概觀] 區段包含有關偵測的基本資訊。從此區段，您可以使用各種處理方法管理偵測 (可用

的處理方法視偵測類別而異)，或移至電腦詳細資料，以檢視執行偵測之電腦的詳細資料。
o出現 - [出現] 區段僅會在偵測彙總時才呈現啟動狀態，而且會提供個別偵測出現的清單。您可以將
相同偵測的所有出現標示為已解決/未解決。
• [電腦] - 您可以在找到偵測的電腦上執行的動作清單。這份清單與 [電腦] 區段中的清單相同。
• 出現 - [出現] 區段僅會在偵測彙總時才呈現啟動狀態，而且會提供個別偵測出現的清單。您可以將相

同偵測的所有出現標示為已解決/未解決。
• [電腦] - 您可以在找到偵測的電腦上執行的動作清單。這份清單與 [電腦] 區段中的清單相同。
•

標記為已解決 /

標記為未解決 - 您可以在此處或電腦詳細資料中，將偵測標記為已解決/未解

決。
•

執行工作 - 執行現有工作，並建立觸發以完成此工作。

下列動作僅適用於
•
•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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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毒] 偵測 (包含已知路徑的檔案)：

掃描路徑 - 建立包含預先定義路徑及目標的指定掃描磁碟。
[建立排除] -建立 偵測排除。

[在 EI 中顯示] 僅適用於

Enterprise Inspector 項目，而且可讓您在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Web

主控台中直接開啟項目詳細資料。
動作
[傳送檔案至 EDTD] 僅適用於
封鎖的檔案。您可以從 ESMC Web Console 傳送檔案，以便進行
惡意軟體分析 (ESET Dynamic Threat Defense)。您可以在已提交的檔案中檢視檔案分析詳細資料。如果您
希望手動提交其他可執行檔，以便在 ESET Dynamic Threat Defense 中進行分析，您可以從 ESET 端點產品執
行此操作 (您需要有 ESET Dynamic Threat Defense 授權)。

建立排除
您可以從未來偵測到的項目排除所選取的項目。按一下偵測，然後選取
[防毒] 偵測。

[建立排除]。您只能排除

警告
小心使用排除 - 可能導致電腦受到感染。
在 ESMC 7.1 及更新版本中，有兩個排除類別：
1.效能排除 - 由路徑定義的檔案和資料夾排除。您可以透過 [原則] 建立它們。另請參閱效能排除格

式和範例。
2.偵測排除 - 透過偵測名稱、偵測名稱及其路徑，或按物件雜湊 (SHA-1) 定義的檔案排除。另請參閱
按偵測名稱顯示偵測排除的範例。
ESMC 7.1 及更新版本包括新的
到更多電腦/群組。

[建立排除] 精靈以管理偵測排除。 您可以建立偵測排除，並將其套用

[其他]>[排除] 區段包含所有偵測排除、增加其可視度，然後簡化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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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在 ESMC 7.1 及更新版本中，您無法再透過 [原則] 建立偵測排除。
• 如果您的原則之前包含偵測排除，您可以將排除從 [原則] 移轉到排除清單。
• 依預設，偵測排除會取代受管理電腦上的本機現有排除清單。若要保留現有的本機排除清單，您需要先

套用原則設定 [允許將偵測排除附加到本機定義的清單]，然後再套用偵測排除：

壓縮檔中的偵測
如果在壓縮檔中發現一個或多個偵測，則會在 [偵測] 中報告壓縮檔和壓縮檔中的每個偵測。

警告
排除包含偵測的壓縮檔不再有任何作用。您需要排除在壓縮檔內的個別偵測。
將不會再偵測排除的偵測，即使其發生在另一個壓縮檔中或未壓縮也是如此。

設定
您可以依據下列 [排除條件] 而排除一或多個偵測：
• [路徑和偵測] - 依據偵測名稱和路徑來排除每個檔案，包含檔案名稱 (例

如，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34e1824e/ggdsfdgfd.pdf.exe)。
• 確切檔案 - 依其 SHA-1 雜湊排除每個檔案。
• 偵測 - 依據偵測名稱來排除每個檔案。
會依據偵測類型來預先選取建議的選項。
選取核取方塊 [解決相符的警告]，以自動解決偵測排除涵蓋的警告。
您也可以新增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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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警告
您僅能將偵測排除指派給包含已安裝相容 ESET 安全性產品的電腦。 偵測排除將不會套用到
不相容的 ESET 安全性產品，而且在這些產品上會予以忽略。
依預設，會將偵測排除套用到使用者的家用群組。
若要變更指派，按一下 [新增電腦] 或 [新增群組]，然後選取將套用偵測排除的目標，或是選取現有的
指派並按一下 [移除目標]。

預覽
可讓您檢視建議偵測排除的概觀。根據您的喜好設定，確定所有排除設定都正確。

重要
建立偵測排除之後，您無法另外對其進行編輯 (您只能變更指派或刪除排除)。
按一下 [完成] 建立偵測排除。
您可以在群組詳細資料中看到所有套用的偵測排除，以及看到所有建立的偵測排除於 [其他] > 排除.

與偵測排除相容的 ESET 安全性產品
所有可管理 ESET 安全性產品都會與偵測排除相容，下列除外：
• ESET Endpoint Security for Android
• ESET Dynamic Threat Defense
•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 ESET 虛擬化安全
• ESET Endpoint for MacOS 6.8.1 版及更新版本。

警告
偵測排除將不會套用到不相容的 ESET 安全性產品，而且在這些產品上會予以忽略。

勒索軟體保護
ESET 商業產品 (第 7 版及更新版本) 包括 [勒索軟體保護]。這項新的安全防護功能是 HIPS 的一部分，
可保護電腦免於勒索軟體的威脅。在用戶端電腦上偵測到勒索軟體時，您可以在 ESMC Web 主控台的 [偵
測] 區段中檢視偵測詳細資料。若要僅過濾勒索軟體偵測，請按一下 [添加過濾器] > [掃描器] > [反勒索
軟體掃描器]。如需勒索軟體保護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ESET 詞彙表。
您可以使用 ESET 商業產品的 [原則] 設定，從 ESMC Web 主控台遠端配置 [勒索軟體保護]。
• [啟用勒索軟體保護] - ESET 商業產品會自動封鎖行為類似於勒索軟體的所有可疑應用程式。
• 啟用審核模式 - 當您啟用審核模式時，勒索軟體保護識別到的潛在偵測不會遭到封鎖，而且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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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MC Web 主控台中報告。 管理員可以決定封鎖潛在的回報偵測，或是選取建立排除 予以排除。 本原
則設定僅可透過 ESMC Web Console 使用。

重要
依預設，勒索軟體保護會封鎖擁有潛在勒索軟體行為 (包含合法應用程式) 的所有應用程式。我們建議您在受管理電腦上短期啟用稽核模式，如
此您就能依據其行為 (誤報) 而排除被偵測為勒索軟體的合法應用程式。我們不建議您永久地使用稽核模式，因為啟用稽核模式時，不會自動封
鎖受管理電腦上的勒索軟體。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是完整的端點偵測與回應系統，其中包含下列功能：事件偵測、事件管理與回應、
資料收集、危害偵測、異常偵測、行為偵測、原則違規的指示器。如需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其安裝和
功能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說明。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配置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需要 ESMC 才能：
• 建立具有適當權限的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使用者。ESMC 7.2 包含適用於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使

用者的預先定義權限集。
• 建立在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伺服器安裝期間使用的憑證。
• 在連線到 ESMC 的裝置上啟動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注意
您需要有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授權才能啟動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在 ESMC 中回報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偵測
如果您將執行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代理程式 (已正確配置並連線到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伺服器)
的裝置新增至 ESMC，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會在 ESMC 偵測區段中回報所發現的偵測。您可以選取
Enterprise Inspector 偵測類別來過濾這些偵測。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回報的另一個偵測類型為
[封鎖的檔案]。這些是封鎖嘗試啟動在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中設為黑名單 (遭到檔案雜湊封鎖) 的可執行檔。
[傳送檔案至 EDTD] 僅適用於
封鎖的檔案。您可以從 ESMC Web Console 傳送檔案，以便進行惡意軟體分析 (ESET Dynamic Threat
Defense)。您可以在已提交的檔案中檢視檔案分析詳細資料。如果您希望手動提交其他可執行檔，以便在
ESET Dynamic Threat Defense 中進行分析，您可以從 ESET 端點產品執行此操作 (您需要有 ESET Dynamic
Threat Defense 授權)。

在 ESMC 中管理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偵測
ESMC Web 主控台中的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偵測整合可讓您直接從 ESMC Web 主控台管理 Enterprise
Inspector 偵測，而不需開啟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Web 主控台。例如，如果您在 ESMC Web 主控台中將
偵測標示為已解決，該偵測在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Web 主控台中也會標示為已解決，反之亦然。
按一下偵測並選取

[在 EI 中顯示]，在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Web 主控台中檢視偵測詳細資料。

您必須符合下列系統需求，才能在 ESMC Web 主控台中啟用 Enterprise Inspector 偵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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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MC 第 7 版及更新版本。
• 在受管理的電腦上安裝的 ESET Endpoint 軟體 (ESET Endpoint Antivirus、ESET Endpoint Security) 第 7 版和

更新版本。

注意
ERA 6.5 會顯示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所回報的偵測，但不會提供管理選項 (將其標示為已
解決)。

報告
報告可讓您以便利的方式存取與篩選資料庫的資料。報告視窗包含兩個索引標籤：
• 類別及範本 - 這是 [報告] 區段的預設索引標籤。其包含報告類別及範本的概觀。您可以在此處建立

新報告和類別或是執行其他報告相關動作。
• 排程的報告 - 此索引標籤提供排程報告的概觀，您也可以在此處排程新報告。
會從由報告類型分類的範本產生報告。報告可立即產生或是可排程為稍後產生。若要立即產生和檢視報告，
按一下所需報告範本旁邊的 [立即產生]。您可以使用 [類別與範本] 清單中預先定義的報告範本，或者
您可以使用自訂的設定建立新報告範本。按一下 [新增報告範本] 以開啟報告範本精靈並指定新報告的自
訂設定。您也可以建立新的報告類別 ([新增類別]) 或匯入之前匯出的報告範本 ([匯入報告範本])。

搜尋列位於頁面頂端。您可以搜尋類別及範本名稱，但不能搜尋說明。
按一下搜尋列旁邊的箭頭，以摺疊或展開所有報告類別。
您可以使用標籤來過濾顯示的項目。

[存取群組] 過濾器按鈕可讓使用者選取靜態群組，並根據物件所在的群組
過濾已檢視的物件。

使用報告範本
選擇報告範本並按一下報告範本動態磚上的齒輪圖示

。可用選項如下：

立即產生

報告隨即產生，您可以檢閱輸出資料。

下載

編輯

按一下 [下載] 以產生並下載報告。 您可以選擇 .pdf、.ps 或 .csv。 CSV 僅
適用於表格資料，而且會使用 ; (分號) 作為分隔符號。
排程報告 - 您可以修改排程觸發、節流與報告寄送。您可以在 [已排程報告]
索引標籤 中找到所有已排程報告。
編輯現有的報告範本。建立新報告範本時會使用相同的設定與選項。

複製

根據選取的報告建立新報告 (此複製會需要新名稱)。

刪除

完全移除所選的報告範本。

匯出

報告範本將匯出至 .dat 檔案。

排程

使用報告類別
選取報告類別並按一下動態磚右方的齒輪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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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選項如下：

新增類別

輸入 [名稱]，以建立新的報告範本類別。

新增報告範本

建立新的自訂報告範本。

刪除

完全移除所選的報告範本類別。

編輯

編輯現有的報告範本類別。

匯出

報告範本類別及所有包含的範本都將匯出至 .dat 檔案。您可以稍後匯入包含
所有範本的類別，方法是按一下 [匯入報告範本]。例如，當您要將自訂報告範
本移轉至其他 ESMC 伺服器時，此功能將會十分實用。
將報告範本類別移動到另一個靜態群組。這可讓目標群組的本機管理員對其進
行存取。本機管理員在其群組中有完整的存取權限。

存取群組

重要
[匯入報告範本] /
資料報告。

[匯出] 功能僅針對匯入及匯出報告範本所設計，不適用於實際產生的含

報告的權限
報告是位於 ESMC 資料庫之物件結構中的靜態物件。每個新報告範本會儲存在建立它的使用者的家用群組
中。若要能夠存取報告，您需要權限。您也需要由報告檢查的物件權限。例如，如果您產生電腦狀態概觀
報告，只有您有讀取權限的電腦才有資料。

重要
• 讀取 - 使用者可列出報告範本與其類別。使用者也可根據報告範本產生報告。使用者能夠讀取

其儀表板。
• 使用 - 使用者可透過可用的報告範本修改其儀表板。
• 寫入 - 建立/修改/移除範本與其類別。
所有預設範本均位於 [全部] 群組中。

建立新報告範本
瀏覽至 [報告] 並按一下 [新報告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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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編輯有關範本的基本資訊。輸入 [名稱]、[說明] 和 [類別]。您只可以從預先定義的類別中選擇。如果您
想建立新的類別，請使用 [新增類別] 選項 (在前一章中說明)。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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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在 [圖表] 區段中，選取 [報告] 類型。可以使用 [表格] 的列與欄來儲存資訊，也可以透過 [圖表] 的
XY 軸來表示資料。

注意
所選圖表類型將會顯示在 [預覽] 區段中。這樣，您便可以即時看見報告的長相。
選取 [圖表] 會給您多個選項：
• 條狀圖 - 含有矩形條的圖表，這些矩形條與所表示的值成比例。
• 點狀圖 - 在此圖表中，會使用點來顯示量化值 (與條狀圖類似)。
• 餅狀圖 - 餅狀圖是一種圓形圖表，區分成各比例區塊，各自代表某些值。
• 環圈圖 - 與餅狀圖類似，但環圈圖可以包含多種類型的資料。
• 折線圖 - 將資訊顯示為一系列資料點，並用直線段連接這些點。
• 簡單折線圖 - 根據資料點的值將資訊顯示為直線，但不顯示資料點本身。
• 堆疊折線圖 - 當您需要分析不同測量單位的資料時，便可使用此圖表類型。
• 堆疊條狀圖 - 與單純的條狀圖類似，但其條狀中可堆疊多種測量單位各不相同的資料類型。

或者，您可以為圖表的 X 軸與 Y 軸輸入標題，使圖表更容易閱讀，也使趨勢更容易辨識。

資料
在 [資料] 區段中選取要顯示的資訊：
a.表格直欄：根據所選報告類型自動新增表格的資訊。您可以自訂 [名稱]、[標籤] 與 [格式] (見

以下說明)。
b.圖表軸：選取 X 軸與 Y 軸的資料。按一下 [新增軸] 即可開啟含有選項的視窗。可用於 Y 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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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一律取決於針對 X 軸選取的資訊，反之亦然，因為圖表會顯示其關係，且資料必須相容。選取
想要的資訊，並按一下 [確定]。

格式
按一下 [資料] 區段中的
符號，以檢視延伸的格式化選項。您可以變更將顯示資料的[格式]。您可
以針對 [表格直欄] 及 [圖表軸] 調整格式化。並非所有選項都適用於每個資料類型。
格式化直欄 依據將格式化目前直欄的直欄。例如，格式化 [名稱] 直欄時，選擇 [嚴重性] 直欄以新增
名稱旁邊的嚴重性圖示。
最小值
設定所顯示值的下限。
最大值
設定所顯示值的上限。
顏色
為直欄選擇顏色配置。依據在 [格式化直欄] 中挑選的直欄值來調整顏色。
圖示
依據在 [格式化直欄] 的值，將圖示新增到格式化直欄。

按一下其中一個箭頭

以變更直欄的順序。

排序
如果 [資料] 區段中選取的資料包含可排序的符號，則可進行排序。按一下 [新增排序] 以定義所選資料
之間的關係。選取開始資訊 (排序值) 及排序方法，可為 [遞增] 或 [遞減]。這將會定義顯示在圖表中
的結果。按一下 [上] 或 [下] 來變更直欄的順序。按一下垃圾圖示
，從選取項目中移除元素。

過濾器
定義過濾方法。按一下 [新增過濾器] 並從清單及其值中選取過濾元素。這會定義哪些資訊將會顯示在圖
表中。按一下垃圾圖示
，從選取項目中移除元素。

摘要
在 [摘要] 中，檢閱所選選項與資訊。按一下 [完成] 以建立新的報告範本。

產生報告
有數種方式可立即從報告範本產生報告：
• 瀏覽至頂端列的 [快速連結] 並按一下 [產生報告]。選取現有的報告範本，並按一下 [立即產生]。
• 按一下 [報告] 並選取 [類別與範本] 索引標籤。選取您要用來產生報告的報告範本。如果您要對範

本進行變更，按一下齒輪圖示，然後按一下 [編輯]。
o您可以按一下報告動態磚，在 ESMC Web Console 中產生和檢視報告。產生報告時，您可以按一下
[產生及下載]，以您需要的格式儲存報告。 您可以選擇 .pdf、.ps 或 .csv。 CSV 僅適用於表格資料，
而且會使用 ; (分號) 作為分隔符號。
• 瀏覽至 [工作] > [新增] > [伺服器工作] 以建立新的產生報告工作。
o現在已建立工作，並顯示在 [工作類型] 清單中。選取此工作，並按一下頁面底端的 [立即執行]。
此工作將立即執行。
o配置設定 (如產生報告工作所述)，然後按一下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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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當您按一下 ESMC Web Console 所示的報告中顯示的項目時，包含額外選項的深入檢視功能表
隨即出現。

排程報告
有數種排程產生報告的方式：
• 瀏覽至 [工作] > [新增] > [伺服器工作] 以建立新的產生報告工作。
• 瀏覽至 [報告]、從您產生報告的位置選取報告範本、按一下範本動態磚的齒輪圖示 ，然後選取 [排

程]。您可以使用與編輯預先定義的報告範本，或建立新的報告範本。
• 按一下儀表板中報告範本之內容功能表的 [排程]。
• 瀏覽至 [報告] > [排程的報告] 索引標籤 > 按一下 [排程]。
排程報告時，您會有多個選項 (如產生報告工作所述)。
為一個報告選擇多個報告範本。
• 選擇性地設定觸發及節流參數。
• 設定報告以電子郵件交付及/或儲存至檔案。

排程報告之後，按一下 [完成]。工作隨即建立，並將在此觸發定義的間隔執行 (無論是執行一次或重複
多次)，並且可根據 節流設定 (選用)。

[已排程報告] 索引標籤
您可以在 [報告] > [已排程報告] 中檢視已排程報告。此索引標籤中可用的其他動作如下所示：
排程
顯示詳細資料

為現有報告建立新的排程。
檢視關於已選取排程的詳細資訊。

標籤

編輯標籤 (指派、取消指派、建立、刪除)。

立即執行

立即執行已排程報告。

編輯
複製

編輯報告的排程。您可以新增或取消選取報告範本、修改排程設定，或是編輯
報告的節流和交付設定。
在家用群組中建立重覆的排程。

刪除

移除排程。重新命名會維持不變。

存取群組

將排程移到不同存取群組。

過濾器及配置自訂
您可以自訂目前的 Web Console 畫面檢視：
• 管理側邊面板及主要表格。
• 新增過濾器及過濾預設集。 您可以使用標籤來過濾顯示的項目。

過期的應用程式
使用 [過期的應用程式] 報告以查看哪個 ESMC 元件不是最新狀態。
有兩種方式可執行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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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新儀表板或修改其中一個現有的儀表板窗格。
• 瀏覽至 [報告] > [電腦] 類別 > [過期的應用程式] 動態磚 > 按一下 [立即產生]。

如果您找到過期的應用程式，您可以：
• 使用 [用戶端工作] [安全性管理中心元件升級] 以升級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伺服器及 MDM。
• 使用 [用戶端工作] [軟體安裝] 以升級您的安全性產品。

SysInspector 防護記錄檢視器
在使用 SysInspector 防護記錄檢視器時，您可以在用戶端電腦上執行 SysInspector 後，透過它來檢視防護記
錄。您也可以在成功執行 SysInspector 防護記錄要求工作後直接開啟 SysInspector 防護記錄。可在本機機
器的 SysInspector 中下載和檢視防護記錄。

注意
SysInspector 防護記錄只能從以 Windows 為基礎的用戶端要求。

如何檢視 SysInspector 防護記錄
從儀表板
1.新增新儀表板或編輯現有的儀表板報告。
2.選取報告範本 [自動化] > [過去 30 天 SysInspector 的快照歷程]。
3.開啟報告、選取電腦，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選取

[開啟 SysInspector 防護記錄檢視]。

從報告
1.瀏覽至 [報告] > [自動化] 類別。
2.從清單中選取 [過去 30 天 SysInspector 的快照歷程] 範本，然後按一下 [立即產生]。
3.開啟報告、選取電腦，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選取

[開啟 SysInspector 防護記錄檢視]。

從電腦功能表
1.瀏覽至 [電腦]。
2.若想選取靜態或動態群組中的電腦，然後按一下

[顯示詳情]。
3.瀏覽至 [防護記錄] 區段 > [SysInspector] 索引標籤，按一下清單項目並選取
防護記錄檢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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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Inspector

硬體庫存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能夠從連線的裝置擷取硬體庫存詳細資料，例如，裝置 RAM、儲存設備及
處理器的詳細資料。
按一下 [電腦] > 按一下連線裝置並選取 [顯示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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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 [詳細資料] 並選取 [硬體] 索引標籤。

您可以根據其硬體參數來過濾連線的裝置。您可以從下列硬體庫存類別選取：機箱、裝置資訊、顯示器、
顯示器介面卡、輸入裝置、大量儲存設備、網路介面卡、印表機、處理器、RAM 及音效裝置。

硬體庫存報告
您可以建立自訂的硬體庫存報告。建立 [新增報告範本] 時，在 [資料] 下方，從其中一個 [硬體庫存]
過濾器選取子類別。新增第一個表格直欄或 X 軸時，只有相容的資料才可供選取。

以硬體庫存為基礎的動態群組
根據連線裝置的硬體庫存詳細資料，您可以建立自訂的動態群組。建立 [新增動態群組範本] 時，請從
[硬體庫存] 選取 [規則]。例如，您可以利用以其 RAM 容量過濾的裝置來建立動態群組，以取得具有特
定 RAM 容量之裝置的概觀。

Linux 上的硬體庫存
工具 lshw 必須安裝在用戶端/伺服器 Linux 機器上，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才能正確報告硬體。 如果
您已將 ERA 6.x VA (CentOS) 升級至 ESMC 7.x VA，您必須在其上安裝 lshw。
使用下列命令 (如 root 或 sudo) 安裝 lshw 工具：
以 Debian 為基礎的發送 (Ubuntu)
以 Red Hat 為基礎的發送 (CentOS、Fedora、RHEL)

macOS 上的硬體庫存
硬體庫存功能適用於 macOS 第 10.9 版和更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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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t-get install -y lshw
yum install -y lshw

審查防護記錄
審查防護記錄報告包含由使用者在 ESMC 伺服器上執行的所有動作和變更。
若要執行此報告，請按一下 [報告] > [審查及授權]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類別 > [審查防護
記錄]。

重要
在 ESMC 7.2 及更新版本中，使用者需要具有審查防護記錄功能的權限集，才能查看審查防護
記錄報告。
在 ESMC 7.1 及更早版本中，使用者需要具有伺服器設定功能的權限集。如果您已從 ESMC 7.1
或更早版本升級，則必須授予使用者審查防護記錄功能。

工作
您可以使用 [工作] 來管理 ESMC 伺服器、用戶端電腦和其中的 ESET 產品。工作可以自動化例行性工作。
有一組預先定義的工作可涵蓋最常見的情況，或者您也可以透過特定設定建立自訂工作。使用工作可向用
戶端電腦要求動作。 若要成功執行工作，需要對工作及工作使用的物件 (裝置) 具有足夠的存取權限。
如需存取權限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權限清單。
有兩種主要工作類別：用戶端工作和伺服器工作。
• 您可以將用戶端工作指派給群組或個別電腦。建立後，系統會使用觸發執行工作。用戶端工作可以配

置多個觸發。當用戶端上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連線至 ESMC 伺服器時，用戶端工作會散佈至用
戶端。基於此原因，將工作執行結果傳送至 ESMC 伺服器會需要一些時間。您可以管理您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連線間隔，以減少工作執行時間。
• 由 ESMC 伺服器在其上或其他裝置上執行的伺服器工作。伺服器工作不能指派給任何特定用戶端或用

戶端群組。每一項伺服器工作都可以配置一個觸發。如果工作需要搭配各種事件執行，則每一個觸發都
必須有個別的伺服器工作。
您可以透過兩種方法建立新工作：
• 按一下 [新增] >

[用戶端工作] 或
[伺服器工作]。
• 在左側選取所需的工作類型並按一下 [新增] > [用戶端工作] 或

[伺服器工作]。

為了方便起見，您可以使用下列預先定義工作 (每一個工作類別都會包含工作類型)：
所有工作
用戶端工作
ESET 安全性產品
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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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電腦與網路的隔離
匯出受管理產品的配置
將電腦與網路隔離
模組更新
模組更新還原
指定掃描
產品啟動
隔離管理
執行 SysInspector 腳本
傳送檔案至 EDTD
伺服器掃描
軟體安裝
SysInspector 防護記錄要求 (僅限 Windows)
上傳隔離檔案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診斷
重設已複製的代理程式
Rogue Detection Sensor 資料庫重設
安全性管理中心元件升級
停止管理 (解除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作業系統
顯示訊息
作業系統更新
執行命令
關閉電腦
軟體安裝
軟體解除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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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管理 (解除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行動
防竊動作
顯示訊息
匯出受管理產品的配置
模組更新
指定掃描
產品啟動
軟體安裝
停止管理 (解除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伺服器工作
代理程式部署 - 會將代理程式散佈至用戶端電腦。
刪除未連線電腦 - 刪除不再從 Web Console 連線至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的用戶端。
產生報告 - 用來產生使用者需要的報告。
重新命名電腦 - 此工作會定期使用 FQDN 格式，重新命名群組中的電腦。
靜態群組同步化 - 會更新群組資訊以顯示目前資料。
使用者同步處理 - 會更新使用者或使用者群組。

用戶端工作
您可以將用戶端工作指派給群組或個別電腦。建立後，系統會使用觸發執行工作。用戶端工作可以配置多
個觸發。當用戶端上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連線至 ESMC 伺服器時，用戶端工作會散佈至用戶端。
基於此原因，將工作執行結果傳送至 ESMC 伺服器會需要一些時間。您可以管理您的 ESET Management 代
理程式連線間隔，以減少工作執行時間。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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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的用戶端工作
1.若要建立新的伺服器工作，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伺服器工作] 或選取需要的工作類型，然後

按一下 [新增] > [伺服器工作]。
2.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
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
建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
設定與行為。
3.在 [設定] 區段中設定工作設定。
4.驗證 [摘要] 區段中此工作的所有設定，然後按一下 [完成]。
5.按一下 [建立觸發] 建立用戶端工作的觸發，或是按 [關閉]，然後稍後建立觸發。

用戶端工作的觸發
觸發必須指派給用戶端工作來執行。或者，您可以將用戶端工作指派給群組或電腦。
若要定義觸發，請選取要在哪些 [目標] 電腦或群組上執行用戶端工作。在選取您的目標後，設定 [觸
發] 條件以於特定時間或事件期間執行工作。此外，您可以視需要使用 [進階設定 - 節流] 進一步微調
觸發。

基本
在 [說明] 欄位中輸入有關 [觸發] 的基本資訊，然後按一下 [目標]。

目標
[目標] 視窗可讓您指定做為此工作收件者的用戶端 (個別電腦或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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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 [新增電腦] 以顯示所有的靜態群組與動態群組及其成員並選取裝置。
• 按一下 [新增電腦] 以顯示所有的靜態群組與動態群組及其成員並選取裝置。

選取之後，按一下 [確定]，並前往 [觸發] 區段。

觸發
- 決定什麼事件會觸發工作。
• 儘快 - 只要用戶端連線至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伺服器並收到工作，便立即執行工作。

如果在到期日前無法執行工作，則該工作將從佇列中移除 - 工作不會被刪除，但也不會執行。
• 已排定的觸發 - 在所選的時間執行工作。
• 事件防護記錄觸發 - 根據在此處指定的事件執行工作。當防護記錄中的某個事件發生時，便會啟動
此觸發。定義防護記錄類型、邏輯運算子及篩選條件，這些條件將會觸發工作。
• 已加入動態群組觸發 - 當用戶端加入在 [目標] 選項中選取的動態群組時，此觸發會執行工作。如
果已選取靜態群組或個別的用戶端，則此選項將無法使用。
• CRON 運算式 -您也可以使用 CRON 運算式來設定觸發間隔。

注意
如需有關觸發的詳細資訊，請繼續參閱工作觸發類型一章。

進階設定 - 節流
如果工作是由經常發生的事件所觸發的，例如 [事件防護記錄觸發] 或 [已加入動態群組觸發] (如上述)，
則會使用節流來限制工作執行。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進階設定 - 節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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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已定義此工作的接收者及執行工作的觸發時，請按一下 [完成]。

將用戶端工作指派給群組或電腦
請參閱此處以了解如何將用戶端工作指派給群組。
有兩種方法可以將工作指派給電腦。
1.[儀表板] > [電腦] > [有問題的電腦]

> 選取電腦並按一下 [電腦] > 選取

2.[電腦] > 使用核取方塊選取電腦 > 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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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工作

[新增工作]

接著 [新增用戶端工作精靈] 視窗會開啟。

防盜處理方法
防盜功能可保護行動裝置不遭受未授權的存取。
當行動裝置 (由 ESMC 註冊及管理) 遺失或遭竊時，某些處理方法會自動觸發，其他動作則需要透過用戶
端工作執行。
當有未獲授權人員以非信任的 SIM 替換受信任的 SIM 卡時，裝置將會由 ESET Endpoint Security for Android
自動鎖定，且系統會發送警告簡訊給使用者定義的電話號碼。此訊息會包含下列資訊：
• 目前使用中 SIM 卡的行動裝置碼
• IMSI (國際行動用戶識別) 號碼
• 行動裝置的 IMEI (國際行動用戶識別) 號碼

未獲授權的使用者不會知道這封簡訊已傳送，因為裝置的訊息執行緒會自動刪除該簡訊。您也可以要求取
得遺失行動裝置的 GPS 座標，或透過用戶端工作遠端清除儲存在裝置上的所有資料。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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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行為。

設定
處理 行 說明
方法 動
作
業
系
統
的
行
為
裝置將會回覆您包含其 GPS 座標的文字訊息。如果裝置在 10 分鐘後取得更精準的位置，將會
重新傳送訊息。收到的資訊會顯示在電腦詳細資訊下方。
尋找
不支援。
裝置將會鎖定。您可以使用管理員密碼或解除鎖定指令來解除鎖定裝置。
鎖定
裝置將會鎖定。您可以使用 iOS 密碼或解除鎖定指令來解除鎖定裝置。
裝置將會解除鎖定，以供再次使用。目前裝置中的 SIM 卡將儲存為受信任的 SIM。
解除
裝置將會解除鎖定，以供再次使用。此工作也會移除所有儲存的指紋和密碼，而且會停用 Apple
鎖定
Pay、iPhone Unlock 和 iTunes 與 App Store。
裝置將會鎖定並播放非常大的聲音，持續五分鐘 (或是直到解除鎖定為止)。
警報
器
不支援。
清除
強化
原廠
重設
尋
找(開
啟遺
失模
式)
關閉
遺失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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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清除裝置上所有可存取的資料 (檔案將會覆寫)。ESET Endpoint Security 將保留在裝置上。本過
程可能會花數小時。
將清除裝置上所有可存取的資料 (檔案將會覆寫)。本過程可能會花數小時。
將清除裝置上所有可存取的資料 (檔頭將會銷毀)，裝置將重設為原廠預設值。本過程可能會花
數分鐘。
無法從 [電腦] > [行動] 內容功能表使用此動作。
不支援。
僅在 iOS ABM 上提供支援。裝置將切換為「遺失模式」並且鎖定，只能藉由從 ESMC 執行 [關
閉遺失模式] 工作解除鎖定。您可以自訂將顯示於遺失裝置畫面上的訊息。

僅在 iOS ABM 上提供支援。

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診斷
使用 [診斷] 工作，從用戶端電腦上的 ESET 安全性產品要求診斷動作。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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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設定
診斷動作
• 執行記錄檔收集器 - 從選取的機器收集特定資料 (例如，配置及記錄檔)，以便在支援個案解決方案

期間，加速從客戶的機器收集資訊。
o記錄檔收集器參數 - 若要收集所有可用資料，請將 [記錄檔收集器參數] 欄位保留空白。若要指定
記錄檔收集器參數，請依據作業系統參閱個別參數：Windows、MacOS 或 Linux。

注意
每台裝置防護記錄傳送的檔案大小限制為 150 MB。如果工作收集的防護記錄過大，則該工作
將失敗，並出現 "Log Collector 輸出超過 150MB，將不會被傳送" 訊息。傳送到伺服器的防護
記錄遵循以下規則。
防護記 工作已完成，附 可以從 Web 主控台的 [電腦詳細資訊] > [防護記錄] 部分中存
錄檔案 帶進度訊息："已 取防護記錄。
大小小 執行命令。"
於 15
MB
防護記 工作已完成，附 可在 ESMC 伺服器上存取防護記錄。防護記錄檔位置的路徑顯示在
錄檔案 帶進度訊息："Log [電腦詳細資訊] > [防護記錄]部分中。
大小大 Collector 壓縮檔
於 15
過大，無法儲存
MB，但 於資料庫。請查
小於
看 Log Collector
150 MB 項目以瞭解其新
位置。"
防護記 工作已完成，附 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請變更防護記錄的詳細級別並重試該工作，
錄檔案 帶進度訊息："Log 或者在該裝置上本機收集防護記錄。
大小大 Collector 壓縮檔
於 150 過大，無法轉移。
MB
"
• 設定診斷模式 - 診斷模式包含下列類別：[垃圾郵件] 防護記錄、[防火牆] 防護記錄、[HIPS] 防護記

錄、[裝置控制] 防護記錄及 [Web 控制] 防護記錄。需要疑難排解時，診斷模式的主要用途是收集防護記
錄及所有嚴重性層級。
o開啟 - 開啟所有 ESET 應用程式的記錄。
o關閉 - 您可以手動關閉記錄，或是可在電腦重新啟動之後自動記錄。

需具備下列先決條件，才能成功建立診斷防護記錄：
• 您可以從執行 Windows 和 macOS 作業系統的用戶端電腦收集診斷模式防護記錄。
• 用戶端電腦必須已安裝和啟動 ESET 安全性產品。

注意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只會傳送用戶端電腦上安裝的 ESET 產品所收集的防護記錄。防護
記錄類別和詳細程度取決於產品類型和配置。配置每項產品 (透過原則) 以收集特定防護記
錄。
在午夜清除期間，會每天移除時間超過 24 小時的診斷記錄檔。這會防止 ESMC 資料庫過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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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您可以在電腦詳細資料中檢視建立的記錄檔。

顯示訊息
[顯示訊息] 工作可讓您將訊息傳送至任何受管理的裝置 (用戶端電腦、平板電腦、手機等)。此訊息將顯
示在螢幕上來通知使用者。
• Windows - 此訊息會顯示為通知。

重要
在 Windows 中，顯示訊息用戶端工作會使用僅存在於 Windows 專業/企業版的命令 msg.exe。
因此，您無法使用此工作在執行 Windows 家用版的用戶端電腦上顯示訊息。
• macOS 和 Linux - 訊息只會在終端機中顯示。

注意
若要在 macOS 或 Linux 中查看訊息，您必須先開啟終端機。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設定
您可以輸入標題並輸入您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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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結束電腦與網路的隔離
[結束電腦與網路的隔離] 工作會結束電腦與網路的隔離，然後允許再次連線到隔離的電腦。解決安全性
問題時，才能使用此工作。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注意
[設定] 不適用於此工作。

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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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匯出受管理產品的配置
[匯出受管理產品的配置] 工作可用來匯出個別 ESMC 元件或用戶端上安裝之 ESET 安全性產品的設定。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設定
匯出受管理產品的配置設定
• 產品 - 選取您想匯出其配置的 ESMC 元件或用戶端安全性產品。

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將電腦與網路隔離
[將電腦與網路隔離] 工作會將選取的電腦與網路隔離，而且除了正確執行 ESET 產品所需的連線以外，所
有連線都會遭到封鎖。允許的連線包含下列：
• 電腦取得 IP 位址
• ekrn.exe、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代理程式的通訊
• 登入網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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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網路隔離僅與 ESET 安全性產品 (Endpoint Antivirus/Security 和伺服器安全性產品) 版本 7.2

及更新版本相容。
• 網路隔離可能會中斷電腦的正常作業，而且應該僅在發生緊急情況時才使用 (例如，在受管
理電腦上發現嚴重安全問題)。您可以使用用戶端工作結束隔離。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注意
[設定] 不適用於此工作。

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模組更新
[模組更新] 工作可強制更新所有安裝在目標裝置上的安全性產品模組。這是所有系統中所有安全性產品
的一般工作。您可以在安全性產品的 [關於] 區段中，找到目標安全性產品的所有模組清單。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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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設定
• 清除更新快取 - 此選項可刪除用戶端快取中的暫存更新檔案，而且通常可用來修復模組更新錯誤。

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模組更新還原
在模組更新發生問題，或者您不想在所有用戶端上套用更新 (例如，針對測試或使用發佈前更新) 的情況
下，您可以使用 [模組更新還原] 工作。套用此工作後，模組會重設為之前的版本。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設定
展開此區段以自訂模組更新還原設定。
處理方法
• 啟用更新 - 已啟用更新，且用戶端會收到下一個模組更新。
• 回復並停用更新下一個項目 - [停用間隔] 下拉式功能表中的特定期間更新已停用 (24、36、48 小時

或直到撤銷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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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使用 [直到撤銷為止] 選項時要小心，因為它會帶來安全風險。

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指定掃描
[指定掃描] 工作可讓您手動執行用戶端電腦的掃描 (除了已排程的定期掃描以外)。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設定
在掃描後關閉電腦 - 如果您選取此核取方塊，電腦將在完成掃描之後關閉。

掃描設定檔
您可以在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需要的設定檔：
• 深入掃描 - 這是在用戶端上預先定義的設定檔，配置為最徹底的掃描設定檔並檢查整個系統，但同

時也需要最多的時間與資源。
• 智慧型掃描 - 智慧型掃描可讓您快速啟動電腦掃描並清除感染的檔案，無需使用者介入。智慧型掃描
的優點在於可以輕鬆執行作業，而不需要詳細的掃描配置。智慧型掃描會檢查本機磁碟中所有的檔案，
且會自動清除或刪除偵測到的入侵。清除層級會自動設為預設值。
• 掃描內容功能表 - 使用預先定義的掃描設定檔掃描用戶端，您可以自訂掃描目標。
• 自訂設定檔 - 自訂掃描可讓您指定掃描參數，例如掃描目標與掃描方法。自訂掃描的優點是可以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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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地配置參數。您可以將配置儲存為使用者定義的掃描設定檔，以使使用相同參數重複掃描更加簡單。
您必須先建立設定檔才能使用此自訂設定檔選項執行工作。在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自訂設定檔之後，
在 [自訂設定檔] 欄位中輸入設定檔的正確名稱。

清除
依預設會選取 [掃描並清除]。此設定能夠自動清除所發現的感染物件。如果無法執行此操作，則會將其
隔離。

掃描目標
依預設也會選取 [掃描所有目標] 選項。在使用此設定的情況下，會掃描在掃描設定檔中指定的所有目標。
如果您將其取消選取，則必須在 [新增目標] 欄位中手動指定掃描目標。請將掃描目標輸入文字欄位並按
一下 [新增]。目標即會顯示在下面的 [掃描目標] 欄位中。掃描目標可以是文件、位置，也可以使用下
列字串執行預先定義的掃描作為掃描目標：
掃描目標

已掃描位置
所有的卸除式磁碟機和裝置。
${DriveRemovableBoot} 所有卸除式磁碟機的開機磁區。
${DriveFixed}
硬碟 (HDD、SSD)。
${DriveFixedBoot}
硬碟的開機磁區。
${DriveRemote}
網路磁碟機。
${DriveAll}
所有可用的磁碟機。
${DriveAllBoot}
所有磁碟機的開機磁區。
${DriveSystem}
系統磁碟機。
${Share}
共用磁碟機 (僅適用於伺服器產品)。
${Boot}
主開機磁區。
${Memory}
作業記憶體。
${Registry}
系統登錄 (僅適用於 ESET Endpoint 8 及更新版本)。
${Wmi}
WMI 資料庫 (僅適用於 ESET Endpoint 8 及更新版本)。
${DriveRemovable}

範例
以下是一些如何使用指定掃描目標參數的範例：
▪檔案： C:\Users\Data.dat
▪資料夾 C:\MyFolder
▪Unix 路徑或檔案 /usr/data
▪Windows UNC 地區 \\server1\scan_folder
▪預先定義字串 ${Memory}

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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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作業系統更新
[作業系統更新] 工作可用來更新用戶端電腦的作業系統。此工作可以在 Windows、macOS 及 Linux 作業系
統上觸發作業系統更新。
macOS - 工作會使用命令安裝所有更新：
/usr/sbin/softwareupdate --install --all

Linux - 工作會安裝所有更新。它正在檢查各種套件管理程式，以便涵蓋大部分發送。
Windows - 工作將安裝作業系統更新。它不會安裝可將 Windows 升級到新版本的功能更新。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設定
• [自動接受 EULA] (僅 Windows) - 如果您想要自動接受 EULA，請選取此核取方塊。不會向使用者顯示任

何文字。如果您未能接受 EULA，則工作會略過需要接受 EULA 的更新。
• 安裝可選更新 (僅 Windows) - 系統也將安裝標示為選用的更新。
• 允許重新開機 (Windows 和 macOS) - 可強制用戶端電腦在安裝更新後重新開機。

注意
• 如果未選取 [允許重新開機] 選項，則不會安裝需要重新開機的更新。
• 如果目標裝置是在不支援的作業系統上執行，則設定並不會影響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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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隔離管理
[隔離管理] 工作可用於管理 ESMC 伺服器隔離區中的物件 - 在掃描期間發現的受感染物件或可疑物件。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設定
隔離管理設定
處理方法 - 選取要針對隔離區中物件所採取的處理方法。
• [還原物件] (將物件還原至其原始位置，但會掃描物件且如果隔離的原因持續存在，物件會再次遭

到隔離)
• [還原物件並在日後排除] 將物件還原至其原始位置且物件不會再次遭到隔離。
• 刪除物件 - 永久刪除物件。
過濾類型 - 根據下列定義的條件過濾隔離區中的物件。

過濾設定:
• 雜湊項目 - 將雜湊項目新增到欄位。您只能輸入已知物件，例如已隔離的物件。
• 發生開始自/發生結束於 - 當隔離物件時，定義時間範圍。
• 最小/最大大小 (位元組) - 定義隔離物件的大小範圍 (以位元組為單位)。
• 偵測名稱 - 從隔離項目清單中選取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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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件名稱 - 從隔離項目清單中選取物件。

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產品啟動
使用 [產品啟用] 工作，在用戶端電腦或行動裝置上啟動 ESET 安全性產品。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設定
產品啟動設定 - 從清單中選擇用戶端的授權。此授權將套用在已安裝在用戶端的產品。 如果您並未看到
任何授權列出，請移至 [其他] > [授權管理] 然後新增授權。

重要
[產品啟用] 工作可以使用離線授權啟動行動裝置 (ESET Endpoint For Android)。
啟動工作無法使用離線授權啟動版本 4 和版本 5 的 ESET 產品。您需要手動啟動產品或使用
支援的產品版本 (我們建議使用最新版本)。

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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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重設已複製的代理程式
您可以在您的網路中透過預先定義的影像散佈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如這篇知識庫文章所述。「已
複製的代理程式」擁有相同的 SID，這可能會導致問題 (多個代理程式擁有相同的 SID)。若要解決此問題，
請使用 [重設已複製的代理程式] 工作來重設 SID，並為代理程式指派唯一的身分。
ESET Management Agent 會自動識別在 Windows 上執行的複製用戶端機器，而不需要進行「重設已複製的
代理程式」工作。只有配備 Linux 及 macOS (以及停用硬體偵測的 Windows 用戶端) 的用戶端機器需要進
行該工作，才能區分複製的機器。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警告
請小心執行此工作。在目前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重設之後，系統將會捨棄所有在該代
理程式上執行的工作。

注意
[設定] 不適用於此工作。

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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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Rogue Detection Sensor 資料庫重設
[Rogue Detection Sensor 資料庫重設] 工作可用於重設 RD Sensor 搜尋快取。工作會刪除快取且搜尋結果會
再次儲存。此工作不會移除偵測到的電腦。當偵測到的電腦仍在快取中且未報告給伺服器時，此工作很有
用。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注意
[設定] 不適用於此工作。

針對此工作建立觸發時，將目標鎖定為安裝 RD Sensor 的電腦。
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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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命令
[執行命令] 工作可用於在用戶端上執行特定命令列指示。管理員可以指定要執行的命令列輸入。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重要
不需要存取桌面環境即可執行命令。因此，有應用程式 GUI 需求的命令可能會失敗。
您可以使用 ecmd 命令及 [執行命令] 工作。如需相關資訊，請造訪下列此知識庫文章。
作業系統

命令將會以使用 預設工作目錄
可存取的網路位置
命令將會執行的位置
者執行
Windows
Local System
C:\Windows\Temp 僅限目前網域內和使用者本 命令提示字元 (cmd.exe)
機系統可用的位置
/tmp
Linux 或 macOS root
僅在已裝載的位置和根目錄 主控台
使用者可用時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設定
• 要執行的命令列 - 輸入您要在用戶端上執行的命令列。
• 工作目錄 - 輸入執行上述命令列所在的目錄。

重要
命令長度限制上限：
• Web Console 可以處理最多 32,768 個字元。如果您複製-貼上較長的命令，可能會無訊息
地切斷結尾。
• Linux 及 Mac 可處理命令的完整長度。Windows 的限制上限是 8,191 個字元 (在此處閱讀更
多內容)。

範例
如要執行位於 C:\Users\user\script.bat 上的用戶端的本機指令碼，請執行下列步驟：
1.建立新的用戶端工作，然後選取 [執行命令]。
2.在 [設定] 區段中，輸入：
要執行的命令列：call script.bat
工作目錄：C:\Users\user
3.按一下 [完成]，建立觸發和選擇目標用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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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執行 SysInspector 腳本
[執行 SysInspector 腳本] 工作可用來從系統中移除不想要的物件。在使用此工作之前，需要先從 ESET
SysInspector 中匯出 [SysInspector 腳本]。匯出腳本後，您可標記想要移除的物件並執行包含已修改資料的
腳本 - 已標記物件將會遭到刪除。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注意
在工作完成時，您可以檢閱報告中的結果。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設定
• SysInspector 腳本 - 按一下 [瀏覽] 可瀏覽至服務腳本。此服務腳本需要在執行此工作之前建立。
• 處理方法 - 您可以將腳本 [上傳] 至 主控台，也可從 ESMC 主控台 [下載] 腳本。

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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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安全性管理中心元件升級
[安全性管理中心元件升級] 工作，可用來升級 ESMC 元件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ESMC 伺服器、Web
主控台與 MDM，但不包含 Apache Tomcat 和 Apache HTTP Proxy)。升級工作僅能在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
理程式的機器上執行。ESMC 伺服器上也需要代理程式。

重要
• 您只能從 ERA 6.5 版和更新版本升級為 ESMC 7.2。如果您使用的是較舊的 ERA 6.x 版，請先升

級到 ERA 6.5。 請參閱安裝指南以取得詳細指示。
• 當您從 ERA 6.x 升級時，請確認在升級代理程式之前先升級 ESMC 伺服器。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7.x 使用的是新通訊協定，而且無法連線至 ERA 6.x 伺服器。
若要防止安裝失敗，ESMC 會先執行下列檢查，然後再安裝或升級 ESET 產品：
• 是否可存取存放庫
• 如果用戶端機器上有足夠 (1 GB) 的可用空間 (不適用於 Linux)

注意
• ESMC7 在推出新版 ESMC 伺服器時會自動通知您。
• 另請參閱如何將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升級到最新版本的其他方法。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設定
選取 [我接受應用程式使用者授權合約的條款且瞭解隱私權政策] 核取方塊。 參閱授權管理或 EULA 以
取得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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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erence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Server - 從清單中選取 ESMC 伺服器版本。所有 ESMC 元件將會

升級至與所選伺服器相容的版本
選取 [必要時自動重新開機] 旁邊的核取方塊，以強制用戶端電腦在完成安裝後自動重新開機。或者，您
可以取消選取此選項，然後手動重新啟動用戶端電腦。

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傳送檔案至 EDTD
若要執行此工作，瀏覽至 [偵測]。
[傳送檔案至 EDTD] 僅適用於
封鎖的檔案。您可以從 ESMC Web Console 傳送檔案，以便進行惡意軟
體分析 (ESET Dynamic Threat Defense)。您可以在已提交的檔案中檢視檔案分析詳細資料。如果您希望手
動提交其他可執行檔，以便在 ESET Dynamic Threat Defense 中進行分析，您可以從 ESET 端點產品執行此操
作 (您需要有 ESET Dynamic Threat Defense 授權)。

伺服器掃描
您可以使用 [伺服器掃描工作] 來掃描已安裝 ESET 伺服器解決方案的用戶端。掃描類型視安裝的 ESET 解
決方案而定：
產品
掃描
ESET File Security for
Hyper-V 掃描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ESET Security for Microsoft SharePoint 資料庫掃
SharePoint Server
描、Hyper-V 掃描
ESET Mail Security for
隨選信箱資料庫掃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描、Hyper-V 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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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這個掃描類型可讓您掃描 Microsoft Hyper-V Server
的磁碟，其為虛擬機器 (VM)，不需要在 VM 上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在配備適用於 Microsoft SharePoint 的 ESET Security
伺服器上執行伺服器掃描用戶端工作時，此功能可
讓 ESMC 使用適當的掃描目標。
此功能可讓 ESMC 使用適當的掃描目標。ESMC 執行伺
服器掃描用戶端工作時，其會收集目標清單，而且
系統會要求您在特定伺服器上選取隨選信箱資料庫
掃描的掃描目標。

產品
掃描
說明
ESET Mail Security for IBM 隨選資料庫掃描、Hyper- 在配備適用於 IBM Domino 的 ESET Mail Security 伺
Domino
服器上執行伺服器掃描用戶端工作時，此功能可讓
V 掃描
ESMC 使用適當的掃描目標。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 按一下 [掃描的伺服器] 下方的 [選取] 並選取已安裝第 6 版或更新版本之伺服器安全性產品的電腦。

系統會提示您選取特定磁碟機、資料夾或檔案，以掃描該電腦。
• 針對此工作選取觸發，您就能設定節流。依預設，此工作會儘快執行。

掃描目標
ESMC 為您提供選取伺服器上可用目標的清單。若要使用此清單，必須在 [工具] > [ERA/ESMC 掃描目標]
下方，針對伺服器產品的原則啟用 [產生目標清單]：
• [產生目標清單] - 啟用此設定以便讓 ESMC 產生目標清單。
• 更新時期 [分數] - 首次產生目標清單可能需要此時期的一半時間。
從清單選取掃描目標。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 ESMC 掃描目標。

摘要
此處會顯示所有已配置的選項。檢視設定並按一下 。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關閉電腦
您可以使用 [關閉電腦] 工作將用戶端電腦關閉或重新開機。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159

設定
• 將電腦重新開機 - 如果您想要在工作完成後重新啟動用戶端電腦，請選取此核取方塊。如果您要關閉
電腦，請取消選取此選項。

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軟體安裝
[軟體安裝] 工作可用於在您的用戶端電腦上安裝或升級軟體。此工作主要用於安裝 ESET 產品，但您也可
以使用此工作來安裝您喜歡的任何軟體。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若要防止安裝失敗，ESMC 會先執行下列檢查，然後再安裝或升級 ESET 產品：
• 是否可存取存放庫
• 如果用戶端機器上有足夠 (1 GB) 的可用空間 (不適用於 Linux)

注意
• ESMC 伺服器和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都需要存取網際網路，才能存取存放庫並執行安

裝。如果您無法存取網際網路，您必須在本機上安裝用戶端軟體，因為遠端安裝可能失敗。
• 在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執行的網域內電腦上執行 [軟體安裝] 工作 時，需要為儲存
安裝程式的資料夾提供讀取權限。視需要，依照以下步驟以授予這些權限。
1.在執行工作的電腦上新增 Active Directory 電腦帳戶 (例如 NewComputer$)。
2.透過以滑鼠右鍵按一下安裝程式所在的資料夾，然後選取內容功能表的 [內容] > [共用] >
[共用] 來授予 NewComputer$ 的 讀取權限。請注意，電腦名稱字串的結尾需要有「$」符
號。
只有當用戶端機器位於網域中，才能從共用位置進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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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設定
• 按一下 <選擇 ESET 授權> 從可用授權授權清單中為安裝的產品選取適當的授權。這只適用於從儲存庫

安裝的產品，而非從自訂 URL 安裝的產品。
• 按一下 <選擇套件> 從存放庫選取安裝程式套件或指定套件 URL。然後會顯示可用套件的清單，您可以

在此選取要安裝的 ESET 產品 (例如，ESET Endpoint Security) 。選取想要的安裝程式套件，並按一下 [確
定]。如果您想指定安裝套件所在位置的 URL，請輸入 URL (例如 file://\\pc22\install\ees_nt64_ENU.msi)，
或將其複製並貼至文字欄位 (請勿使用需要驗證的 URL)。

http://server_address/ees_nt64_ENU.msi - 如果您要從公用 Web 伺服器或您自己的 HTTP 伺服器安裝。
file://\\pc22\install\ees_nt64_ENU.msi - 如果您要從網路路徑安裝。
file://C:\installs\ees_nt64_ENU.msi - 如果您要從本機路徑安裝。

選取 [我接受應用程式使用者授權合約的條款且瞭解隱私權政策] 核取方塊。 參閱授權管理或 EULA 以
取得詳細資訊。
如有需要，您可指定命令列安裝參數，否則請將此欄位保持空白。
• 命令列安裝參數適用於僅用於 [減少]、[基本] 與 [無] 使用者介面設定。
• 請參閱文件中有關用於適當命令列切換參數的 msiexec 版本說明。
• 對於 ESET 安全性產品命令列安裝，請參閱個別線上說明：
oESET Endpoint 產品
oESET 伺服器產品

選取 [必要時自動重新開機] 旁邊的核取方塊，以強制用戶端電腦在完成安裝後自動重新開機。或者，您
可以取消選取此選項，然後手動重新啟動用戶端電腦。

安裝第三方軟體
您可以使用 [軟體安裝] 工作來安裝非 ESET (第三方) 軟體。
作業系統 支援的安裝檔案類型
Windows .msi

Linux
macOS

.deb、.rpm、.sh
.pkg、.dmg (包含 .pkg
檔案)
Android .apk
iOS
.i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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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安裝參數
軟體安裝工作一律會執行 .msi 套件的無訊息安裝。
您無法指定 msiexec 參數。您只能指定安裝套件本身所使用的參數 (每
個軟體安裝套件獨有的)。
您只能使用參數搭配 .sh 檔案 (.deb 和 .rpm 不支援參數)。
不支援安裝參數。

範例
您想要使用具有兩個參數的 install_script.sh 檔案在 Linux 上安裝軟體：-a 是第一個參數，-b
是第二個參數。
在終端機中安裝 (在 install_script.sh 所在的資料夾中以根使用者身分)：
./install_script.sh -a parameter_1 -b parameter_2

使用軟體安裝工作進行安裝：
• 在 [直接由套件 URL 安裝] 中輸入檔案路徑，例
如：file:///home/user/Desktop/install_script.sh
• 輸入 [安裝參數]: -a parameter_1 -b parameter_2。

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安裝失敗時發生的問題清單
• 找不到安裝套件。
• 需要更新版本的 Windows Installer 服務。
• 另一版本或衝突產品已經安裝。
• 另一個安裝已在進行中。請在繼續此安裝前完成該安裝。
• 安裝或解除安裝成功完成，但必須重新啟動電腦。
• 工作失敗 - 發生錯誤，您必須查看代理程式追蹤記錄檔，並檢查安裝程式的傳回代碼。

升級 ESET 軟體
軟體安裝工作可用於升級 ESET 安全性產品。使用最新的安裝程式套件執行此工作，以安裝最新版本蓋過現
有的解決方案。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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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行為。

設定
ESET 授權 - 請勿在升級作用中產品時選取授權。僅只在安裝或升級非作用中產品時，或者想要將目前使
用的授權變更為不同授權時選取授權。
要安裝的套件 - 從存放庫中選取要升級的最新版本。
選取 [我接受應用程式使用者授權合約的條款且瞭解隱私權政策] 核取方塊。 參閱授權管理或 EULA 以
取得詳細資訊。

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重要
上傳 ESET Security for Microsoft SharePoint
請參閱升級 ESET Security for Microsoft SharePoint 的指示來完成升級。
請勿用於升級 ESMC 元件
請勿使用軟體安裝工作來升級 ESMC 元件 (代理程式、伺服器、MDM)。請改用元件升級工作。
使用單擊動作
您可以從儀表板立即執行 ESET 產品更新。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我們的知識庫文章。

Safetica 軟體
何謂 Safetica
Safetica 是一家第三方軟體公司，而且是 ESET Technology Alliance 的成員。Safetica 提供資料外洩防護的 IT
案全性解決方案，而且可補充 ESET 案全性解決方案的不足之處。主要 Safetica 軟體功能包括：
• 資料外洩防護 - 監視所有硬碟、USB 磁碟機、網路檔案傳輸、電子郵件和印表機，以及應用程式檔案

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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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與活動封鎖 - 適用於檔案作業、網站、電子郵件、即時傳訊、應用程式使用和所搜尋的關鍵字

Safetica 的運作方式
Safetica 會將代理程式 (Safetica 端點用戶端) 部署到您所要的端點，並透過伺服器 (Safetica 管理服務) 與這
些端點保持正常連線。此服務會建立工作站活動的資料庫，以及將新的資料防護原則和規範散佈至每個工
作站。

ESMC 中的 Safetica 整合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會在 [電腦詳細資訊] > [已安裝的應用程式] 中偵測 Safetica 軟體並將其回報
為 ESET 軟體。如果有新版本可用，ESMC Web 主控台就會更新 Safetica 代理程式。您可以直接使用軟體安裝
工作，從 ESMC Web Console 的 ESET 軟體存放庫更新 Safetica 代理程式。
您也可以使用 [用戶端工作 - 執行命令] 來安裝 Safetica 代理程式：

msiexec /i safetica_agent.msi STSERVER=Server_name
其中，「Sever_name」是安裝 [Safetica Management Service] 之伺服器的主機名稱/IP 位址。
您可以在命令結尾使用 /silent 參數，以便在遠端和無訊息模式中執行安裝。例如 msiexec /i
safetica_agent.msi STSERVER=Server_name /silent
對於上述安裝，裝置上必須已經有 .msi 套件。若要在 .msi 套件所在的共用位置上執行安裝，請在命令中指
定位置，如下所示：msiexec /i Z:\sharedLocation\safetica_agent.msi STSERVER=Server_name

軟體解除安裝
當您不再想要/需要 ESET 產品時，您可以使用 [軟體解除安裝] 工作，從用戶端電腦解除安裝這些產品。
在您從用戶端電腦解除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後，ESET 安全性產品在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解除安裝後可能會保留某些設定。

重要
我們建議您使用原則將您不想保留的某些設定 (例如密碼保護) 重設為預設值，再將裝置從管理中
移除。此外，系統將會捨棄所有在該代理程式上執行的工作。ESMC Web Console 可能無法正確顯示此
工作的執行中、已完成或失敗執行狀態，視資料複製而定。解除安裝代理程式之後，您就能透過整合
式 EGUI 或 eShell 管理安全性產品。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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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軟體解除安裝設定
解除安裝 - 清單中的應用程式：
• 套件名稱 - 選取 ESMC 元件、用戶端安全性產品或第三方應用程式。在所選用戶端上可以解除安裝的

所有套件都顯示在此清單中。
• 套件版本 - 您可以移除特定版本的套件 (有時，特定版本可能會導致問題)，或 [解除安裝所有版本
的套件]。。
• 解除安裝參數 - 您可以指定用於解除安裝的參數。
• 選取 [必要時自動重新開機] 旁邊的核取方塊，以強制用戶端電腦在完成安裝後自動重新開機。或者，
您可以取消選取此選項，然後手動重新啟動用戶端電腦。

解除安裝 - 第三方防毒軟體 (包含 OPSWAT)
如需相容的 AV 軟體清單，請參閱我們的知識庫文章。此移除與新增或移除程式解除安裝不同。它使用另
類方法來徹底移除第三方防毒軟體，包括任何剩餘的登錄項目或其他痕跡。
請遵循文章使用 ESMC 從用戶端電腦移除第三方防毒軟體中的逐步指示，傳送工作以從用戶端電腦移除第
三方防毒軟體。
如果您想允許解除安裝受密碼保護的應用程式，請參閱我們的知識庫文章。

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注意
ESET 安全性產品解除安裝工作可能因為密碼相關錯誤而失敗，例如：產品:ESET Endpoint
Security -- 錯誤 5004。輸入有效的密碼以繼續解除安裝。這是由於已在 ESET 安全性產品中啟
用密碼防護設定。將原則套用至用戶端電腦，以移除密碼防護。您可以接著透過軟體解除安
裝工作來解除安裝 ESET 安全性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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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管理 (解除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此工作會從選取的目標裝置解除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如果選取了桌面，工作便會移除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如果選取了行動裝置，此工作將會取消裝置的 MDM 註冊。
當裝置不再受到管理 (代理程式已移除) 後，受管理產品仍會保留某些設定。

重要
我們建議您使用原則將您不想保留的某些設定 (例如密碼保護) 重設為預設值，再將裝置從管理中
移除。此外，系統將會捨棄所有在該代理程式上執行的工作。ESMC Web Console 可能無法正確顯示此
工作的執行中、已完成或失敗執行狀態，視資料複製而定。解除安裝代理程式之後，您就能透過整合
式 EGUI 或 eShell 管理安全性產品。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注意
[設定] 不適用於此工作。

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SysInspector 防護記錄要求 (僅限 Windows)
[SysInspector 防護記錄要求] 工作可用於向具有此功能的用戶端安全性產品要求 SysInspector 防護記錄。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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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然後選取 [新任務]。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設定
• 將防護記錄儲存在用戶端 - 如果您想要在用戶端上以及 ESMC 伺服器上儲存 SysInspector 防護記錄，
請選取此項。例如，當用戶端已安裝 ESET Endpoint Security 時，防護記錄通常儲存在 C:\Program
Data\ESET\ESET Security\SysInspector 之下。

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上傳隔離檔案
[上傳隔離檔案] 工作可用來管理在用戶端隔離的檔案。您可以將隔離檔案從隔離區上傳至特定位置，進
行進階調查。
若要建立工作，請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然後選取 [新任務]。

[用戶端工作]，或在 [電腦] 中按一下所需的用戶端裝置，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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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 隔離物件 - 從隔離區選取特定物件。
• 物件密碼 - 輸入因安全性理由而用來加密物件的密碼。請注意，密碼將會顯示在對應的報告中。
• 上傳路徑 - 輸入您要上傳物件之位置的路徑。
• 上傳使用者名稱/密碼 - 在位置需要驗證的情況下 (網路共用等)，輸入存取此路徑的認證。如果使用
者在某個網域中，則使用格式 DOMAIN\username。

摘要
檢閱已配置設定的摘要，並按一下 [完成]。現在已建立用戶端工作，並將開啟快顯視窗。建議您按一下
建立觸發以指定此用戶端工作何時應執行，以及在哪些目標上執行。如果您按一下 [關閉]，可以稍後建
立觸發：按一下用戶端工作執行個體，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執行於]。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伺服器工作
由 ESMC 伺服器在其上或其他裝置上執行的伺服器工作。伺服器工作不能指派給任何特定用戶端或用戶端
群組。每一項伺服器工作都可以配置一個觸發。如果工作需要搭配各種事件執行，則每一個觸發都必須有
個別的伺服器工作。

伺服器工作及權限
工作與觸發都需要執行的使用者。這是指修改工作 (及觸發) 的使用者。此使用者必須對選擇的動作具有
足夠的權限。執行期間，工作一律會從觸發中取得執行的使用者。如果使用 [完成後立即執行工作] 設定
來執行工作，則執行的使用者為登入 ESMC Web Console 的使用者。使用者對選取的 [伺服器工作] 執行個
體具有 [讀取]、[使用]、[寫入] 權限，前提是該執行個體已在其權限集中選取那些權限 ([其他] > [存
取權限])，並對伺服器工作所在的靜態群組具有這些權限。如需存取權限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權限清單。

範例
John (其家用群組為 John 的群組)，想要移除伺服器工作 1：產生報告工作原先是由 Larry 建
立，因此工作會自動內含在 Larry 的家用群組 Larry 的群組中。必須符合下列條件，John 才能
移除工作：
• 指派給 John 的權限集必須對 [伺服器工作與觸發] - [產生報告] 具有 [寫入] 權限。
• 權限集必須包含 [靜態群組] 下 Larry 的群組。

特定伺服器工作動作所需的權限
• 若要建立新的伺服器工作，使用者需要所選工作類型的 [寫入] 權限，以及以及所參照物件 (電腦、

授權、群組) 的適當存取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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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修改伺服器工作，使用者需要所選伺服器工作執行個體的 [寫入] 權限，以及所參照物件 (電腦、

授權、群組) 的適當存取權限。
• 若要移除伺服器工作，使用者需要所選伺服器工作執行個體的 [寫入] 權限。
• 若要執行伺服器工作，使用者需要所選伺服器工作執行個體的 [使用] 權限。

建立新的伺服器工作
1. 若要建立新的伺服器工作，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伺服器工作] 或在左側選取需要的工作類

型，然後按一下 [新增] > [伺服器工作]。
2.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
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
建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
設定與行為。
您也可以從下列工作觸發設定中選取：
• 完成後立即執行工作 - 選取此選項，以在您按一下 [完成] 之後自動執行工作。
• 配置觸發 - 選取此選項，以啟用可在此配置觸發設定的 [觸發] 區段。
若要留待稍後再設定觸發，請將此核取方塊保留為取消選取。
3.在 [設定] 區段中設定工作設定。
4.在 [觸發] 區段 (如果可用的話) 中設定觸發。
5.驗證 [摘要] 區段中此工作的所有設定，然後按一下 [完成]。

注意
建議定期使用伺服器工作的使用者建立自己的工作，而不是與其他使用者共用工作。每次工
作執行時，即會使用執行使用者的權限。這可能會使某些使用者感到困惑。

代理程式部署
代理程式部署伺服器工作會遠端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注意
代理程式部署工作會逐一 (按照順序) 在目標電腦上執行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安裝的
作業。因此，當您在許多用戶端電腦上執行代理程式部署工作時，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完
成。因此，我們建議您改為使用 ESET Remote Deployment Tool。會同時 (平行) 在所有目標
電腦上執行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安裝的作業，而且可使用本機儲存的安裝程式檔案來
節省網路頻寬，而不需要存取線上存放庫。

警告
代理程式部署工作會使用不受 Windows Server 2003 支援的 SSH。工作將無法在此系統上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若要建立新的伺服器工作，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後按一下 [新增] > [伺服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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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器工作] 或在左側選取需要的工作類型，然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您也可以從下列工作觸發設定中選取：
• 完成後立即執行工作 - 選取此選項，以在您按一下 [完成] 之後自動執行工作。
• 配置觸發 - 選取此選項，以啟用可在此配置觸發設定的 [觸發] 區段。

若要留待稍後再設定觸發，請將此核取方塊保留為取消選取。

代理程式部署設定
自動解析適合的代理程式 - 如果您的網路中有多個作業系統 (Windows、Linux、macOS)，請選取此選項，則
此工作將自動為每個系統尋找適當且與伺服器相容的代理程式安裝套件。
目標 - 按一下此選項，可選擇將接收此工作者的用戶端。

注意
如果已使用靜態群組同步化工作，將目標電腦新增到 ESMC，請確定電腦的名稱都是完整網域
名稱。這些名稱會在部署期間作為用戶端位址，如果內容不正確，部署便會失敗。在代理程
式部署同步化期間，使用 dNSHostName 屬性作為 [電腦主機屬性]。
伺服器主機名稱 (選用) - 如果用戶端與伺服器的主機名稱不同時，您可以輸入伺服器主機名稱。

目標電腦憑證
使用者名稱/密碼 - 具有足夠權限可執行 [代理程式] 遠端安裝的使用者其使用者名稱與密碼。

憑證設定
對等憑證:
• ESMC 憑證 - 這是 [代理程式] 安裝的安全性憑證與憑證授權單位。您可以選取預設憑證與憑證

授權單位，或使用自訂憑證。
• 自訂憑證 - 如果您使用自訂憑證進行驗證，請瀏覽至該憑證，並在安裝代理程式時選取該憑證。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憑證一章。
憑證密碼 - 憑證密碼，可以是您在安裝 ESMC 伺服器期間輸入的密碼 (在您建立憑證授權單位的步驟中)
或您自訂憑證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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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憑證密碼不得包含下列字元：" \ 這些字元會在初始化代理程式期間造成嚴重錯誤。

注意
• ESMC 伺服器可以自動為作業系統選取適當的代理程式安裝套件。若要手動選擇套件，請取

消選取 [自動解析適合的代理程式]，然後透過 ESMC 存放庫可用的代理程式清單中選擇您要
使用的套件。
• 若要安裝在 Linux 或 Mac 電腦上，請確定目標電腦已啟用 SSH Daemon 並正在連接埠 22 上
執行，且防火牆未封鎖此連線。使用下列命令 (將 IP 地址取代為您 ESMC 伺服器的 IP) 以在
Linux 防火牆中新增例外：
iptables -A INPUT -s 10.0.0.1 -p tcp --dport 22 -m state --state NEW -j
ACCEPT
• 若要安裝在 Linux，請選擇具有權限使用 sudo 命令的使用者或 root 使用者。若已使用
root，ssh 服務必須允許您以 root 身分登入。
• 若要重新部署代理程式，千萬不要移除目前的代理程式，而不是透過目前的代理程式執行部

署工作。移除代理程式時，在新部署之後，則可能開始執行舊的工作。

其他設定
如果您不同意將當機報告及遙測資料傳送至 ESET，則取消選取核取方塊 [參與產品改善計劃]。如果核取方
塊保留選取狀態，則會將遙測資料及當機報告傳送至 ESET。

觸發
[觸發] 區段包含可能會執行工作之觸發的相關資訊。每個 [伺服器工作] 可以有最多一個觸發。每一個
觸發都只能執行一項 [伺服器工作]。若未在 [基本] 區段內選取 [配置觸發]，則不會建立觸發。工作可
以不使用觸發來建立。這種工作可以手動執行，或在稍後新增觸發。

進階設定 - 節流
透過設定節流，您可以為已建立的觸發設定進階規則。設定節流為選用。

摘要
此處會顯示所有已配置的選項。檢視設定並按一下 。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刪除未連線電腦
[刪除未連線電腦] 工作可讓您根據指定的準則移除電腦。例如，如果用戶端電腦上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已 30 天未連線，便會從 ESMC Web Console 中移除。
在電腦中， [上次連線] 會顯示受管理裝置上次連線的日期及時間。[上次連線] 資訊會反白顯示，指出
該電腦並未連線：
o黃色(錯誤) - 電腦已經 2 至 14 天未連線。
o紅色 (警告) - 電腦已經超過 14 天未連線。

若要建立新的伺服器工作，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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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器工作] 或在左側選取需要的工作類型，然

後按一下 [新增] >

[伺服器工作]。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您也可以從下列工作觸發設定中選取：
• 完成後立即執行工作 - 選取此選項，以在您按一下 [完成] 之後自動執行工作。
• 配置觸發 - 選取此選項，以啟用可在此配置觸發設定的 [觸發] 區段。

若要留待稍後再設定觸發，請將此核取方塊保留為取消選取。

設定
群組名稱 - 為重新命名後的電腦選取靜態群組，或建立新的靜態群組。
電腦未連接天數 - 輸入天數表示移除電腦的期限。
停用授權 - 選取此核取方塊可在刪除的電腦上停用授權。
移除未受管理的電腦 - 如果您選取此核取方塊，則也會移除未受管理的電腦。

觸發
[觸發] 區段包含可能會執行工作之觸發的相關資訊。每個 [伺服器工作] 可以有最多一個觸發。每一個
觸發都只能執行一項 [伺服器工作]。若未在 [基本] 區段內選取 [配置觸發]，則不會建立觸發。工作可
以不使用觸發來建立。這種工作可以手動執行，或在稍後新增觸發。

進階設定 - 節流
透過設定節流，您可以為已建立的觸發設定進階規則。設定節流為選用。

摘要
此處會顯示所有已配置的選項。檢視設定並按一下 。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產生報告
產生報告工作可用來從之前建立或預先定義的報告範本產生報告。
若要建立新的伺服器工作，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後按一下 [新增] > [伺服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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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器工作] 或在左側選取需要的工作類型，然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您也可以從下列工作觸發設定中選取：
• 完成後立即執行工作 - 選取此選項，以在您按一下 [完成] 之後自動執行工作。
• 配置觸發 - 選取此選項，以啟用可在此配置觸發設定的 [觸發] 區段。

若要留待稍後再設定觸發，請將此核取方塊保留為取消選取。

設定
報告範本 - 按一下 [新增報告範本] 以從清單中選擇報告範本。建立工作的使用者只可查看和選擇在其
群組內可用的報告範本。您可以為一個報告選擇多個報告範本。
選取 [傳送電子郵件] 或 [儲存至檔案] 來取得產生的報告。

報告寄送
傳送電子郵件
若要傳送/接收郵件訊息，您必須在 [伺服器設定] > [進階設定] 之下配置 SMTP 設定。
• 傳送至 - 輸入報告電子郵件收件人的電子郵件地址。使用逗號 (,) 分隔多個地址。您也可以新增

[副本] 和 [密件副本] 欄位，這些工作就和郵件用戶端上的一樣。
• 主旨 - 報告訊息的主旨。輸入可明顯區別的主旨，以便排序傳入的郵件。這是選用的設定，但是我們
建議這個設定不要保留空白。
• 訊息內容 - 定義報告訊息的內文。
• 報告為空白時傳送郵件 - 如果您要讓報告即使在未包含任何資料時仍一律傳送，請使用此選項。
按一下 [顯示列印選項] 以顯示下列設定：
• 輸出格式 - 選取適當的檔案格式。
• 輸出語言 - 選取訊息的語言。系統會根據為 ESMC Web Console 選取的語言作為預設語言。
• 頁面大小/解析度/紙張方向/色彩格式/邊界單位/邊界 - 這些選項與列印報告有關。根據您的列印偏

好設定選取適當的選項。 這些選項僅適用於 PDF 與 PS 格式，不適用於 CSV 格式。 CSV 僅適用於表格資
料，而且會使用 ; (分號) 作為分隔符號。

注意
產生報告工作可讓您從幾個輸出檔案格式進行選取。選取 CSV 會導致您報告中的日期與時間
值會以 UTC 格式儲存。 當您選取 PDF 或 PS 時，報告將使用本機伺服器時間。
儲存至檔案
• 相對檔案路徑 - 報告將產生於特定的目錄中，例如：
o若為 Windows，報告通常置於

C:\ProgramData\ESET\RemoteAdministrator\Server\EraServerApplicationData\Data\GeneratedReports\
o在舊版 Windows 系統中，路徑可能是 C:\Users\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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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s\ESET\RemoteAdministrator\Server\EraServerApplicationData\Data\GeneratedReports\
o若為 Linux， 報告通常置於 /var/opt/eset/RemoteAdministrator/Server/GeneratedReports/
• 報告為空白時儲存檔案 - 如果您要讓報告即使在未包含任何資料時仍一律儲存，請使用此選項。
按一下 [顯示列印選項] 以顯示下列設定：
• 輸出格式 - 選取適當的檔案格式。
• 輸出語言 - 選取訊息的語言。系統會根據為 ESMC Web Console 選取的語言作為預設語言。
• 頁面大小/解析度/紙張方向/色彩格式/邊界單位/邊界 - 這些選項與列印報告有關。根據您的列印偏

好設定選取適當的選項。 這些選項僅適用於 PDF 與 PS 格式，不適用於 CSV 格式。 CSV 僅適用於表格資
料，而且會使用 ; (分號) 作為分隔符號。

注意
產生報告工作可讓您從幾個輸出檔案格式進行選取。選取 CSV 會導致您報告中的日期與時間
值會以 UTC 格式儲存。 當您選取 PDF 或 PS 時，報告將使用本機伺服器時間。

觸發
[觸發] 區段包含可能會執行工作之觸發的相關資訊。每個 [伺服器工作] 可以有最多一個觸發。每一個
觸發都只能執行一項 [伺服器工作]。若未在 [基本] 區段內選取 [配置觸發]，則不會建立觸發。工作可
以不使用觸發來建立。這種工作可以手動執行，或在稍後新增觸發。

進階設定 - 節流
透過設定節流，您可以為已建立的觸發設定進階規則。設定節流為選用。

摘要
此處會顯示所有已配置的選項。檢視設定並按一下 。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重新命名電腦
您可以使用 [重新命名電腦] 工作，將 ESMC 中的電腦重新命名為 FQDN 格式的名稱。您可以使用 ESMC
安裝預設的現有伺服器工作。如果用戶端裝置名稱與裝置詳細資料中回報的名稱不同，執行此工作可還原
適當名稱。
此工作會每一小時自動將 [失物招領] 群組中同步化的電腦重新命名。
若要建立新的伺服器工作，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後按一下 [新增] > [伺服器工作]。

[伺服器工作] 或在左側選取需要的工作類型，然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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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從下列工作觸發設定中選取：
• 完成後立即執行工作 - 選取此選項，以在您按一下 [完成] 之後自動執行工作。
• 配置觸發 - 選取此選項，以啟用可在此配置觸發設定的 [觸發] 區段。

若要留待稍後再設定觸發，請將此核取方塊保留為取消選取。

設定
群組名稱 - 選取靜態或動態群組，或為重新命名後的電腦建立新的 [靜態] 或 [動態群組]。
重新命名原則：
• 電腦名稱 - 每部電腦可根據其唯一的電腦名稱，在本機網路上加以識別
• 電腦 FQDN (完整網域名稱) - 此名稱開頭為主機名稱，然後則為最低層級至最高層的網域名稱。

名稱衝突的解決方案將用於解決 ESMC 中現有電腦 (電腦名稱必須為唯一) 和透過同步化新增的電腦。檢
查僅適用於在子樹狀結構以外且經過同步化的電腦名稱。

觸發
[觸發] 區段包含可能會執行工作之觸發的相關資訊。每個 [伺服器工作] 可以有最多一個觸發。每一個
觸發都只能執行一項 [伺服器工作]。若未在 [基本] 區段內選取 [配置觸發]，則不會建立觸發。工作可
以不使用觸發來建立。這種工作可以手動執行，或在稍後新增觸發。

進階設定 - 節流
透過設定節流，您可以為已建立的觸發設定進階規則。設定節流為選用。

摘要
此處會顯示所有已配置的選項。檢視設定並按一下 。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靜態群組同步化
[靜態群組同步化] 工作會搜尋您的網路 (Active Directory、Open Directory、LDAP、本機網路) 中的電腦，並
將其放入靜態群組。若您在伺服器安裝期間選取 [與 Active Directory 同步化]，所找到的電腦就會新增到
[全部] 群組。若要同步化加入到 Windows 網域的 Linux 電腦，請遵循這些詳細指示。

注意
ESMC 支援安全 LDAP 簽署。
有 3 種同步化模式：
• Active Directory/Open Directory/LDAP - 輸入基本的伺服器連線資訊。請按一下這裡以取得詳細指示。
• MS Windows 網路 - 輸入要使用的 [工作群組] 與適用的使用者憑證。請按一下這裡以取得詳細指

示。
• VMware - 輸入 VMware vCenter Server 連線資訊。請按一下這裡以取得詳細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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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化模式 - Active Directory / Open Directory / LDAP
若要建立新的伺服器工作，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後按一下 [新增] > [伺服器工作]。

[伺服器工作] 或在左側選取需要的工作類型，然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您也可以從下列工作觸發設定中選取：
• 完成後立即執行工作 - 選取此選項，以在您按一下 [完成] 之後自動執行工作。
• 配置觸發 - 選取此選項，以啟用可在此配置觸發設定的 [觸發] 區段。

若要留待稍後再設定觸發，請將此核取方塊保留為取消選取。

設定
通用設定
按一下 [靜態群組名稱] 下的 [選取] - 依預設，同步化的電腦會使用執行使用者的家用群組。您也可以
建立 [新靜態群組]。
• 要同步化的物件 - 可以是 [電腦和群組] 或 [只限電腦]。
• 電腦建立衝突處理 - 如果同步化要新增已經是靜態群組成員的電腦，則您可以選取下列一種衝突解決

方法：
o略過 (將不新增同步化的電腦)
o移動 (新電腦將移到子群組)
o複製 (新電腦將以不同名稱新增)
• 電腦移除處理 - 如果電腦不再存在，您可以移除此電腦或將其略過。
• 群組移除處理 - 如果群組不再存在，您可以移除此群組或將其略過。
• 同步化模式 - Active Directory / Open Directory / LDAP
請閱讀知識庫文章，了解在 ESMC 7 中使用 Active Directory 同步化管理電腦。

伺服器連線設定
• 伺服器 - 輸入伺服器名稱或網域控制站的 IP 位址。
• 登入 - 以下列格式輸入網域控制站的使用者名稱：
oDOMAIN\username (在 Windows 上執行的 ESMC 伺服器)
ousername@FULL.DOMAIN.NAME 或 username (在 Linux 上執行的 ESMC 伺服器)。

重要
請務必以大寫字母輸入網域；需要此格式，才能正確地驗證 Active Directory 伺服器的查詢。
• [密碼] - 輸入用來登入網域控制站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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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ESMC 伺服器 7.2 (在 Windows 上) 依預設對所有 Active Directory (AD) 連線使用 LDAPS (用於
SSL 的 LDAP) 通訊協定。您還可以在 ESMC 虛擬設備上配置 LDAPS。
如果要將 Windows 上較早的 ESMC 版本升級到 ESMC 7.2，且您之前使用 Active Directory 同步化，
則同步化工作將在 ESMC 7.2 中失敗。
若要使 AD 成功連線到 LDAPS，請配置以下內容：
1.網域控制站必須已安裝機器憑證。若要為您的網域控制站頒發憑證，請遵循以下步驟：
a)開啟 [伺服器管理員]，按一下 [管理] > [新增角色和功能]，然後安裝 [Active Directory 憑
證服務] > [憑證授權單位]。將在受信任的根憑證授權單位中建立新的憑證授權單位。
b)瀏覽到 [開始] > 輸入 certmgr.msc 並按 Enter 以執行 [憑證] Microsoft Management
Console 嵌入式管理單元 > [憑證 - 本機電腦] > [個人] > 滑鼠右鍵按一下空窗格 > [所有
工作] > [請求新的憑證] > [註冊網域控制站]角色。
c)驗證頒發的憑證是否包含 FQDN 網域控制站的憑證。
d)在您的 ESMC 伺服器上，將產生的 CA (使用 certmgr.msc 工具) 匯入到憑證存放區受信任
的 CA 資料夾。
2.向 AD 伺服器提供連線設定時，請在 [伺服器] 或 [主機] 欄位中輸入網域控制站的 FQDN

(如網域控制站證書中所提供)。IP 位址不再足夠 LDAPS 使用。
若要啟用以 LDAP 通訊協定遞補，請選取 [使用 LDAP 而非 Active Directory] 核取方塊，然後輸入要和伺服
器比對的特定屬性。或者您可以按一下 [選取] 來選取 [預設]，系統會自動填入屬性：
• Active Directory
• Mac OS X Server Open Directory (電腦主機名稱)
• Mac OS X Server Open Directory (電腦 IP 位址)
• 含有 Samba 電腦記錄的 OpenLDAP - 設定 Active Directory 中的 DNS 名稱參數。

使用 LDAP 及 Active Directory 預設集時，您可以從 Active Directory 結構填入電腦詳細資料與屬性。只能
使用類型 DirectoryString 的屬性。您可以使用工具 (例如，ADExplorer) 檢查您網域控制站上的屬性。
請參閱下表的對應欄位：
電腦詳細資訊欄位 同步化工作欄位
名稱
電腦主機名稱屬性
說明
電腦說明屬性

同步化設定
• 識別名稱 - Active Directory 樹狀結構中節點的路徑 (識別名稱)。將這個選項保留空白將會同步化整個

AD 樹狀結構。按一下 [識別名稱] 旁的 [瀏覽]。接著會顯示 Active Directory 樹狀結構。選取最上方項
目以將所有群組與 ESMC 同步化，或僅選取您要新增的特定群組。只會同步化電腦和組織單位。當您完
成時，按一下 [確定]。
• 已排除的識別名稱 - 您可以選擇排除 (略過) Active Directory 樹狀結構中的特定節點。
• 忽略停用的電腦 (僅限在 Active Directory) - 您可以選擇忽略 Active Directory 中的已停用電腦 (此工作

將略過這些電腦)。

重要
如果發生錯誤：Server not find in Kerberos database 按一下 [瀏覽] 之後，使用伺
服器的 AD FQDN 取代 IP 位址。
從 Linux 伺服器進行同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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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ux 上執行 ESMC 伺服器可從 Windows 機器以不同方式進行同步化。程序如下所示：
1.必須填入網域控制站的主機名稱及認證。
2.伺服器會驗證認證，然後將之轉換為 Kerberos 票證。
3.如果不存在的話，伺服器會偵測到網域的識別名稱。
4.A) 如果未核取選項 [使用 LDAP 取代 Active Directory]：
對 ldapsearch 的多次呼叫可列舉樹狀結構。取得電腦記錄之程序的簡化範例：
kinit <username>

(這是會分為兩行的一個命令：)
ldapsearch -LLL -Y GSSAPI -h ad.domain.com -b 'DC=domain,DC=com' \
'(&(objectCategory=computer))' 'distinguishedName' 'dNSHostName'

B) 如果已核取選項 [使用 LDAP 取代 Active Directory]：
相同的處理程序與在選項 4A 中的名稱相同，但使用者可以配置參數。
5.Kerberos 會使用交握機制以驗證使用者，然後產生可後續用於其他服務的票證以進行驗證，而不需要

傳送純文字格式的密碼 (與簡單驗證選擇相反)。
6.ldapsearch 公用程式之後會使用 GSSAPI，利用所取得的 Kerberos 票證來驗證 Active Directory。
7.會透過非加密通道傳回搜尋結果。

觸發
[觸發] 區段包含可能會執行工作之觸發的相關資訊。每個 [伺服器工作] 可以有最多一個觸發。每一個
觸發都只能執行一項 [伺服器工作]。若未在 [基本] 區段內選取 [配置觸發]，則不會建立觸發。工作可
以不使用觸發來建立。這種工作可以手動執行，或在稍後新增觸發。

進階設定 - 節流
透過設定節流，您可以為已建立的觸發設定進階規則。設定節流為選用。

摘要
此處會顯示所有已配置的選項。檢視設定並按一下 。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同步化模式 - MS Windows 網路
若要建立新的伺服器工作，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後按一下 [新增] > [伺服器工作]。

[伺服器工作] 或在左側選取需要的工作類型，然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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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行為。
您也可以從下列工作觸發設定中選取：
• 完成後立即執行工作 - 選取此選項，以在您按一下 [完成] 之後自動執行工作。
• 配置觸發 - 選取此選項，以啟用可在此配置觸發設定的 [觸發] 區段。

若要留待稍後再設定觸發，請將此核取方塊保留為取消選取。

設定
通用設定
按一下 [靜態群組名稱] 下的 [選取] - 依預設，同步化的電腦會使用執行使用者的家用群組。您也可以
建立 [新靜態群組]。
• 要同步化的物件 - 可以是 [電腦和群組] 或 [只限電腦]。
• 電腦建立衝突處理 - 如果同步化要新增已經是靜態群組成員的電腦，則您可以選取下列一種衝突解決

方法：
o略過 (將不新增同步化的電腦)
o移動 (新電腦將移到子群組)
o複製 (新電腦將以不同名稱新增)
• 電腦移除處理 - 如果電腦不再存在，您可以移除此電腦或將其略過。
• 群組移除處理 - 如果群組不再存在，您可以移除此群組或將其略過。
• 同步化模式 - MS Windows 網路
在 [Microsoft Windows Network 同步化設定] 區段中，輸入下列資訊：
• 工作群組 - 輸入包含將同步化電腦的網域或工作群組。如果您未指定工作群組，則將同步化所有可見

的電腦。
• 登入 - 輸入在 Windows 網路中同步化時使用的登入憑證。
• 密碼 - 輸入用於登入 Windows 網路的密碼。

注意
ESMC 伺服器會以 [網路服務] 權限執行，但此權限不足以讀取所有鄰近的電腦。
如果沒有使用者認證存在，伺服器會從 Windows 中可用的「網路」資料夾讀取所有附近的電
腦，而且這些電腦會由作業系統自動填入。如果有認證存在，伺服器會使用這些認證直接進
行同步化。

觸發
[觸發] 區段包含可能會執行工作之觸發的相關資訊。每個 [伺服器工作] 可以有最多一個觸發。每一個
觸發都只能執行一項 [伺服器工作]。若未在 [基本] 區段內選取 [配置觸發]，則不會建立觸發。工作可
以不使用觸發來建立。這種工作可以手動執行，或在稍後新增觸發。

進階設定 - 節流
透過設定節流，您可以為已建立的觸發設定進階規則。設定節流為選用。

摘要
此處會顯示所有已配置的選項。檢視設定並按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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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同步化模式 - VMware
可以同步化在 VMware vCenter Server 上執行的虛擬機器。

注意
若要順利執行此工作，您必須在 ESMC 伺服器中匯入 vCenter CA。您可以透過網頁瀏覽器匯出
它。
例如，若要使用 Firefox 匯出憑證，按一下位址列
中安全連線的
圖示，然後按一下 [顯示連線詳細資料] > [其他資訊] > [檢視憑證] > [詳細資料] > [匯出] >
[儲存]。
若要建立新的伺服器工作，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後按一下 [新增] > [伺服器工作]。

[伺服器工作] 或在左側選取需要的工作類型，然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您也可以從下列工作觸發設定中選取：
• 完成後立即執行工作 - 選取此選項，以在您按一下 [完成] 之後自動執行工作。
• 配置觸發 - 選取此選項，以啟用可在此配置觸發設定的 [觸發] 區段。

若要留待稍後再設定觸發，請將此核取方塊保留為取消選取。

設定
通用設定
按一下 [靜態群組名稱] 下的 [選取] - 依預設，同步化的電腦會使用執行使用者的家用群組。您也可以
建立 [新靜態群組]。
• 要同步化的物件 - 可以是 [電腦和群組] 或 [只限電腦]。
• 電腦建立衝突處理 - 如果同步化要新增已經是靜態群組成員的電腦，則您可以選取下列一種衝突解決

方法：
o略過 (將不新增同步化的電腦)
o移動 (新電腦將移到子群組)
o複製 (新電腦將以不同名稱新增)
• 電腦移除處理 - 如果電腦不再存在，您可以移除此電腦或將其略過。
• 群組移除處理 - 如果群組不再存在，您可以移除此群組或將其略過。
• 同步化模式 - 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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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器連線設定
• 伺服器 - 輸入 VMware vCenter Server 的 DNS 或 IP 位址。位址必須與匯入 vCenter CA 的值 CN 完全

相同。您可以在 [其他] > [憑證授權單位] 視窗的直欄 [主旨] 中，找到這個值。
• 登入 - 輸入 VMware vCenter Server 的登入憑證。
• 密碼 - 輸入用來登入 VMware vCenter Server 的密碼。

同步化模式
• 結構檢視 - 選取結構檢視的類型：[資料夾] 或 [資源集區]。
• 結構路徑 - 按一下 [瀏覽] 並瀏覽至您要同步化的資料夾。如果此欄位保留空白，則將同步化整個結

構。
• 電腦檢視 - 同步化後選取依 [名稱]、[主機名稱] 或 [IP 位址] 顯示電腦。

重要
如果發生錯誤：Server not find in Kerberos database 按一下 [瀏覽] 之後，使用伺
服器的 AD FQDN 取代 IP 位址。

觸發
[觸發] 區段包含可能會執行工作之觸發的相關資訊。每個 [伺服器工作] 可以有最多一個觸發。每一個
觸發都只能執行一項 [伺服器工作]。若未在 [基本] 區段內選取 [配置觸發]，則不會建立觸發。工作可
以不使用觸發來建立。這種工作可以手動執行，或在稍後新增觸發。

進階設定 - 節流
透過設定節流，您可以為已建立的觸發設定進階規則。設定節流為選用。

摘要
此處會顯示所有已配置的選項。檢視設定並按一下 。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靜態群組同步化 - Linux 電腦
加入到 Windows 網域的 Linux 電腦不會在 [電腦] 內容的 Active Directory 使用者與電腦 (ADUC) 中顯示任何
文字，因此必須手動插入文字。
檢查伺服器先決條件及下列先決條件：
• Linux 電腦會在 Active Directory 中。
• 網域控制站已安裝 DNS 伺服器。
• ADSI 編輯器已安裝。
1.開啟命令提示字元，並執行 adsiedit.msc
2.瀏覽至 [動作] > [連線到]。連線設定視窗隨即顯示。
3.按一下 [選取熟知的命名內容]。
4.展開下列下拉式方塊，並選取 [預設] 命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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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一下 [確定] - 左側的 ADSI 值應該會是您網域控制站的名稱 - 預設的命名內容 (您的網域控制

站)。
6.按一下 ADSI 值，並展開其子群組。
7.按一下子群組，並瀏覽至其中顯示 Linux 電腦的 CN (一般名稱) 或 OU (組織單位)。
8.按一下 Linux 電腦的主機名稱，並從內容功能表選取 [內容]。瀏覽至 dNSHostName 參數，並按一下

[編輯]。
9.變更值 <未設定> 成有效的內容 (例如，ubuntu.TEST)。
10. 按一下 [確定] > [確定]。開啟 [ADUC] 並選取 Linux 電腦的 [內容] - 這時應該會顯示新內容。

使用者同步處理
此伺服器工作會同步處理來自 Active Directory、LDAP 參數等來源的使用者和使用者群組資訊。
若要建立新的伺服器工作，按一下 [工作] > [新增] >
後按一下 [新增] > [伺服器工作]。

[伺服器工作] 或在左側選取需要的工作類型，然

基本
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有關工作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在 [工作]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和配置的工作類型。如果您先選取了特定工作類型，然後才建
立新工作，則會依據您之前的選擇來預先選取 [工作]。[工作] (請參閱所有工作清單) 可定義工作的設定
與行為。
您也可以從下列工作觸發設定中選取：
• 完成後立即執行工作 - 選取此選項，以在您按一下 [完成] 之後自動執行工作。
• 配置觸發 - 選取此選項，以啟用可在此配置觸發設定的 [觸發] 區段。

若要留待稍後再設定觸發，請將此核取方塊保留為取消選取。

設定
通用設定
使用者群組名稱 - 依預設，將使用已同步化使用者的根目錄 (預設為 [全部] 群組)。您也可以建立新的
使用者群組。
[使用者建立衝突處理] - 可能出現的兩種衝突類型：
• 同一個群組中有兩個相同名稱的使用者。
• 有一位現有的使用者使用相同的 SID (系統中的任一處)。

您可以將衝突處理設定為：
• 略過 - 使用者不會在與 Active Directory 同步化期間新增至 ESMC。
• [覆寫] - Active Directory 中的使用者會覆寫 ESMC 中的現有使用者，因此當 SID 發生衝突時，ESMC 中

的現有使用者會從其先前的位置移除 (即使該使用者位於不同的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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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移除處理 - 如果使用者不再存在，您可以 [移除] 此使用者或將其 [略過]。
使用者群組移除處理 - 如果使用者群組不再存在，您可以 [移除] 此使用者群組或將其 [略過]。

注意
如果您使用自訂屬性讓使用者將 [使用者建立衝突處理] 設定為 [略過]。否則，Active
Directory 中的資料會覆寫使用者 (和所有詳細資訊)，使其失去自訂屬性。如果您想要覆寫使
用者，請將 [使用者移除處理] 變更為 [略過]。

伺服器連線設定
• 伺服器 - 輸入伺服器名稱或網域控制站的 IP 位址。
• 登入 - 以下列格式輸入網域控制站的使用者名稱：
oDOMAIN\username (在 Windows 上執行的 ESMC 伺服器)
ousername@FULL.DOMAIN.NAME 或 username (在 Linux 上執行的 ESMC 伺服器)。

重要
請務必以大寫字母輸入網域；需要此格式，才能正確地驗證 Active Directory 伺服器的查詢。
• [密碼] - 輸入用來登入網域控制站的密碼。

重要
ESMC 伺服器 7.2 (在 Windows 上) 依預設對所有 Active Directory (AD) 連線使用 LDAPS (用於
SSL 的 LDAP) 通訊協定。您還可以在 ESMC 虛擬設備上配置 LDAPS。
如果要將 Windows 上較早的 ESMC 版本升級到 ESMC 7.2，且您之前使用 Active Directory 同步化，
則同步化工作將在 ESMC 7.2 中失敗。
若要使 AD 成功連線到 LDAPS，請配置以下內容：
1.網域控制站必須已安裝機器憑證。若要為您的網域控制站頒發憑證，請遵循以下步驟：
a)開啟 [伺服器管理員]，按一下 [管理] > [新增角色和功能]，然後安裝 [Active Directory 憑
證服務] > [憑證授權單位]。將在受信任的根憑證授權單位中建立新的憑證授權單位。
b)瀏覽到 [開始] > 輸入 certmgr.msc 並按 Enter 以執行 [憑證] Microsoft Management
Console 嵌入式管理單元 > [憑證 - 本機電腦] > [個人] > 滑鼠右鍵按一下空窗格 > [所有
工作] > [請求新的憑證] > [註冊網域控制站]角色。
c)驗證頒發的憑證是否包含 FQDN 網域控制站的憑證。
d)在您的 ESMC 伺服器上，將產生的 CA (使用 certmgr.msc 工具) 匯入到憑證存放區受信任
的 CA 資料夾。
2.向 AD 伺服器提供連線設定時，請在 [伺服器] 或 [主機] 欄位中輸入網域控制站的 FQDN

(如網域控制站證書中所提供)。IP 位址不再足夠 LDAPS 使用。
若要啟用以 LDAP 通訊協定遞補，請選取 [使用 LDAP 而非 Active Directory] 核取方塊，然後輸入要和伺服
器比對的特定屬性。或者您可以按一下 [選取] 來選取 [預設]，系統會自動填入屬性：
• Active Directory
• Mac OS X Server Open Directory (電腦主機名稱)
• 含有 Samba 電腦記錄的 OpenLDAP - 設定 Active Directory 中的 DNS 名稱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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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化設定
• 識別名稱 - Active Directory 樹狀結構中節點的路徑 (識別名稱)。將這個選項保留空白將會同步化整個

AD 樹狀結構。按一下 [識別名稱] 旁的 [瀏覽]。接著會顯示 Active Directory 樹狀結構。選取最上方項
目以將所有群組與 ESMC 同步化，或僅選取您要新增的特定群組。只會同步化電腦和組織單位。當您完
成時，按一下 [確定]。
• 使用者群組和使用者屬性 - 使用者預設屬性特別提供使用者所屬目錄使用。如果您想要同步化 Active

Directory 屬性，請從適當欄位的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 AD 參數，或者輸入屬性的自訂名稱。每個已同步
化的欄位旁邊為 ESMC 預留位置 (例如：${display_name})，其會在特定的 ESMC 原則設定中代表此屬
性。
• 進階使用者屬性 - 如果想要使用進階使用者屬性，請選取 [新增]。這些欄位將繼承使用者的資訊，

在 iOS MDM 的原則編輯器中系統會將此欄位處理成預留位置。

重要
如果發生錯誤：Server not find in Kerberos database 按一下 [瀏覽] 之後，使用伺
服器的 AD FQDN 取代 IP 位址。

觸發
[觸發] 區段包含可能會執行工作之觸發的相關資訊。每個 [伺服器工作] 可以有最多一個觸發。每一個
觸發都只能執行一項 [伺服器工作]。若未在 [基本] 區段內選取 [配置觸發]，則不會建立觸發。工作可
以不使用觸發來建立。這種工作可以手動執行，或在稍後新增觸發。

進階設定 - 節流
透過設定節流，您可以為已建立的觸發設定進階規則。設定節流為選用。

摘要
此處會顯示所有已配置的選項。檢視設定並按一下 。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工作觸發類型
基本上觸發是一種感應器，可透過預先定義的方式，針對某種事件來執行反應動作。它們是用來執行所指
派的工作。觸發可以由排程器啟動 (時間事件)，或者當發生某些系統事件時啟動。

重要
無法重複使用觸發。每一項工作都必須使用個別觸發來進行觸發。每一個觸發都只能執行一
項工作。
觸發不會立即執行新指派的工作 (ASAP 觸發除外)，而是在啟動觸發時才會執行工作。您可以使用節流來
降低事件的觸發敏感度。

觸發類型：
• 儘快 - 僅適用於用戶端工作。工作會在您按一下 [完成] 時儘快執行。[到期日] 值指定將在哪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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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之後不再執行工作。

已排程
排定的觸發會依據日期和時間設定來執行工作。工作可排程為按特定重覆間隔 [執行一次]，或按照 CRON
運算式執行。
• 單次排程 - 在排定的日期和時間啟動此觸發一次。可藉由隨機間隔延遲。
• 每日 - 每個選取日啟動此觸發。您可以設定間隔何時開始及結束。例如，您可以在連續十個週末

執行工作。
• 每週 - 在選取的星期幾啟動此觸發。例如，在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期間每個星期一和星期五
執行工作。
• 每月 - 在當月選取的星期幾，於選取的時段啟動此觸發。[重複於] 值設定當月應該執行工作的平
日 (例如，第二個星期一)。
• 每年 - 每年 (也可配置為一年以上) 在指定的 [開始] 日期啟動此觸發。

注意
[隨機延遲間隔] 設定適用於 [已排程] 類型觸發。它會定義工作執行時的最大延遲範圍。隨
機化可以防止伺服器超載。

範例
如果 John 將 [工作] 的觸發設為 [每週] 的星期一，並將 [開始] 設為 2017 年 2 月 10
日 8:00:00，同時將 [隨機延遲間隔] 設為 1 小時，並將 [在...之前結束] 設為 2017 年 4
月 6 日 00:00:00，則工作將在每個星期一的 8:00 與 9:00 之間執行，並隨機延遲 1 小時，
直到指定的結束日期為止。

注意
如果工作未在定義時間執行，選取 [在事件遺失時儘快啟動] 核取方塊可立即執行工作。
選取 [使用當地時間] 核取方塊可使用目標裝置的當地時區，而非 ESMC 主控台時區進行觸發。

動態群組
動態群組觸發僅適用於伺服器工作：
• 動態群組成員 已改變 - 當動態群組內容改變時會啟動此觸發。例如，當用戶端加入或離開特定的

動態群組時。
• 動態群組大小隨閥值改變 - 當動態群組中的用戶端數高於或低於指定的閥值時會啟動此觸發。例
如，當 [指定群組] 中有超過 100 台電腦時。
• 動態群組大小隨時間而改變 - 當動態群組中的用戶端數在定義的時段內改變時會啟動此觸發。例如，
當指定群組中的電腦數量，在一小時內增加 10% 時。
• 動態群組大小隨比較的群組而改變 - 當觀察的動態群組中的用戶端數隨比較的群組 (靜態或動態)
而改變時會啟動此觸發。例如，當 ([全部] 群組相較於 [受感染] 群組) 有超過 10% 的電腦受感染
時。

其他
• [伺服器已啟動] - 僅適用於伺服器工作。在每次伺服器啟動時啟動。例如，此觸發可用於靜態群

組同步化工作。
• [加入動態群組觸發] - 僅適用於用戶端工作。裝置每次加入動態群組時會啟動此觸發。

185

注意
只有在 [目標] 區段中選取了動態群組時，才能使用 [已加入動態群組觸發]。在建立觸發之
後，觸發只會在加入動態群組的裝置上執行工作。對於已在動態群組中的所有裝置，您將必
須手動執行工作。
• 事件防護記錄觸發 - 當防護記錄中的某個事件發生時，便會啟動此觸發。例如，當 [掃描] 防護記錄

中出現偵測時。此類型的觸發，會在節流設定中提供一組特殊設定。
• CRON 運算式 - 此觸發會在特定時間和日期啟動。

Cron 運算式間隔
CRON 運算式可用來配置特定的觸發執行個體。大部分用於排程的重複性觸發。這是一個包含 6 或 7 個
欄位的字串，這些欄位分別代表個別的排程值。這些欄位會以空格分隔，且其中包含任何允許值的各種組
合。
CRON 運算式有可能很簡單，像是：* * * * ? * 或更複雜，如下所示：0/5 14,18,3-39,52 * ?
JAN,MAR,SEP MON-FRI 2012-2020

您可在 CRON 運算式中使用的值清單：
名稱

需求
值
允許的特殊字元
,-*/R
秒
是 0-59
,-*/R
分鐘
是 0-59
,-*/R
小時
是 0-23
,-*/?LW
月中的日 是 1-31
月
是 1-12 或 JAN-DEC , - */
星期
是 0-6 或 SUN-SAT , - / ? L #
,-*/
年
是 1970-2099
CRON 運算式語法如下：

┌────────── 秒 (0 - 59)
│ ┌────────── 分鐘 (0 - 59)
│ │ ┌────────── 小時 (0 - 23)
│ │ │ ┌────────── 月份日期 (1 - 31)
│ │ │ │ ┌────────── 月 (1 - 12 或 JAN-DEC)
│ │ │ │ │ ┌────────── 星期 (0 - 6 或 SUN-SAT)(例如，0 與 SUN 相同)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0 0 0 表示午夜 (秒、分、小時)。
• 在某個值已定義於其他欄位 (月份日期或星期幾) 而無法定義時，可以使用 ?。
• * 表示間隔 (秒、分、小時、月份日期、月、星期幾、年)。
• SUN 表示在星期日。

注意
月和星期幾的名稱不區分大小寫。例如，MON 等同於 mon，或 JAN 等同於 jan。
特殊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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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號 (,)
逗號可用來分隔清單中的項目。例如，在第 6 個欄位 (星期幾) 中使用「MON,WED,FRI」，表示星期日、星
期三和星期五。
連字號 (-)
定義範圍。例如，2012-2020 表示 2012 和 2020 之間的每一年 (包含這兩年)。
萬用字元 (*)
用來選取欄位內所有可能的值。例如，分鐘欄位中的 * 表示每分鐘。萬用字元無法用於「星期幾」欄位
中。
問號 (?)
選擇特定日期時，您可以指定月份日期或星期幾。您無法同時指定這兩者。如果指定月份日期，則必須使
用 ? 表示星期幾，反之亦然。例如，若要讓觸發在特定的月份日期 (例如 10 號) 引發，但不考量當天
是星期幾，請在月份日期欄位中填入 10，並在「星期幾」欄位中填入 ?。
雜湊 (#)
用來指定月中的「第 n 天」。例如，若「星期幾」欄位中的值為 4#3，則表示月中的第三個星期四 (day 4
= 星期四，#3 = 月中的第 3 個星期四)。如果指定 #5，但當月並沒有第 5 個給定的「星期幾」，則觸發
在那個月將不會引發。
斜線 (/)
說明範圍的增量。例如，第 2 個欄位 (分鐘) 若為 3-59/15，則表示該小時的第三分鐘及其後的每 15
分鐘。
最後一個 (L)
使用於「星期幾」欄位時，將可讓您指定如給定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五 (5L) 這類的架構。在月份日期欄位
中，則會指定月中的最後一天。例如，一月的 31 日，二月的 28 日 (非閏年)。
平日 (W)
W 字元可用於月份日期欄位。此字元可用來指定最接近給定日期的平日 (星期一-星期五)。例如，如果將
月份日期欄位的值指定為 15W，則表示最接近當月 15 日的平日。因此，如果 15 日是星期六，則觸發會
在 14 日星期五引發。如果 15 日是星期日，則觸發會在 16 日星期一引發。但若將月份日期欄位的值指
定為 1W，而 1 日是星期六，則觸發會在 3 日星期一引發，因為它並不會跳到一個月的日期界限外。

注意
L 與 W 字元也可在月份日期欄位中結合而形成 LW，這會轉譯為月中的最後一個平日。
隨機 (R)
R 是特殊的 ERA CRON 運算式字元，可讓您指定隨機的時間點。例如，R 0 0 * * ? * 觸發會在每天的 00:00
引發，但秒數會隨機指定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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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建議您使用隨機的時間點，以防止所有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全都在相同時間連線至
您的 ESMC 伺服器。
說明某些 CRON 運算式變異的實際範例：
CRON 運算式
0 0 12 * * ? *
R00**?*
R R R 15W * ? *

意義

在每天中午 12 點引發。
在每天的 00:00 引發，但秒數隨機指定 (0-59)。
在每個月 15 日的隨機時間 (秒、分、小時) 引發。如果 15 日是星期六，則觸發會
在 14 日星期五引發。如果 15 日是星期日，則觸發會在 16 日星期一引發。
0 15 10 * * ? 2016
在 2016 年的每天上午 10:15 引發。
0 * 14 * * ? *
在每天的下午 2 點到下午 2:59 之間每分鐘引發一次。
0 0/5 14 * * ? *
在每天的下午 2 點到下午 2:55 之間每 5 分鐘引發一次。
0 0/5 14,18 * * ? *
在每天的下午 2 點到下午 2:55 之間每 5 分鐘引發一次，並在每天的下午 6 點到
下午 6:55 之間每 5 分鐘引發一次。
0 0-5 14 * * ? *
在每天的下午 2 點到下午 2:59 之間每分鐘引發一次。
0 10,44 14 ? 3 WED * 在三月的每個星期三上午 2:10 和下午 2:44 引發。
0 15 10 ? * MON-FRI 在每個平日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 的上午 10:15 引發。
*
0 15 10 15 * ? *
在每個月 15 日的上午 10:15 引發。
0 15 10 ? * 5L *
在每個月最後一個星期五的上午 10:15 引發。
0 15 10 ? * 5L
在 2016 到 2020 年 (包含這兩年) 每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五的上午 10:15 引發。
2016-2020
0 15 10 ? * 5#3 *
在每個月第三個星期五的上午 10:15 引發。
00***?*
在每天的每個小時引發。

進階設定 - 節流
節流是用來限制工作執行。通常，當經常發生的事件觸發工作時，即會使用節流。在某些情況下，節流可
能會使觸發無法啟動。每次啟動觸發，即會根據下列設定進行評估。然後，只有符合指定條件的觸發才會
使工作執行。如果未設定節流條件，則所有觸發事件都將執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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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based criteria

Condition 1

Thrott
Task e
Condition 2

Trigger

Statistical criteria

Condition 1

Condition 2
節流有三種類型的條件：
1.以時間為基礎的標準
2.統計標準
3.事件防護記錄標準

工作若要執行：
• 所有類型的條件都必須通過
• 您必須設定條件；如果條件為空白，則會忽略條件。
• 必須通過所有時間條件，因為它們是使用 AND 運算子進行評估
• 必須通過所有使用 AND 運算子進行評估的統計條件；必須通過至少一個具有 OR 運算子的統計條件
• 由於它們僅使用 AND 運算子進行評估，因此一起設定的統計及時間條件集必須通過，然後才會執行工

作

當達到任何已定義的條件時，將會重設所有觀察者的堆疊資訊 (計數會從 0 開始)。這適用於時間條件以
及統計條件。如果重新啟動代理程式或 ESMC 伺服器，也會重設此資訊。觸發的任何修改都會重設其狀態。
我們建議您僅使用一個統計條件與多個時間條件。多個統計條件可能會產生不必要的複雜度，並且會改變
觸發結果。

預設集
有三種可用的預設集。選取預設集時，已清除您目前的節流設定並由預設集值取代。這些值可進一步修改
和使用，但無法建立新的預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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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準
彙總啟動時段 (T2) - 每隔指定時間觸發一次。例如，如果設定為 10 秒而在這段期間啟動了 10 次，則
只有第一次啟動會觸發事件。
排程 (T1) - 只允許在定義時段中觸發。按一下 [新增期間]，彈現視窗隨即顯示。以所選時間單位設定
[範圍持續ˊ期間]。從 [發生次數] 清單選取一個選項並填入欄位，其會隨所選發生次數而變更。您可
以定義發生次數，也能以 CRON 運算式的形式呈現。按一下 [確定] 儲存範圍。您可以在清單中新增多
個時間範圍—這些時間範圍會根據時間先後順序排列。

必須等到所有配置的條件都符合時，工作才會觸發。

統計標準
條件 - 統計條件可以透過使用：
• 符合所有統計條件時傳送通知 - AND 邏輯運算子用於評估
• 符合至少一個統計條件時傳送通知 - OR 邏輯運算子用於評估

發生次數 (S1)- 僅允許每 X 次時觸發一次。例如，若您輸入 10，則每第 10 次觸發就會計入。

一段時間內的發生次數
發生次數 (S2) - 只允許在定義時段中的觸發。這會定義事件觸發工作的最低頻率。例如，當一小時內偵測
到 10x 時，您可以使用這設定來允許執行工作。計數器會在引發觸發後重設。
時段 - 定義上述選項的時段。

只有特定觸發類型才能使用第三個統計條件。請參閱：

[觸發] > [觸發類型] > [事件防護記錄觸發]。

事件防護記錄標準
這些標準會由 ESMC 評估為第三個統計標準 (S3)。[統計標準應用程式] 運算子 (AND / OR) 可用於同時評估
共三個統計條件。建議您將事件防護記錄標準與 [產生報告] 工作搭配使用。標準需要使用全部三個欄位
才能運作。觸發已啟動且有符號位於緩衝區時，會重設符號緩衝區。
條件 - 這會定義哪些事件會觸發條件。可用的選項是：
• 連續接收 - 指定事件數必須連續發生。且必須為獨特事件。
• 距上次觸發執行所收到的 - 距上次觸發工作後，達到所選獨特事件數時觸發條件。

發生次數 - 輸入具有所選符號的獨特事件整數，以執行工作。
符號 - 根據在 [觸發] 功能表中設定的 [防護日誌類型]，您可以在防護日誌中選擇符號，然後便可以搜
尋該符號。按一下 [選取] 以顯示功能表。您可以按一下 [移除] 來移除所選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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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搭配伺服器工作使用時，會考慮所有用戶端電腦。無法連續接收大量的獨特符號。請在合理
的情況下，才使用 [連續接收] 設定。缺少的值 (N/A) 會視為「非唯一」，因此在此點中重設
緩衝區。

額外屬性
如以上所述，並非每個事件都會啟動觸發。非啟動事件的動作可以是：
• 如果略過多個事件，則將最後 N 個事件分成一組 (儲存壓縮刻度的資料) [N <= 100]
• 若 N == 0，僅處理最後一個事件 (N 意指歷程長度，其中一律會處理最後一個事件)
• 所有非啟動事件都會合併 (將最後一個刻度與 N 個歷程刻度合併)

若觸發次數太頻繁，或您想要減少通知的次數，請考慮以下建議：
• 如果使用者只想針對多個事件，而非單一事件執行反應動作，請參閱統計條件 S1
• 如果您希望只有當發生事件叢集時才啟動觸發，請遵循統計條件 S2
• 如果您要忽略包含不需要值的事件，請參閱統計條件 S3
• 如果您要忽略相關時數 (例如工作時數) 以外的事件，請參閱時間條件 T1
• 若要設定各個觸發啟動之間間隔的時間下限，請使用時間條件 T2

注意
這些條件也可以併用，而形成更複雜的節流案例。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節流範例。

節流範例
節流範例說明說明節流條件 (T1、T2、S1、S2、S3) 如何組合和評估。

注意
「刻度」表示觸發傳出的脈衝。「T」代表時間標準、「S」則代表統計標準。「S3」代表事件防護記錄
標準。
S1：發生條件 (每 3 個刻度)
時間 00 01 02 03 04 05 06 觸發已修改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x x
x x
x
x
刻度 x x x x x x x
S1
1
1
1
1
S2:時間內的發生條件 (當 4 秒內發生 3 個刻度)
時間 00 01 02 03 04 05 06 觸發已修改 07 08 09 10 11 12 13
x x x x
x
x
x x x
刻度 x
S2
1
1
S3:唯一符號值的條件 (連續 3 個唯一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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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00 01 02 03 04 05 06 觸發已修改 07 08 09 10 11 12 13
A B B C D G H
J K N/A L M N N
值
S3
1
1
S2:唯一符號值的條件 (從最後一個刻度開始的 3 個唯一值)
時間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觸發已修改 08 09 10 11 12 13 14
A B B C D G H I
J K N/A L M N N
值
S3
1
1
1
T1:允許某個時間範圍內的刻度 (每天從 8:10 開始，持續時間 60 秒)
時間 8:09:50 8:09:59 8:10:00 8:10:01 觸發已修改 8:10:59 8:11:00 8:11:01
x
x
x
x
x
x
刻度 x
T1
1
1
1
此條件沒有狀態，因此觸發的修改不會影響結果。
T2:允許時間間隔內的單一刻度 (最多每隔 5 秒一次)
時間 00 01 02 03 04 05 06 觸發已修改 07 08 09 10 11 12 13
x x x x
x
x
x x x
刻度 x
T2 1
1
1
1
S1+S2 組合
• S1：每 5 個刻度
• S2：當 4 秒內發生 3 個刻度

時間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x x x
x
x x
刻度 x x x x x
S1
1
S2
1
1
1
1
1
1
結果
結果會列舉為：S1 (邏輯或) S2
S1+T1 組合
• S1:每 3 個刻度
• T1:每天從 8:08 開始，持續時間 60 秒

時間 8:07:50 8:07:51 8:07:52 8:07:53 8:08:10 8:08:11 8:08:19 8:08:54 8:08:55 8:09:01
x
x
x
x
x
x
x
x
x
刻度 x
S1
1
1
1
T1
1
1
1
1
1
1
1
結果
結果會列舉為：S1 (邏輯和) T1
S2+T1 組合
• S2：當 10 秒內發生 3 個刻度

192

• T1:T1：每天從 8:08 開始，持續時間 60 秒

時間 8:07:50 8:07:51 8:07:52 8:07:53 8:08:10 8:08:11 8:08:19 8:08:54 8:08:55 8:09:01
x
x
x
x
x
x
x
x
x
刻度 x
S2
1
1
1
1
T1
1
1
1
1
1
1
結果
結果會列舉為：S2 (邏輯和) T1。
請注意，只有當全域結果為 1 時才會重設 S2 的狀態。
S2+T2 組合
• S2：當 10 秒內發生 3 個刻度
• T2:最多每 20 秒一次

時間 00 01
刻度 x x
S2
T2
1 1
結果

02 03 04 05 06 07 …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結果會列舉為：S2 (邏輯和) T2。
請注意，只有當全域結果為 1 時才會重設 S2 的狀態。

工作概觀
在工作中，您可以看到進度指示器欄、狀態圖示以及每個已建立工作的詳細資訊。

重要
您必須建立一個觸發以執行用戶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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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工作可採取進一步的工作動作：
顯示詳 檢視 [工作詳細資料]：摘要、執行、觸發 (觸發詳細資料僅適用於用戶端工作)。
細資料
標籤 編輯標籤 (指派、取消指派、建立、刪除)。
編輯
複製
立即
執行
執行

編輯所選工作。如果您只想要進行微幅調整，編輯現有工作會很有幫助。如需進行更多的唯一
工作，建議您建立一個新工作。
根據選取的工作建立新增工作，此複製需要新名稱。
僅限伺服器工作：執行所選伺服器工作。
僅限用戶端工作：新增新觸發，然後為此用戶端工作選取目標電腦或群組。

於
無法 僅限用戶端工作：建立新觸發，且上一個工作執行期間故障的所有電腦皆設為目標。如果需要，
重新執行 您可以編輯工作設定，或按一下 [完成] 以重新執行未變更的工作。
刪除 完全移除所選的工作。
• 如果工作在建立後，於排定開始的時間前遭到刪除，則系統會刪除此工作，並且將不會執行
且永遠不會開始此工作。
• 如果工作在排定要執行之後刪除，此工作會完成，但資訊不會顯示在 Web 主控台中。
排除 僅限用戶端工作：您可以從工作執行結果中選取，並在必要時採取進一步動作，請參閱工作詳
細資料以獲得更多詳情。
存取 將工作移至不同的靜態群組。
群組

過濾器及配置自訂
您可以自訂目前的 Web Console 畫面檢視：
• 管理側邊面板及主要表格。
• 新增過濾器及過濾預設集。 您可以使用標籤來過濾顯示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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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指示器
進度指示器是顯示工作執行狀態的彩色列。每個工作都有其專屬指示器 (顯示在 [進度] 列中)。工作的
執行狀態會以三種不同的色彩顯示，同時包括指定工作在該狀態中的電腦數目：
執行中 (藍色)

[已成功完成] (綠色)

失敗 (橙色)

新建立的工作 (白色) - 指示器可能需要一些時間才會變更顏色，ESMC 伺服器必須收到 ESET Management
Agent 的回應才會顯示執行狀態。如果沒有指派觸發，進度指示器將為白色。

上述的組合:

如需不同圖示類型和狀態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狀態圖示。

重要
進度指示器會顯示工作上次執行時的狀態。此資訊來自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進度指
示器會準確地顯示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從用戶端電腦報告的內容。

狀態圖示
進度指示器旁的圖示可提供額外的資訊。它會顯示指定工作是否有任何已計劃的執行，以及已完成的執行
結果。ESMC 伺服器會列舉此資訊。可表示下列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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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正在至少一個目標上執行，沒有已排程或失敗的執行。即使工作已在部分目標上完成，此仍適用。
執
行
中
所有目標上的工作皆已成功完成，沒有已排程或執行中的執行。
成
功
工作已在所有目標上執行，但至少有一個目標上的工作失敗。未計劃 (排程) 進一步執行。
錯
誤
已計劃執行工作，但尚未有任何執行。
已
計
劃
工作已有排程執行 (從過去或在未來執行)。沒有失敗的執行，但有至少一項執行目前正在進行中。
已
計
劃/
執
行
中
工作仍有一些已排程的執行 (從過去或在未來)，沒有失敗或正在進行的執行，但有至少一項執行已成功完成。
已
計
劃/
成
功
工作仍有一些已排程的執行 (從過去或在未來)，沒有正在進行的執行，但有至少一項執行已失敗。即使部分
已 執行已成功完成，此仍適用。
計
劃/
錯
誤

工作細節
按一下工作並選取 [顯示詳細資料] 以檢視下列索引標籤中的工作詳細資料：

摘要
此索引標籤包含工作設定的概觀。

排除
按一下 [執行] 索引標籤可切換檢視以查看每個執行結果。如果執行過多，您可以篩選檢視以縮小顯示的
結果範圍。
「用戶端工作」的 [執行] 會顯示包含您選取結果的電腦清單 (使用過濾器)。按一下 [新增過濾器]，依
狀態過濾所選取的執行：
• [已計劃]
• 上次狀態：[無狀態]、[執行中]、[已完成]、[失敗]

不會顯示包含非選取結果的電腦。您可修改過濾器或將其關閉，以查看所有電腦，無論其上次狀態為何。
您也可以更深入檢視，例如選取 [歷程] 查看用戶端工作執行以查看相關詳細資訊，包括其 [已發生]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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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目前 [狀態]、[進度] 和 [追蹤訊息] (如果有)。您可按一下 [電腦名稱] 或 [電腦說明] 並在必要
時採取進一步動作，或檢視特定用戶端的電腦詳細資訊。若要對多個電腦採取動作，請使用核取方塊以選
取電腦，然後按一下 [處理方法] 按鈕。

注意
• 如果您在 [執行歷程] 表格中沒有看到任何項目，請嘗試設定 [已發生] 過濾器為更長的持

續期間。
• 安裝舊版 ESET 產品時，用戶端工作報告將顯示：傳送給受管理產品的工作。

觸發
[觸發] 索引標籤僅適用於用戶端工作，而且會顯示所選取用戶端工作的觸發清單。若要管理觸發，按一
下該觸發並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項目：
編輯

編輯所選觸發。

[儘快] [重新 直接使用現有的觸發再次執行用戶端工作 (儘快執行) 而不進行修改。
執行]
完全移除所選的觸發。若要刪除多個觸發，選取左側的核取方塊，然後按一下 [刪除]
刪除
按鈕。
根據選取的觸發建立新觸發，此複製需要新名稱。
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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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程式
本節可讓您建立代理程式安裝程式套件，以在用戶端電腦上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安裝程式
套件會儲存在 ESMC Web Console 中，您可在需要時重新編輯並下載它們。
1.按一下
[安裝程式] > [建立安裝程式]。
2.選取您要建立的安裝程式類型。選項如下：

代理程式與 ESET 安全性產品安裝程式套件允許進階配置選項，包含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及
ESET 產品的原則設定、ESMC 伺服器主機名稱及連接埠，以及選取 [上層群組] 的能力。
•

注意
在建立及下載全方位安裝程式套件之後，有兩個可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選
項：
• 在用戶端電腦的本機上進行
• 使用 ESET 遠端部署工具，同時將 ESET Management Agent 部署至多部用戶端電腦。
代理程式 Live Installer - 此類型的代理程式部署適用於遠端及本機部署選項皆不適合您時。在這
種情況下，您可以透過電子郵件來散佈代理程式 Live Installer，再讓使用者進行部署。您也可以從可移
除的媒體 (例如，USB 隨身碟) 執行代理程式 Live Installer。
•
GPO 或 SCCM 指令碼
•

過濾器及配置自訂
您可以自訂目前的 Web Console 畫面檢視：
• 管理側邊面板及主要表格。
• 新增過濾器及過濾預設集。 您可以使用標籤來過濾顯示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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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程式與權限
使用者若對群組中 [儲存的安裝程式] 具有 [寫入] 權限，便可以建立或編輯群組中包含的安裝程式。

注意
• 請記住，在建立安裝程式時，使用者將能夠使用憑證。使用者必須受指派 [憑證] 的 [使

用] 權限，才能存取憑證包含其內的靜態群組。如果使用者想要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
程式，使用者必須具有簽署實際伺服器憑證之憑證授權單位的 [使用] 權限。如需如何將存
取區分為憑證及憑證授權單位的詳細資訊，請閱讀此範例。
• 對於在建立全方位安裝程式、GPO 安裝程式或 SCCM 指令碼時，於 [進階] > [初始安裝程式
配置] > [配置]類型中選取的原則，需要將 [原則] 的 [使用] 權限指派給使用者。
• 如果指定靜態群組的授權，需要將 [授權] 的 [使用] 權限指派給使用者。

如何讓使用者可以建立安裝程式
範例
管理員想要允許使用者 John，在 John 的群組中建立或編輯新的安裝程式。管理員必須遵循
下列步驟：
1.建立新的靜態群組，稱為 John 的群組
2.建立新的權限集
a.將其命名為 John 的權限 - 建立安裝程式
b.將群組 John 的群組加入 [靜態群組] 區段中
c.在 [功能] 區段中，選取
• [儲存的安裝程式] 的 [寫入]
• [憑證] 的 [使用]
• [群組與電腦] 的 [寫入]
d.按一下 [完成] 以儲存權限集
3.建立新的權限集
a.將其命名為 John 的權限 - 憑證
b.將群組全部加入 [靜態群組] 區段中
c.在 [功能] 區段中，為 [憑證] 選取 [使用]。
d.按一下 [完成] 以儲存權限集
這些權限是完整 (建立及編輯) 安裝程式使用的最低需求。
4.建立新使用者
a.將其命名為 John
b.在 [基本] 區段中，選取 John 的群組作為家用群組
c.設定使用者 John 的密碼
d.在 [權限集] 區段中，選取 John 的權限 - 憑證及 John 的權限 - 建立安裝程式
e.按一下 [完成] 以儲存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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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從安裝程式功能表下載安裝程式
1.按一下 [安裝程式]。
2.選取您要下載的安裝程式旁的核取方塊。
3.按一下 [下載]，並選擇安裝套件的正確版本。

如何從安裝程式功能表編輯安裝程式
1.按一下 [安裝程式]。
2.選取您要編輯的安裝程式旁的核取方塊。
3.按一下 [動作] > [編輯] 來修改安裝程式套件。

原則
原則可用於將特定配置推送至用戶端電腦上執行的 ESET 產品。這可讓您不必手動配置各個用戶端的 ESET
產品。原則可直接套用至個別電腦和群組 (靜態和動態)。 您也可以將多個原則指派給電腦或群組，這與
只能指派一個原則給一個產品或元件的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5 和更舊版本不同。

原則與權限
使用者必須具有足夠權限，才能建立及指派原則。特定原則動作所需的權限：
• 若要讀取原則清單及其配置，使用者需要 [讀取] 權限。
• 若要將原則指派給目標，使用者需要 [使用] 權限。
• 若要建立、修改或編輯原則，使用者需要 [寫入] 權限。

如需存取權限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權限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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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 如果使用者 John 僅需要讀取自己建立的原則，則需要 [原則] 的 [讀取] 權限。
• 如果使用者 John 想要將特定原則指派給電腦，則會需要 [原則] 的 [使用] 權限，以及

[群組與電腦] 的 [使用] 權限。
• 若要讓 John 可以完全存取原則，管理員必須設定 [原則] 的 [寫入] 權限。

原則應用程式
系統會依靜態群組的排列順序套用原則。不過這並不適用於動態群組，因為系統會先巡覽子動態群組。這
可讓您在套用原則時，將影響力較高的原則置於群組樹狀結構的頂端，並針對子群組套用更多特定原則。
使用旗標，能夠存取樹狀結構中較高層級群組的 ESMC 使用者，就可以覆寫較低層級群組的原則。原則如
何套用至用戶端一節將詳細說明演算法。

原則移除規則
如果您決定稍後將現有的原則移除，則用戶端電腦的結果配置會取決於受管理電腦上已安裝的 ESET 安全性
產品版本。
• ESET 安全性產品第 6 版和更舊版本：移除此原則後，配置不會自動還原為其原始設定。系統會根據套

用至用戶端的最後原則保留該配置。若動態群組套用了變更電腦設定的特定原則，則當電腦成為該群組
的成員時也會發生相同情況。即使電腦離開動態群組仍會保留這些設定。因此，我們建議您透過預設設
定建立原則，並將其指派給根群組 ([全部])，使這些設定在發生上述情況時還原至預設值。如此一來，
當電腦離開已變更設定的動態群組時，電腦便會還原為預設設定。
• ESET 安全性產品第 7 版： 移除原則時，配置會自動還原為曾套用至用戶端的前一個原則。 當電腦離
開採用特定原則設定的動態群組時，這些原則設定會從該電腦中移除。
[未套用] 旗標會將個別原則
設定轉換為用戶端電腦的預設狀態。

合併原則
套用到用戶端的原則，通常是將多個原則合併到一個最終原則的結果。

注意
我們建議您將較為一般的原則 (例如，更新伺服器) 指派給在群組樹狀結構內，位於較高層級的群
組。較為特定的原則 (例如，裝置控制設定) 應指派至群組樹狀結構中的較深層級。在合併時，較
低層級的原則通常會覆寫較高層級原則的設定 (除非使用原則旗標進行不同定義)。

原則精靈
原則是依 ESET 產品分組/分類。[內建原則] 包含預先定義的原則，而自訂原則會列出您手動建立之所有原
則的類別。
使用原則並依照產品 GUI 進階設定視窗中的相同方式，來配置您的 ESET 產品。不同於 Active Directory 中的
原則 ESMC 原則無法執行任何腳本或一系列命令。鍵入以搜尋進階設定 (例如，HIPS) 中的項目。所有的
HIPS 設定都會顯示。當您按一下右上角的
圖示時，將會顯示特定設定的線上說明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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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濾器及配置自訂
您可以自訂目前的 Web Console 畫面檢視：
• 管理側邊面板及主要表格。
• 新增過濾器及過濾預設集。 您可以使用標籤來過濾顯示的項目。

建立新原則
1.按一下 [動作]>[新增]。
2.輸入有關原則的基本資訊，例如 [名稱] 及 [說明] (選用)。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3.在 [設定] 區段中選取正確產品。
4.使用旗標來新增將由原則處理的設定。
5.指定將接收此原則的用戶端。按一下 [指派] 以顯示所有的靜態群組與動態群組及其成員。選取您要

套用原則的電腦，並按一下 [確定]。
6.檢閱此原則的設定，並按一下 [完成]。

旗標
合併原則時，您可以使用原則旗標變更行為。旗標會定義原則處理設定的方式。
對於每一個設定，您可以選取下列其中一個旗標：
不套用 - 原則不會設定任何具有此旗標的設定。系統不會強制執行設定，因此可在稍後由其他原則變
更。
套用 - 具有此旗標的設定將傳送至用戶端。不過，當合併原則時，較新的原則會覆寫較舊的原則。當
原則套用至用戶端電腦且特殊設定具有此旗標時，無論用戶端上的本機配置為何都會變更該設定。系統不
會強制執行設定，因此可在稍後由其他原則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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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 - 含強制旗標的設定具有優先權，無法由較新的原則覆寫 (即使較新的原則含有強制旗標)。這可
確保此設定在合併期間不會由較新的原則變更。
為讓使用者能更輕鬆瀏覽，所有規則都會計入。您在特定區段中定義的規則數會自動顯示。此外，您也會
在左方樹狀目錄中的類別名稱旁看到一個數字。它會顯示其區段中所有規則的總數。如此一來您即可快速
了解設定/規則定義的位置及數量。
您也可以使用下列建議，更輕鬆地編輯原則：
• 使用
• 使用

來設定 [套用] 旗標，以套用至目前區段中的所有項目
以刪除目前區段中所有套用至項目的規則

重要
ESET 安全性產品第 7 版：
[未套用] 旗標會將個別原則設定轉換為用戶端電腦的預設狀態。

管理員如何讓使用者可看見所有原則
範例
管理員想要允許使用者 John 在其家用群組中建立或編輯原則，並允許 John 可以看見管理員
建立的原則。管理員建立的原則包括
[強制] 旗標。使用者 John 可以看見所有原則，但
不能編輯管理員建立的原則，因為已對可存取靜態群組全部的 [原則] 設定 [讀取] 權限。
使用者 John 可在其家用群組聖地牙哥中建立或編輯原則。
管理員必須遵循下列步驟：
建立環境
1.建立新的靜態群組，稱為聖地牙哥。
2.建立新的權限集 (稱為原則 - 全部 John)，可以存取靜態群組全部，並具有 [原則] 的
[讀取] 權限。
3.建立新的權限集 (稱為 原則 John)，可以存取靜態群組聖地牙哥，並具有 [群組與電腦]
及 [原則] 的功能存取 [寫入] 權限。此權限集允許 John 可在其家用群組聖地牙哥中建立
或編輯原則。
4.建立新的使用者 John，並在 [權限集] 區段中，選取原則 - 全部 John 及原則 John。
建立原則
5.建立新的原則全部 - 啟用防火牆，展開 [設定] 區段、選取 [ESET Endpoint for Windows]，
瀏覽至 [網路防護] > [防火牆] > [基本]，然後透過
[強制] 旗標套用所有設定。展開 [指
派] 區段，並選取靜態群組全部。
6.建立新的原則 John 群組- 啟用防火牆、展開 [設定] 區段、選取 [ESET Endpoint for
Windows]、瀏覽至 [個人防火牆] > [基本]，然後透過
[套用] 旗標套用所有設定。展開
[指派] 區段，並選取靜態群組聖地牙哥。
結果
首先將套用管理員建立的原則，因為這些原則會指派給群組全部。含 強制旗標的設定具有
優先權，無法由較新的原則覆寫。接著，將套用使用者 John 建立的原則。
瀏覽至 [其他] > [群組] > [聖地牙哥]、按一下電腦，並選取 [顯示詳細資料]。在 [配置] >
[套用的原則] 中，這是最終原則應用程式順序。

第一個原則是由管理員建立，而第二個是由使用者 John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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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原則
原則是依 ESET 產品分組/分類。[內建原則] 包含預先定義的原則，而自訂原則會列出您手動建立或修改之
所有原則的類別。
可供原則使用的動作：
顯示詳細資 顯示原則詳細資料。
料
新增

建立新原則。

標籤

編輯標籤 (指派、取消指派、建立、刪除)。

編輯

修改現有的原則。

複製

根據所選現有原則，建立新原則。複製原則會需要新名稱。

變更指派

將原則指派給群組或用戶端。

刪除

刪除原則。另請參閱原則移除規則。

匯入

按一下 [原則] > [匯入]、按一下 [選擇檔案]，然後瀏覽至您要匯入的檔案。您只能匯入
包含從 ESMC Web 主控台匯出之原則的 .dat 檔案。您無法匯入包含從 ESET 安全性產品匯
出之原則的 .xml 檔案。匯入的原則將顯示在自訂原則下。
從清單中選取您要匯出的原則旁的核取方塊，然後按一下 [動作] > [匯出]。原則將匯出
至 .dat 檔案。若要匯出所選類別中的所有原則，請選取表格標題中的核取方塊。
將原則移至另一個群組。

匯出
存取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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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如何套用至用戶端
您可以將數個原則指派給群組和電腦。此外，電腦可位於巢狀層級較深的群組，該群組的上層會有自己的
原則。
最重要的是原則應用程式的順序。這是從群組順序以及指派給該群組的原則順序所衍生。
請依照下列步驟判斷任何用戶端的作用中原則：
1.尋找用戶端所在的群組順序
2.以指派的原則取代群組
3.合併原則以取得最終設定

排序群組
原則可以指派給群組，並以特定順序套用。下面撰寫的規則，會決定原則套用至用戶端的順序。
規則 1：系統會從根靜態群組 (全部) 巡覽靜態群組。
規則 2：在每個層級中，系統會先依照靜態群組在樹狀結構中出現的順序巡覽該層級的靜態群組 (這也稱為
「橫向優先」搜尋 (breadth-first search))。
規則 3：在計入特定層級中的所有靜態群組之後，就會巡覽動態群組。
規則 4：在每個動態群組中，系統會依照其子群組出現在清單中的順序巡覽這些子群組。
規則 5： 在動態群組的任何層級中，將列出任何子群組，並搜尋其子群組。如果已沒有任何子群組，則
會列出上層中的下一個動態群組 ( 這也稱為「縱向優先」搜尋 (depth-first search))。
規則 6： 巡覽會在電腦中結束。

重要
原則會套用至電腦。這表示巡覽會在您要套用原則的電腦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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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面撰寫的原則，原則將套用至個別電腦的順序如下：

PC1: PC2: PC3: P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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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LL 1.ALL 1.ALL 1.ALL
2.SG1 2.SG2 2.SG2 2.SG2
3.PC1 3.DG1 3.SG3 3.SG3
4.DG3 4.PC3 4.DG4
5.PC2
5.DG5
6.DG6
7.PC4

列舉原則
在獲知群組的順序之後，下一個步驟就是使用指派的原則來取代每個群組。這些原則會依照指派給群組的
順序列出。您可以針對指派多個原則的群組編輯原則的優先順序。每個原則僅會設定一項產品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EES 等)。

注意
系統會移除清單中不含原則的群組。
我們已將 3 個原則套用至靜態和動態群組 (請參閱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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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將套用在電腦上的順序
下面清單顯示群組及套用在其上的原則：
1.全部 -> 已移除，這裡沒有原則
2.SG 2 -> 原則 1，原則 2
3.SG 3 -> 無原則而移除
4.DG 1 -> 原則 1，原則 2
5.DG 3 -> 已移除，無原則
6.DG 2 -> 原則 3
7.DG 4 -> 已移除，無原則
8.DG 5 -> 已移除，無原則
9.DG 6 -> 已移除，無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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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電腦 -> 已移除，無原則

原則的最終清單為：
1.原則
2.原則
3.原則
4.原則
5.原則

1
2
1
2
3

合併原則
將原則套用到已套用其他原則的ESET安全性產品時，將會合併重疊的原則設定。原則會以逐一的方式合併。
在合併原則時，其一般規則是較新的原則會一律取代之前原則所設定的設定。若要變更此行為，您可以使
用原則旗標 (適用於每個設定)。有些設定具有另一個您可以配置的規則 (取代/附加/前面加上)。
請記住，群組的結構 (其階層) 與原則的順序會決定原則合併的方式。合併任兩個原則可能具有不同結果，
視其順序而定。
建立原則時，您將注意到有些設定具有您可以配置的額外規則。這些規則可讓您排列各種原則中的相同設
定。
• 取代：合併原則時使用的預設規則。它會取代先前原則所設定的設定。
• 附加：在多個原則中套用相同設定時，您可以利用此規則附加設定。設定將置於合併原則所建立之清

單的結尾。
• 前面加上：在多個原則中套用相同設定時，您可以利用此規則，在前面加上設定。設定將置於合併原
則所建立之清單的開頭。

合併本機和遠端清單
近期 ESET 安全性產品 (請參閱下表中支援的版本) 以新方法支援合併本機設定與遠端原則。如果設定是清
單 (例如，網站清單) 且遠端原則與現有的本機設定衝突，則遠端原則會覆寫現有本機設定。您可以選擇
合併本機和遠端清單的方式。您可以選取不同的合併規則：
•
•

合併遠端原則的設定。
合併本機和遠端原則 - 本機設定與結果產生的遠端原則。

以下選項與上面所述相同：[取代]、[附加]、[前面加上]。
支援本機和遠端清單的產品清單：
ESET 安全性產品
版本
ESET Endpoint for Windows
7+
ESET Mail Security for Microsoft Exchange
6+
ESET File Security for Windows Server
6+
ESET Mail Security for IBM Domino
6+
ESET Security for Kerio
6+
ESET Security for Microsoft SharePoint Serv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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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ESET 安全性產品第 7 版中的原則移除
移除原則時，配置會自動還原為曾套用至用戶端的前一個原則。
[未套用] 旗標會將個別原則設定轉換為用戶端電腦的預設狀態。

合併原則的範例案例
此範例說明：
• 如何將原則設定套用至 ESET Endpoint 安全性產品的相關指示
• 套用旗標及規則時如何合併原則

在管理員想要執行下列動作的情況中：
• 拒絕聖地牙哥辦公室存取網站 www.forbidden.uk、www.deny-access.com、www.forbidden-websites.uk 及

www.forbidden-website.com
• 允許行銷部門存取網站 www.forbidden.uk、www.deny-acc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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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必須遵循下列步驟：
1.建立新的靜態群組聖地牙哥辦公室，然後建立行銷部門作為靜態群組聖地牙哥辦公室的子群組。
2.瀏覽至 [管理員] > [原則]，然後建立新原則，如下所示：
i.稱為聖地牙哥辦公室
ii.展開 [設定]，並選取 [ESET Endpoint for Windows]

iii.瀏覽至 [Web 和電子郵件] > [Web 存取防護] > [URL 位址管理]
iv.按一下
按鈕 [套用] 原則，然後編輯 [位址清單]，方法為按一下 [編輯]
v.按一下 [封鎖的位址清單]，然後選取 [編輯]。
vi.新增下列網址：www.forbidden.uk、www.deny-access.com、www.forbidden-websites.uk 及

www.forbidden-website.com。先儲存封鎖的位址清單，再儲存位址清單。
vii. 展開 [指派]，並將原則指派給聖地牙哥辦公室及其子群組行銷部門。
viii. 按一下 [完成] 以儲存原則。
此原則將套用至聖地牙哥辦公室及行銷部門，並將封鎖如下所示的網站。

3.瀏覽至 [管理員] > [原則]，然後建立新原則：
i.稱為行銷部門
ii.展開 [設定]，並選取 [ESET Endpoint for Windows]

iii.瀏覽至 [Web 和電子郵件] 區段 > [Web 存取防護] > [URL 位址管理]
iv.按一下

按鈕 [套用] 原則、選取 [附加規則]，然後編輯 [位址清單]，方法為按一下
[編輯]。規則「附加」會導致合併原則時，位址清單將置於尾端。
v.按一下 [允許的位址清單] > [編輯]。
vi.新增下列網址：www.forbidden.uk、www.deny-access.com。先儲存允許的位址清單，再儲存位
址清單。
vii. 展開 [指派]，並將原則指派給行銷部門
viii. 按一下 [完成] 以儲存原則。
此原則將套用至行銷部門，並將允許存取如下所示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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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終原則將包括套用至聖地牙哥辦公室及行銷部門的原則。開啟 [Endpoint 安全性產品]，並瀏覽至

[設定] > [Web 和電子郵件] > [進階設定]、選取 [Web 和電子郵件] 索引標籤 > [Web 存取防護]，然
後展開 [URL 位址管理]。將顯示最終 Endpoint 產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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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配置包括：
1.聖地牙哥辦公室原則的位址清單
2.行銷部門原則的位址清單

ESMC 的產品配置
您可以使用原則並依照產品 GUI 進階設定視窗中的相同方式來配置您的 ESET 產品。不同於 Active Directory
中的原則 ESMC 原則無法執行任何腳本或一系列命令。
對於第 6 版及更新版本的 ESET 產品，您可以在用戶端或 Web Console 中設定要報告的特定狀態。可在
[使用者介面] > [使用者介面元素] > [狀態] 下方針對 v6 產品，在原則中設定此項目：
• 顯示 - 狀態會在用戶端 GUI 上報告
• 傳送 - 狀態會報告至ESMC

使用原則來配置 ESET 產品的範例：
•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原則設定
• ESET Roque Detection Sensor 原則設定
• 建立 iOS MDM 的原則 - Exchange ActiveSync 帳戶
• 建立 MDC 的原則以啟動用於註冊 iOS 的 APNS

將原則指派至群組
建立原則後，您可以將原則指派給靜態群組或動態群組。有兩種指派原則的方法：

方式 I.
在 [原則] 之下，選取原則，然後按一下 [處理方法] > [顯示詳細資料] > [指派給] > [指派用戶端]。從清
單選取靜態或動態群組 (您可以選取更多群組)，再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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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II.
1.按一下 [電腦]，按一下該群組名稱旁的齒輪圖示

，並選取 [管理原則]。

2.在 [原則應用程式順序] 視窗中，按一下 [新增原則]。
3.選取您要指派給此群組之原則旁的核取方塊，然後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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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一下 [關閉]。

若要查看哪些原則已指派給特定的群組，請選取該群組，並再按一下 [原則] 索引標籤，便可檢視已指派
給該群組的原則清單。
若要查看已指派給特定原則的群組，請選取原則並按一下 [顯示詳細資料] > [套用於]。

注意
如需關於原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原則一章。

將原則指派至用戶端
若要將原則指派給用戶端工作站，請按一下 [原則]、選取原則，然後按一下 [處理方法] > [顯示詳細資
料] > [指派給] > [指派用戶端]。

選取您的目標用戶端電腦並按一下 [確定]。此原則將指派給您選取的所有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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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查看已指派給特定原則的用戶端，請選取原則並查看第一個索引標籤 [指派給]。

ERA 6.x Proxy 原則設定
重要
第 7 版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無法連線 ERA，因為其使用新的複寫通訊協定。6.x 版代
理程式可透過 ERA Proxy 連線至第 7 版伺服器。若要遷移，請遵循遷移方針。
可以透過原則變更具有 ERA Proxy 元件的機器行為。這最常用來變更連線間隔等設定，或與 Proxy 連線的伺
服器。按一下 [原則] 並展開 [自訂原則]，以編輯現有的原則或建立新原則。

連接
安全性管理中心連接埠 - 這是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伺服器與 Proxy 之間連線的連接埠。變更
此選項需要您重新啟動 ERA 伺服器服務，變更才會生效。
要連接到的伺服器 - 若要新增 ERA 伺服器連線詳細資料 (主機名稱/IP 和連接埠號碼)，請按一下 [編輯
伺服器清單]。可以指定多個 ERA 伺服器。例如，如果您已變更 ERA/ESMC 伺服器的 IP 位址，或正在執行
遷移，則這樣做很有用。
資料限制 - 指定最多可以傳送多少位元組的資料。
連線間隔 - 選取 [定期間隔]，並為連線間隔指定一個時間值 (您也可以使 CRON 運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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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 - 您可以管理 ERA Proxy 的對等憑證。請按一下 [變更憑證]，然後選取 ERA Proxy 所應使用的 ERA
Proxy憑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對等憑證。

進階設定
診斷 - 啟用或停用為了改善客戶體驗，將損毀報告提交到 ESET 的功能。
記錄 - 設定防護記錄詳細程度，以決定將收集和記錄的資訊層級 - 從 [追蹤] (資訊) 到 [重大] (最重
要的資訊)。
指派
指定將接收此原則的用戶端。按一下 [指派] 以顯示所有的靜態群組與動態群組及其成員。選取您要套用
原則的電腦，並按一下 [確定]。

摘要
檢閱此原則的設定，並按一下 [完成]。

如何使用覆寫模式
使用者若具有適用於其機器上安裝之 Windows 的 ESET 產品 (6.5 版及以上版本)，即可使用覆寫功能。
覆寫模式可讓用戶端電腦層級上的使用者變更已安裝之 ESET 產品中的設定，即使已對這些設定套用原則也
一樣。可對特定 AD 使用者啟用覆寫模式，或可用密碼保護此覆寫模式。啟用此功能的時間一次不得超過
四小時。

警告
• 一旦啟用覆寫模式，就無法從 ESMC Web 主控台停止覆寫模式。只在覆寫時間

到期之後，或在用戶端本身上關閉覆寫之後，才會停用覆寫。
• 使用覆寫模式的使用者也需要具有 Windows 管理員權限。否則，使用者無法
將變更儲存在 ESET 產品的設定中。
• 所選的受管理產品自此版本以來支援 Active Directory 群組驗證
ESET Endpoint Security
第 7.0.2100.4 版及更新版本。
ESET File Security for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第 6.5.12013.0 版及更新版本。
ESET Mail Security for IBM Domino
第 6.5.14020.0 版及更新版本。
ESET Mail Security for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第 6.5.10019.1 版及更新版本。
若要設定 [覆寫模式]：
1.瀏覽至 [原則] > [新增原則]。
2.在 [基本] 區段中，輸入此原則的 [名稱] 及 [說明]。
3.在 [設定] 區段中，選取 [ESET Endpoint for Windows]。
4.按一下 [覆寫模式] 並配置覆寫模式的規則。
5.在 [指派] 區段中，選取將套用此原則的電腦或電腦群組。
6.檢閱 [摘要] 區段中的設定，然後按一下 [完成] 來套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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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如果 John 在使用此端點設定，封鎖其機器上的某些重要功能或 Web 存取時發生問題，則管
理員可允許 John 覆寫其現有的端點設定，並在其機器上手動調整設定。之後 ESMC 可以要求
這些新的設定，因此管理員可以根據它們建立新原則。
若要這麼做，請遵循以下步驟：
1.瀏覽至 [原則] > [新增原則]。
2.完成 [名稱] 和 [說明] 欄位。在 [設定] 區段中，選取 [ESET Endpoint for Windows]。
3.按一下 [覆寫模式]、啟用覆寫模式一小時，並選取 John 作為 AD 使用者。
4.將原則指派給 John 的電腦，然後按一下 [完成] 來儲存原則。
5.John 必須在其 ESET 端點上啟用 [覆寫模式]，並在此機器上手動變更設定。
6.在 ESMC Web 主控台上，瀏覽至 [電腦]、選取 John 的電腦，然後按一下 [顯示詳細資料]。
7.在 [配置] 區段中，按一下 [要求配置] 來排定用戶端工作，從用戶端 ASAP 中取得配置。
8.不久之後，新配置將出現。按一下產品上您要儲存的設定，然後按一下 [開啟配置]。
9.您可以檢閱設定，然後按一下 [轉換為原則]。
10. 完成 [名稱] 和 [說明] 欄位。
11. 在 [設定] 區段中，您可在需要時修改設定。
12. 在 [指派] 區段中，您可以將此原則指派給 John 的電腦 (或其他人的電腦)。
13. 按一下 [完成] 來儲存設定。
14. 一旦不再需要覆寫原則，別忘了將其移除。

電腦使用者
電腦使用者區段可讓您管理使用者及使用者群組。您可將使用者與裝置配對，以便同步化某些使用者專屬
設定。 我們建議您先將使用者與 Active Directory 同步化。 建立新電腦時，您可將電腦與特定使用者配對。
之後，您可搜尋使用者，針對指派給使用者的電腦，檢視相關詳細資訊和使用者的活動。
您還可以透過使用指派給 iOS 裝置的原則，出於 iOS 行動裝置管理目的管理使用者和使用者群組。然後您
可以修改使用者或新增自訂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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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電腦使用者] 與 ESMC Web 主控台使用者不同。若要管理 ESMC Web 主控台使用者和權限集，
請瀏覽至 [其他] > [使用者]。
• 以橘色反白的使用者表示未將任何裝置指派給他們。請按一下使用者，選取

[編輯] 然後按一下
[指派的電腦] 以檢視該名使用者的詳細資訊。按一下 [新增電腦] 將裝置指派給該使用者。

• 您也可以在電腦詳細資訊中新增或移除 [指派的使用者]。當您位於電腦中，請選取裝置，並按一下

[顯示詳情]。使用者可指派給多部裝置。您也可使用
[指派使用者] 直接將使用者指派給所選的裝
置。如果將裝置指派給使用者，您就能按一下裝置名稱以檢視關於該裝置的詳細資料。
• 您可以拖放使用者和使用者群組。選取使用者 (或群組)、握住滑鼠按鈕並將之移到其他組群。

使用者管理處理方法
選取使用者以開啟下拉式功能表，其中可執行動作。如需動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圖示圖例。
顯示詳情 - 該功能表將顯示諸如電子郵件地址、辦公室或地點以及指派的電腦等資訊。使用者可擁有多
台指派的裝置。您可以變更使用者的名稱、說明或上層群組。 在此顯示的自訂屬性可在建立 iOS MDM 原則
時使用。

過濾器及配置自訂
您可以自訂目前的 Web Console 畫面檢視：
• 管理側邊面板及主要表格。
• 新增過濾器及過濾預設集。 您可以使用標籤來過濾顯示的項目。

新增使用者
按一下 [電腦使用者] > [新增使用者] 來新增使用者。 使用此選項以新增未能找到，或是在使用者同步
處理期間無法新增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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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您要新增的使用者名稱輸入 [使用者名稱] 欄位。如果要新增的使用者已存在於 ESMC 中，請使用 [衝
突解決] 下拉式功能表選取要執行的動作：
• 在偵測到衝突時詢問：偵測到衝突時，程式會要求您選取一個動作 (請見以下選項)。
• 略過衝突的使用者：不會新增具有相同名稱的使用者。 這也確保現有使用者在 ESMC 中的自訂屬性

將會保留 (不會使用來自 Active Directory 的資料覆寫)。
• 覆寫衝突的使用者： ESMC 中現有使用者會由來自 Active Directory 的使用者覆寫。如果兩個使用者具
有相同 SID，則 ESMC 中此現有使用者會從其先前的位置移除 (即使該使用者位於不同的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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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 [+ 新增] 以新增使用者。如果您要一次新增多位使用者，按一下 [匯入 CSV] 以上傳包含要新增
使用者清單的 .csv 檔案。按一下 [複製並貼上] 以匯入位址的自訂清單 (以自訂分隔符分隔) (此功能的
作用類似於 CSV 匯入)。或者，您可以輸入使用者的 [說明]，以方便識別。
完成變更之後，按一下 [新增]。使用者會出現在您指定的上層群組。

編輯使用者
您可以修改使用者的詳細資訊，例如 [基本] 資訊和 [指派的電腦]。

注意
針對具有已定義自訂屬性的使用者，執行使用者同步處理工作時，請將 [使用者建立衝突處
理] 設定為 [略過]。若不這麼做，使用者資料將會由 Active Directory 的資料所覆寫。

基本
如果您已使用 使用者同步處理工作來建立使用者且某些欄位為空白，可視需要以手動方式指定。
您可以在此處編輯使用者詳細資訊，例如：
• [使用者名稱] 及 [說明] - 僅供參考。
• [電子郵件地址] - 您可用作遞送通知的收件人地址。
• [電話] 及 [辦公室或位置] - 僅供參考。
• [SID]：可與數個 ESMC 功能產生關聯，其需要此 AD 資訊 (例如，Endpoint Policy 覆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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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屬性
您可以編輯現有的自訂屬性或新增屬性。若要新增屬性，請按一下 [新增] 並從類別中選取：
• Wi-Fi 帳戶：設定檔可用來將公司 Wi-Fi 設定直接推播至受管理裝置。
• VPN 帳戶：您可以設定 VPN 的憑證和其他必要資訊，讓使用者可存取 VPN。
• 電子郵件帳戶：這是供使用 IMAP 或 POP3 規格的任何電子郵件帳戶所使用。如果您使用 Exchange 伺

服器，請使用下列 Exchange ActiveSync 設定。
• Exchange 帳戶：如果您的公司使用 Microsoft Exchange，您可以在此建立所有設定以減少設定時間，方
便您的使用者存取電子郵件、行事曆和連絡人。
• LDAP (屬性別名)：如果您的公司針對連絡人使用 LDAP，這將會格外實用。您可以將連絡人欄位對應至
相應的 iOS 連絡人欄位。
• CalDAV：這包含使用 CalDAV 規格之任何行事曆的設定。
• CardDAV：對於透過 CardDAV 規格進行同步的任何連絡人來說，可在此建立同步資訊。
• 訂閱的行事曆:如果已設定任何 CalDAV 行事曆，則可在此定義其他行事曆的唯讀存取。
其中某些欄位將變成屬性，以於建立 iOS 行動裝置原則時做為變數 (預留位置) 使用。例如，登
入${exchange_login/exchange}或電子郵件地址${exchange_email/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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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的電腦
您可以在此處選取個別裝置。若要這麼做，請按一下 [新增電腦] - 將列出所有靜態和動態群組與其成員。
使用核取方塊選取並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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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的使用者群組
按一下 [電腦使用者] >

，然後選取

[新增使用者群組]

基本
輸入新使用者群組的 [名稱] 和 [說明] (選用)。依預設，上層群組是您在開始建立新使用者群組時所選
取的群組。若您要變更其上層群組，請按一下 [變更上層群組]，並從樹狀結構中選取上層群組。按一下
[完成] 建立新的使用者群組。

您可以從存取權限內使用權限集來指派特定權限給此使用者群組 (請參閱 [使用者群組] 一節)。如此一
來，您可以指定特定的 ESMC Console 使用者可管理哪些特定的使用者群組。如果需要，您甚至可以使用原
則，限制此類使用者存取其他 ESMC 功能的權限。這些使用者將僅管理使用者群組。

通知
通知對於追蹤網路整體狀態來說相當重要。 當發生新事件時 (根據通知配置)，系統會使用已定義的方式
(SNMP 陷阱、電子郵件訊息或傳送至 syslog 伺服器) 通知您，使您可以加以回應。 您可以配置根據特定
事件 (例如偵測到威脅、端點過期等) 的自動通知。請參閱「通知說明」以取得關於特定通知及其觸發的
詳細資訊。
• 若要新增過濾條件，請按一下 [新增過濾器]，然後從清單中選取項目。在過濾器欄位中輸入搜尋字串。

作用中的過濾器會以藍色強調顯示。
o通知名稱
o通知說明
o使用者名稱 - 最後更新通知的使用者。
• 若要建立新通知，請按一下頁面底端的 [新增通知]。
• 選取現有通知並按一下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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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顯示詳細資料：顯示通知詳細資料，包含其配置及散佈設定。按一下 [查看訊息預覽] 以檢視通知預

覽。
o標籤： 編輯標籤 (指派、取消指派、建立、刪除)。
o編輯：變更通知的配置及發送。
o刪除：移除通知。
o複製：在家用群組中建立擁有相同參數的重覆通知。
o啟用 / 停用：設定通知的 [狀態]。不會評估停用的通知。
o存取群組：將選取的通知移到另一個靜態群組。

通知、使用者及權限
與伺服器工作類似，通知的使用受到目前使用者的權限所限制。每次執行通知，就會有一位執行使用者的
權限會列入考慮。執行的使用者，一律會是最後一位編輯通知的使用者。使用者只能查看其具有 [讀取]
權限的群組中所包含的通知。

重要
若要使通知運作正常，執行的使用者需要對所有參照的物件 (裝置、群組、範本) 具有足夠
權限。通常會 [讀取] 及 [使用] 權限。如果使用者沒有這些權限，或在之後失去它們，則
通知將失敗。失敗的通知是以橘色強調顯示，並將觸發電子郵件來通知使用者。
建立通知 - 若要建立通知，使用者必須對其家用群組上的通知具有 [寫入] 權限。新通知會建立在使用
者的家用群組中。
修改通知 - 若要能夠修改通知，使用者必須對通知所在的群組上的通知具有 [寫入] 權限。
移除通知 - 若要能夠刪除通知，使用者必須對通知所在的群組上的通知具有 [寫入] 權限。

複製和 VDI
有三個預備的通知可通知使用者有關複製相關事件，或者使用者可以建立自訂新通知。

過濾器及配置自訂
您可以自訂目前的 Web Console 畫面檢視：
• 管理側邊面板及主要表格。
• 新增過濾器及過濾預設集。 您可以使用標籤來過濾顯示的項目。

範例
John (其 [家用群組] 為 John 的群組) 想要移除 (或修改) 通知 1。通知原先是由 Larry 建
立，因此它會自動內含在 Larry 的家用群組 Larry 的群組中。必須符合下列條件，John 才能移
除 (或修改) 通知 1：
• 指派給 John 的權限集必須對 [通知]具有 [寫入] 權限
• 權限集必須包含 [靜態群組] 下 Larry 的群組

管理通知
通知是在 [通知] 區段中管理。您可以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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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 [新增通知] 以建立新通知。
• 按一下現有通知並從下拉式功能表選取動作：

啟用 /

停用

變更通知的狀態。

編輯

變更通知的設定。

複製

在家用群組中建立重覆的通知。

刪除

移除通知。

存取群組 >

移動 將通知移到不同存取群組。

新增通知
如果您要透過電子郵件傳送通知，請設定您的 SMTP 伺服器。

基本
• 為通知輸入 [名稱] 與 [說明]，讓過濾不同的通知變得更容易。
• 每個新通知預設都是 [已啟用] 狀態。如果您正在編輯現有通知，而且您希望停用通知，請按一下滑

桿

，其便會將狀態變更為 [已停用]

。隨時都能啟用或停用通知。

配置
• 事件

有三種基本類型的事件可觸發通知。每個類型的事件在 [設定] 區段中提供不同選項。選取下列其中一
種事件類型：
• 受管理電腦上的事件
• 安全性管理中心的狀態更新
• 動態群組變更

進階設定 - 節流
節流可讓您設定進階規則，以決定觸發通知的時間。請參閱「節流」
取得更多資訊。
發送
配置通知的發送設定。

受管理電腦上的事件
此選項適用於與動態群組沒有關聯 (但會以事件防護記錄過濾出的系統事件為根據) 的通知。選取 [防護
記錄類型]，通知會以該類型為根據，且過濾器會使用 [邏輯運算子]。

類別 - 從下列事件類別選擇：
• 防火牆偵測
• 防毒偵測
• 掃描
• 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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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prise Inspector 警告
• 封鎖的檔案
• 已先連線電腦
• 已復原電腦身分
• 已建立電腦複製問題
• 找到新的 MSP 客戶

根據選取的類別，[設定] > [過濾依據] 下方有可用事件清單。過濾器中的值會直接與用戶端傳送事件進
行比較。沒有可用值的明確清單。
監控的靜態群組 - 選取靜態群組及將監控之裝置。
設定
在 [設定] 下方，選取 [運算子] 及該過濾器的值 ([過濾依據])。只能選取一個運算子，而且會使用該
運算子一起評估所有值。按一下 [新增過濾器]，為該過濾器新增一個值。

安全性管理中心的狀態更新
此選項會通知您物件狀態有變更。通知間隔取決於所選的 [類別]。您可以選取其中一個現有設定，或設
定自己的參數。
載入設定預設集 - 按一下 [選取] 可選擇其中一個現有設定，或保留空白。按一下 [清除] 可清除 [設
定] 區段。
類別 - 選取物件的類別。根據所選的類別，物件會顯示在下面的 [設定] 區段中。
監視的靜態群組 - 對於用戶端相關通知所屬的類別 ([受管理用戶端]、[已安裝的軟體])，您可以選取要
監視的靜態群組。如果未選取任何項目，則會監視執行使用者具有足夠權限的所有物件。

設定
選取 [運算子] 及該過濾器的值 ([過濾依據])。只能選取一個運算子，而且會使用該運算子一起評估所
有值。按一下 [新增過濾器]，為該過濾器新增一個值。如果選取更多過濾器，則會使用 AND 運算子評估
通知的執行情況 (只有在所有過濾器欄位都評估為 true 時才會傳送通知)。

注意
有些過濾器可能會導致通知過於頻繁。建議使用節流來彙總通知。

可用過濾器值清單
類別
值
註解
CA 憑 相對時間間隔 選取相對時間間隔 (憑證到期日)。
證
對等
憑證
受管 未連線的電腦 介於 0 和 100 之間的值。只能搭配 [相對時間間隔] 過濾器使用。
理用 百分比
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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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值
授權 相對時間間隔
授權使用百分
比
用戶 任務
端工 工作有效
作
伺服 計數 (失敗)
器工 上次狀態
作
任務
工作有效

註解
選取要監視授權到期的時間間隔。
介於 0 和 100 之間的值。
選取工作進行有效性過濾。如果未選取任何項目，則會將所有項目納入考量。
選取 [是] / [否]。如果選取 [否]，則通知會在至少有一個選取的工作 (過濾器
[工作]) 無效時觸發。
所選工作的失敗數。
所選工作的上次報告狀態。
針對此過濾器選取工作。如果未選取任何項目，則會將所有項目納入考量。
選取 [是] / [否]。如果選取 [否]，則通知會在至少有一個選取的工作 (過濾器
[工作]) 無效時觸發。
選取要監視的時間間隔。
完整應用程式名稱。如果受監視的應用程式更多，請使用 in 運算子並新增更多欄
位。
完整廠商名稱。如果受監視的廠商更多，請使用 in 運算子並新增更多欄位。
如果選取 [過期版本]，則通知會在至少有一個應用程式過期時觸發。

相對時間間隔
已安 應用程式名稱
裝軟
體
應用程式廠商
版本檢查狀態
網路 對等項目
對等 伺服器狀態
如果 ESMC 伺服器因寫入防護記錄而超載，則會變更其狀態：
項目
• 正常 - 來自伺服器的立即回應
• 有限 - 伺服器在一小時內回應代理程式一次
• 已超載 - 伺服器並未回應代理程式
通知 通知
針對此過濾器選取通知。如果未選取任何項目，則會將所有項目納入考量。
已啟用通知
選取 [是] / [否]。如果選取 [否]，則通知會在至少有一個選取的通知 (過濾器
[通知]) 停用時觸發。
通知有效
選取 [是] / [否]。如果選取 [否]，則通知會在至少有一個選取的通知 (過濾器
[通知]) 無效時觸發。

動態群組變更
滿足條件時會傳送通知。您只能選取一個條件，以供指定動態群組監控。
動態群組 - 選取要評估的動態群組。

設定 - 條件
選取會觸發通知的條件類型。
• 在每次動態群組內容變更時通知

當新增、移除或變更動態群組中的成員時，啟用此選項可接收通知。

重要
ESMC 會每隔 20 分鐘檢查動態群組狀態一次。
例如：如果第一次檢查發生於 10:00，則其他檢查會在 10:20、10:40、11:00 執行。如果動
態群組內容在 10:05 變更，而後再 10:13 變回，則在 10:20 執行的下一次檢查期間，ESMC
無法辨識先前的變更且不會通知此變更。
• 群組大小超出特定數字時發出通知

為通知選取 [群組大小] 運算子和 [閥值]：
▪[大於] - 群組大小大於閥值時傳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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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於] - 群組大小小於閥值時傳送通知。
• 群組成長超出特定比率時發出通知

- 定義閥值以及將觸發通知傳送的閥值。您可以定義用戶端數或用戶端百分比 (動態群組的成員)。定
義與新狀態比較的時段 (分鐘、小時或天數)。例如，七天前安裝舊版安全性產品的用戶端數目為 10，
且 [閥值] 設為 20。如果安裝舊版安全性產品的用戶端數目達到 30，將會通知您。
• 與其他群組比較後，在動態群組中的用戶端數量變更時發出通知

- 如果動態群組中的用戶端數目，會隨比較的群組 (靜態或動態) 而變更，將傳送通知。閥值 - 定義
將觸發通知傳送的閥值。

注意
您只能將通知指派給您具有足夠權限的動態群組。若要檢視動態群組，您必須有其上層靜態
群組的 [讀取] 權限。

發送
您必須選擇至少一種發送方法。

傳送 SNMP 陷阱
傳送 SNMP 陷阱。SNMP 陷阱會通知使用來路不明 SNMP 訊息的伺服器。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如何配置
SNMP 陷阱服務。

傳送電子郵件
根據電子郵件設定傳送電子郵件。依預設，通知電子郵件是 HTML 形式，而且頁尾會有標誌。依據您的自
訂設定 ([自訂] > [淺色背景標誌])，您可以有不同的標誌位置：
• 沒有自訂 -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標誌位於頁尾左側
• 品牌聯名 -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標誌位於頁尾左側，您的標誌位於頁尾右側
• 白色標籤 - 沒有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標誌，只有您的標誌位於頁尾左側

如果選取了 [傳送電子郵件]，插入至少一位電子郵件收件者。
• 電子郵件地址 - 輸入通知訊息收件者的電子郵件地址。
• 按一下
新增地址欄位。
• 若要同時添加多個使用者，請按一下 [其他] >[新增使用者] - 從 [電腦使用者] 新增使用者的地址，

或是 [更多] > 匯入 CSV - 從以分隔符構成的 CSV 檔案匯入自訂的地址清單。
• [其他] > [從剪貼簿貼上] - 匯入位址的自訂清單 (以自訂分隔符分隔)。此功能的作用類似於 CSV 匯
入。

傳送系統日誌
您可以使用 ERAESMC，將通知和事件訊息傳送到您的系統日誌伺服器。此外，您也可以從用戶端的 ESET 安
全性產品匯出防護記錄，並將其傳送至系統日誌伺服器。系統日誌嚴重性 - 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嚴重
性層級。通知隨即顯示，並於系統日誌伺服器顯示選取的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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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 中的基本欄位
• 訊息預覽 - 訊息預覽會顯示在通知中。預覽包含文字形式的配置設定。您可以自訂訊息的內容和主旨，

並在產生通知時，使用可轉換為實際值的變數。這是選用的選項，但我們建議您使用它來進一步過濾通
知和概觀。
o主旨 - 通知訊息的主旨。按一下
圖示以編輯內容。準確的主旨可提升訊息排序和過濾。
o內容 - 按一下
圖示以編輯內容。
• 一般
o語言設定 - 預設訊息的語言。訊息內容並未翻譯。
o時區 - 針對 [發生時間] ${timestamp} 變數設定時區，其可用於自訂訊息。

範例
如果事件發生於當地時間 3:00，當地時間為 UTC+2，所選取的時區為 UTC+4，則通知中回報的
時間將會是 5:00。
按一下 [完成]，根據您正在編輯的範本建立新的範本。

如何配置 SNMP 陷阱服務
若要成功接收 SNMP 訊息，則必須配置 SNMP 陷阱服務。在適當情況下，針對作業系統依照下列配置步驟：

WINDOWS
先決條件
• 簡易網路管理通訊協定 (SNMP) 服務必須安裝在已安裝 ESMC 伺服器的機器上，且該機器上也將安裝

SNMP 陷阱軟體。
• 上述兩種電腦都必須位在相同的子網路。
• ESMC 伺服器電腦上必須設定 SNMP 服務。

SNMP 服務設定 (ESMC 伺服器)
1.按下 Windows 按鍵 + R 來開啟執行中對話方塊，在 [開啟] 欄位中鍵入 Services.msc，再按下 [Enter]。

搜尋 SNMP Service。
2.開啟 [陷阱] 索引標籤，在 [群體名稱] 欄位中鍵入 [公開]，再按一下 [新增到清單]。
3.按一下 [新增]，並針對已安裝 SNMP 陷阱軟體電腦在適當欄位中鍵入主機名稱、IP 或 IPX 位址，接著
再按一下 [新增]。
4.前往 [安全性] 索引標籤。按一下 [新增] 來顯示 [SNMP 服務配置] 視窗。在 [群體名稱] 欄位中
鍵入 [公開]，再按一下 [新增]。權限將設為 [唯讀]，此為正常設定。
5.確定 [從下列主機接受 SNMP 封包] 已選取，再按一下 [確定] 以進行確認。SNMP 服務尚未配置。

SNMP 陷阱軟體配置 (用戶端)
1.確保已在 SNMP 伺服器已安裝在用戶端機器上。
2.安裝陷阱接收器應用ˊ程式。
3.配置陷阱接收器應用程式，以便從 ESMC 伺服器 (這包含 ESMC 伺服器 IP 位址和連接埠設定)。
4.確定用戶端機械上的防火牆可讓透過在之前步驟設定的 SNMP 通訊進行網路通訊。
5.陷阱接收器應用程式現在可讓您從 ESMC 伺服器接收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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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ESMC 虛擬設備中不支援 SNMP 陷阱。

Linux
1.執行下列一個命令來安裝 snmpd 套件：
apt-get install snmpd snmp (Debian, Ubuntu distributions)
yum install net-snmp (Red Hat、Fedora 發送)
2.開啟 /etc/default/snmpd 檔案，並進行下列屬性編輯：
#SNMPDOPTS='-Lsd -Lf /dev/null -u snmp -g snmp -I -smux -p /var/run/snmpd.pid'
新增 # 將完全停用這一行。
SNMPDOPTS='-Lsd -Lf /dev/null -u snmp -I -smux -p /var/run/snmpd.pid c /etc/snmp/snmpd.conf'
新增這一行到檔案中。
TRAPDRUN=yes
變更 trapdrun 屬性成 yes。
3.建立原始 snmpd.conf 檔案的備份。檔案將於稍後編輯。
mv /etc/snmp/snmpd.conf /etc/snmp/snmpd.conf.original
4.建立新的 snmpd.conf 檔案，並新增下面這些行：
rocommunity public
syslocation "Testing ESMC6"
syscontact admin@ERA6.com
5.開啟 /etc/snmp/snmptrapd.conf 檔案，並在檔案結尾新增下列行：
authCommunity log,execute,net public
6.鍵入下列命令來開啟 SNMP 管理員服務，並記錄外來的陷阱：
/etc/init.d/snmpd restart

或
service snmpd restart
7.若要檢查陷阱是否正常運作以及獲取訊息，請執行下面命令：
tail -f /var/log/syslog | grep -i TRAP

狀態概觀
ESMC 伺服器會執行定期診斷檢查。使用
[狀態概觀]，可以查看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的使
用統計資料和一般狀態。也可以協助您進行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的初如配置。按一下 [狀態
概觀]，以在下列區段查看關於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的詳細狀態資訊。按一下區段動態磚，以
顯示動作右側的工作列。根據所包含項目的最高等級嚴重性狀態，每個區段動態磚都可有以下其中一種顏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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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 圖示
綠色
黃色
紅色
灰色
藍色

圖示意義
是
警告
錯誤
內容無法
使用
資訊

說明
區段中的所有項目都沒有任何問題。
區段中至少一個項目有警告標記。
區段中至少一個項目有錯誤標記。
因為 ESMC Console 使用者存取權限不足，所以無法使用內容。管理員需要為使
用者設定其他權限，或者您需要使用擁有適當存取權的其他使用者身份登入。
連線的電腦有問題 (請參閱下面問題一節的說明)。

狀態概觀包含下列區段：
使用者 建立不同的使用者並配置其權限，以允許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中有不同的管理層級。
已在安裝期間建立預設 ESMC 管理員帳戶。我們不建議您使用預設 ESMC管理員帳戶，作為一般使
用者帳戶。按一下 [新增原生使用]，以建立新的原生使用者帳戶並將之作為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中的預設帳戶。
憑證 如果您想要使用的憑證不同於 ESMC 提供的預設憑證，則可以為個別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元件建立憑證授權單位及對等憑證，以允許與 ESMC 伺服器通訊。
授權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會使用 ESET 授權系統。 選取您要用來新增授權的方式，而在用
戶端電腦上啟動 ESMC 元件及 ESET 安全性產品。
電腦 • 新增電腦 - 將網路上的電腦新增到 ESMC 結構中。 您可以手動新增電腦及行動裝置，或是匯入
裝置清單。
• 新增 Rogue 電腦 - 自動匯入使用 ESET RD Sensor 偵測到的電腦。
• 新增同步化工作 - 使用 Active Directory、LDAP、VMware 等執行靜態群組同步化。
行動裝 • 下載 - 如果未安裝 MDC，您可以從 ESET web 下載 Mobile Device Connector 安裝程式。
置
• 新增行動裝置 - 透過電子郵件、透過連結或 OR 代碼，或是以裝置擁有者的身份註冊行動裝置。
代理程 • 新增原則 - 建立新原則，讓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變更連線間隔。
式
• 部署代理程式 - 有多種方法可將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部署到您網路中的用戶端電腦。
產品 • 新增原則 - 建立新原則，變更用戶端電腦上安裝之 ESET 安全性產品的配置。
• 配置儲存庫 - 變更伺服器設定。
• 安裝軟體 - 一旦部署了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您就可以直接從 ESET 存放庫安裝軟體，或
指定安裝套件位置 (URL 或共用資料夾)。
無效的 包含用戶端與伺服器工作、觸發、通知或安裝程式的清單，以及無法存取或無效物件的參照。按一
物件 下任何一個結果欄位，以查看包含所選物件清單的功能表。
外部服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可配置為連線至外部服務，以提供完整功能。
務
• 配置存放庫 - 存放庫包含您可以使用安裝工作安裝之其他 ESET 安全性產品的安裝程式。會在伺
服器設定中配置存放庫。如有需要，您可以建立離線儲存庫。
• 配置更新 - 視需要進行更新，讓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保持最佳狀態。只有當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匯入未到期的商業產品授權時，才能使用更新。您可以在伺服器設定
中變更您的更新設定。
• 配置 SMTP - 將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設定為使用現有的 SMTP 伺服器 以傳送電子
郵件，例如通知、行動裝置註冊電子郵件、報告等。
問題 在用戶端裝置上偵測到複製的裝置或硬體變更時，就會列出一個問題。進一步閱讀有關如何解決
複製的電腦。
MSP 狀 如果您匯入 MSP 帳戶，則有適用於可用 MSP 狀態的動態磚。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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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其他] 區段是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的進階配置元件。此區段中包含管理員可用來管理用戶端
安全解決方案，以及 ESMC 伺服器設定的工具。您可以使用這些工具來以不需要許多維護的方式配置您的
網路環境。

本節內容
• 動態群組範本
• 已提交的檔案
• 隔離區
• 授權管理
• 排除
• 存取權限
• 憑證
• 伺服器設定

動態群組範本
動態群組範本可建立電腦必須符合才能放入動態群組中的條件。當用戶端符合這些條件時，便會自動移到
適當的動態群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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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範本是儲存在靜態群組中的靜態物件。使用者必須有適當的權限才能存取範本。使用者需要
存取權限，才能使用動態群組範本。所有預先定義的範本都位在靜態群組 [全部] 中，而且
預設為只有管理員才能使用。必須向其他使用者指派其他權限。因此，使用者可能無法檢視
或使用預設的範本。也可以將範本移至使用者具有權限的群組。
如需複製範本，必須將下列群組的 [寫入] 權限 (適用於 [動態群組範本]) 指派給使用者：
來源範本所在的群組，以及使用者的家用群組 (將儲存複本的位置)。請參閱物件複製範例。
• 建立新動態群組範本
• 動態群組範本的規則
• 動態群組範本 - 範例

管理動態群組範本
範本可以從 [其他] > [動態群組範本] 進行管理。
範本
顯示詳細資料

在家用群組中建立新範本。
檢視關於選取範本的資訊摘要。

標籤

編輯標籤 (指派、取消指派、建立、刪除)。

編輯

編輯選取的範本。如果您想要保留現有的範本，並根據您正在編輯的範本建立新的範本，
請按一下 [另存新檔]。當系統出現提示時，請為您的新範本指定名稱。
根據選取的範本建立新的動態群組範本。複製工作將需要新名稱。會在您的家用群組中
建立重覆的憑證。
永久移除範本。

複製
刪除
匯入
匯出
存取 群組

從檔案匯入動態群組。在匯入期間，檔案結構已獲得驗證，因此可確保檔案並為毀損。
將選取的動態群組範本匯入檔案，以進行備份或移轉。我們不建議對檔案進行任何編輯
- 這會導致資料無法使用。
將選取的範本移到另一個靜態群組。解決關於其他使用者的存取問題時，此功能很實用。

過濾器及配置自訂
您可以自訂目前的 Web Console 畫面檢視：
• 管理側邊面板及主要表格。
• 新增過濾器及過濾預設集。 您可以使用標籤來過濾顯示的項目。

新增動態群組範本
在 [其他] > [動態群組範本] 下，按一下 [新增範本]。

基本
輸入新動態群組範本的 [名稱] 和 [說明] 。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運算式
請參閱我們包含圖解逐步說明的範例，以瞭解如何在您的網路上使用動態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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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檢視這些配置的設定，並按一下 [完成] 便可建立範本。這個新範本將新增到所有範本的清單，並可在未
來用於建立新的動態群組。

動態群組範本的規則
當您為動態群組範本設定規則時，可針對不同條件使用不同的運算子，來實現您想要的情境。
以下章節說明在動態群組範本中使用的規則與作業：
• 作業
• 規則和邏輯連接器
• 範本規則評估
• 如何在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中建立自動化
• 動態群組範本
• 使用情況 - 建立特定的動態群組範本

作業
如果您指定多個規則 (條件)，您必須選取哪些運算應用來合併規則。根據結果而定，用戶端電腦將會或
將不會新增至使用此範本的動態群組。

注意
• 所選的作業不僅可在組合更多規則時使用，還能在只有一個規則時使用。
• 無法合併運算。每一動態群組範本只會使用一項運算並適用於所有其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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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 (所有條件都必須為
true)。
OR(至少有一項條件為 true)

檢查是否所有條件都正確評估 – 電腦必須符合所有需要的參數。
檢查是否其中至少一項條件已正確評估 – 電腦必須符合其中至少一項需
要的參數。
檢查是否至少一項條件無法正確評估 – 電腦必須至少不符合一項參數。

NAND (至少有一項條件為
false)。
NOR (所有條件都必須為 false) 檢查是否所有條件都無法正確評估 – 電腦不符合任何需要的參數。

規則和邏輯連接器
規則包含項目邏輯連接器 (邏輯運算子) 和定義的值。
當您按一下 [+ 新增規則] 時，便會出現快顯視窗顯示分成不同類別的項目清單。例如：
已安裝的軟體 > 應用程式名稱
網路介面卡 > MAC 位址
OS 版本 > OS 名稱
您可以瀏覽本 ESET 知識庫文章中的所有可用規則清單。
若要建立規則，請選取一個項目，接著選取邏輯運算子並指定值。該規則將根據您已指定的值與使用的邏
輯運算子來評估。
可接受的值類型包括數字、字串、enum、IP 位址、產品遮罩和電腦 ID。每個值類型有不同的邏輯運算子相關
聯，而且 ESMC Web Console 將會自動顯示僅支援的項目。
• [= (equal)] - 符號值與範本值必須相符。比較字串時不分大小寫。
• [> (greater than)] - 符號值必須大於範本值。也可用於建立 IP 位址符號的範圍比較。
• [≥ (greater or equal)] - 符號值必須大於或等於範本值。也可用於建立 IP 位址符號的範圍比較。
• [< (less than)] - 符號值必須小於範本值。也可用於建立 IP 位址符號的範圍比較。
• [≤ (less or equal)] - 符號值必須小於或等於範本值。也可用於建立 IP 位址符號的範圍比較。
• [contains] - 符號值包含範本值。如果是字串，這會搜尋子字串。搜尋時不分大小寫。
• [has prefix] - 符號值包含與範本值相同的文字前置詞 (prefix)。比較字串時不分大小寫。設定搜尋字串

中的前幾個字元，例如，字串「Microsoft Visual C++ 2010 x86 Redistributable - 10.0.30319」中的前置詞是
「Micros」或「Micr」或「Microsof」等詞。
• [has postfix] - 符號值包含與範本值相同的文字尾碼 (suffix)。比較字串時不分大小寫。設定搜尋字串中
的前幾個字元，例如，字串「Microsoft Visual C++ 2010 x86 Redistributable - 10.0.30319」中的尾碼是「319」
或「0.30319」等。
• [has mask] - 符號值必須符合範本中定義的遮罩 (mask)。遮罩格式化允許任意字元，以及特殊符號「*」
- 0、1 或許多字元和「?」 剛好一個字元，例如：「6.2.*」或「6.2.2033.?」
• [regex] - 符號值必須符合範本中的一般運算式 (regex)。Regex 必須以 Perl 格式撰寫。

注意
規則運算式、regex 或 regexp 是會定義搜尋模式的字元序列。例如，gray|grey 及 gr(a|e)y
是符合下列兩個字的同等模式：[gray]、[grey]。
• [is one of] - 符號值必須符合範本中清單的任何值。若要新增項目，按一下 [+ 新增]。每行在清單中

都有新項目。比較字串時不分大小寫。
• [is one of (string mask)] - 符號值必須符合範本中清單的任何遮罩。比較字串時區分大小寫。範
例：*endpoint-pc*、*Endpoint-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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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 value]

否定運算子：
重要
請審慎使用否定運算子，因為在多行記錄的情況下，例如「已安裝的應用程式」，每行都必須經過這些條件測試。請參閱包含的範例
(範本規則評估及動態群組範本 - 範例)，以查看必須如何使用否定運算子或否定運算來取得預期結果。

• [≠ (not equal)] - 符號值與範本值必須不相符。比較字串時不分大小寫。
• [doesn't contain] - 符號值不包含範本值。搜尋時不分大小寫。
• [doesn't have prefix] - 符號值不像範本值有相同文字前置詞。比較字串時不分大小寫。
• [doesn't have postfix] - 符號值不像範本值有文字尾碼。比較字串時不分大小寫。
• [doesn't have mask] - 符號值必須不符合範本中定義的遮罩。
• [not regex] - 符號值必須不符合範本中的一般運算式 (regex)。Regex 必須以 Perl 格式撰寫。否定運算

有如協助程式，可否定符合的規則運算式，不必重新寫入。
• [is not one of] - 符號值不得符合範本中清單的任何值。比較字串時不分大小寫。
• [is not one of (string mask)] - 符號值不可符合範本中清單的任何遮罩。
• [has no value]

範本規則評估
範本規則評估會由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而非 ESMC 伺服器處理 (僅結果會傳送至 ESMC 伺服器)。
評估程序會根據範本中配置的規則進行。以下是範本規則評估程序的幾個範例。
範例
您需要區分存在測試 (某些內容不存在於該值) 及差異測試 (某些內容存在但有不同值)。以下是進行區分的依些基本規則：
• 若要驗證存在：作業不含否定 (AND、OR) 及運算子不含否定 (=、>、<，contains、...)。
• 若要驗證不同值的存在：作業 AND 及運算子包含至少一個否定 (=、>、<、contains、does not contain、...)。
• 若要驗證值不存在：作業含否定 (AND、OR) 及運算子不含否定 (=、>、<，contains、...)。
若要驗證項目清單確實存在 (例如，安裝在電腦上的特定應用程式清單)，您需要在清單中針對每個項目建立個別動態群組範本，然後將範本指派給個別動態群組，每個動態群組都會是彼此的子群組。包含項目清單
的電腦署於最後一個子群組。

狀態是各種資訊的叢集。某些來源會依個別電腦提供多個規格狀態 (例如，作業系統、RAM 大小等)，其他
來原則會提供多規格狀態資訊 (例如，IP 位址、安裝的應用程式等)。
以下是用戶端狀態的視覺呈現：
網路介面卡 - IP 位址 網路介面卡 - MAC 位址
192.168.1.2

4A-64-3F-10-FC-75

10.1.1.11
124.256.25.25

2B-E8-73-BE-81-C7
52-FB-E5-74-35-73

OS 名稱
Windows 7
企業版

OS 版本

硬體 - 記憶體 已安裝的應用程式
(大小單位為 MB)
6.1.7601 2048
ESET Endpoint
Security
PDF 閱讀器
Office 套件
Weather Forecast

狀態是由資訊群組所組成。一個資料群組永遠會提供分成好幾列的一致資訊。列數會依群組而有所不同。
條件會依個別群組和列進行評估 - 如果同一個群組的直欄有多個相關的條件，則只會考慮同一列的值。

範例 1：
針對此範例，請考慮下列條件：
Network Adapters.IP Address = 10.1.1.11 AND Network Adapters.MAC Address = 4A-64-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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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FC-75

此規則沒有相符的電腦，因為沒有兩個條件皆為 TRUE 的列。
網路介面卡 - IP 位址 網路介面卡 - MAC 位址
192.168.1.2

4A-64-3F-10-FC-75

10.1.1.11
124.256.25.25

2B-E8-73-BE-81-C7
52-FB-E5-74-35-73

OS 名稱
Windows 7
企業版

OS 版本

硬體 - 記憶體 已安裝的應用程式
(大小單位為 MB)
6.1.7601 2048
ESET Endpoint
Security
PDF 閱讀器
Office 套件
Weather Forecast

範例 2：
針對此範例，請考慮下列條件：
Network Adapters.IP Address = 192.168.1.2 AND Network Adapters.MAC Address = 4A-64-3
F-10-FC-75

這次，兩個條件都符合同一列上的資料格，因此整個規則會評估為 TRUE。系統會選取一台電腦。
網路介面卡 - IP 位址 網路介面卡 - MAC 位址
192.168.1.2

4A-64-3F-10-FC-75

10.1.1.11
124.256.25.25

2B-E8-73-BE-81-C7
52-FB-E5-74-35-73

OS 名稱
Windows 7
企業版

OS 版本

硬體 - 記憶體 已安裝的應用程式
(大小單位為 MB)
6.1.7601 2048
ESET Endpoint
Security
PDF 閱讀器
Office 套件
Weather Forecast

範例 3：
針對具有 OR 運算子的條件 (至少有一個條件必須為 TRUE)，例如：
Network Adapters.IP Address = 10.1.1.11 OR Network Adapters.MAC Address = 4A-64-3F-1
0-FC-75

該規則在兩個列上皆為 TRUE，只有其中一個條件必須滿足。系統會選取一台電腦。
網路介面卡 - IP 位址 網路介面卡 - MAC 位址
192.168.1.2

4A-64-3F-10-FC-75

10.1.1.11
124.256.25.25

2B-E8-73-BE-81-C7
52-FB-E5-74-35-73

OS 名稱
Windows 7
企業版

OS 版本

硬體 - 記憶體 已安裝的應用程式
(大小單位為 MB)
6.1.7601 2048
ESET Endpoint
Security
PDF 閱讀器
Office 套件
Weather Forecast

動態群組範本 - 範例
您可以在 [其他] > [動態群組範本] 中找到實用的預先定義動態群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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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手冊中，動態群組範本及其使用範例說明了您可使用動態群組來管理網路的幾個方法：
可偵測是否已安裝安全產品的動態群組
可偵測是否已安裝特定軟體版本的動態群組
可偵測是否未安裝特定軟體版本的動態群組
可偵測是否未安裝特定軟體版本，但有其他版本的動態群組
可偵測電腦是否在特定子網路中的動態群組
可偵測已安裝但未啟動的伺服器安全產品版本的動態群組
如何在新連線的 Windows 桌上型電腦自動部署 ESET 產品
如何強制執行位置型原則

也請參閱知識庫文章連同動態群組範本及其用途的範例：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7 中的實用動態群組範本範例 - 舉例說明您如何使用硬體庫存詳細資料，
以便為動態群組建立規則，其中會包含符合選取硬體標準的裝置。
配置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將 ESET Endpoint 產品自動部署到未受保護的電腦 (7.x)
將端點配置為使用不同的更新設定，視他們使用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7.x) 連線的網路而定
為新工作站建立新憑證，以便自動加入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7.x) 中的動態群組

注意
知識庫文章不一定會提供您所使用語言的版本。
當然還有其他許多目標可使用包含規則組合的動態群組範本來實現。可能性幾乎無窮盡。

動態群組 - 已安裝安全性產品
此動態群組可於 ESET 安全產品安裝在機器上後，立即用來執行工作：啟動、自訂掃描等
您可以在 [其他] > [動態群組範本] 之下建立 [新增範本]，然後建立使用範本建立新的動態群組。

基本
輸入新動態群組範本的 [名稱] 和 [說明] 。

運算式
1.在 [運算] 功能表中選取邏輯運算子：AND - (所有條件都必須為 True)。
2.按一下 [+ 新增規則]，並選取條件。選取 [電腦] > [受管理產品遮罩] > [其中之一] > [ESET 防護：桌

面]。您也可以選擇不同的 ESET 產品。

摘要
檢視這些配置的設定，並按一下 [完成] 便可建立範本。這個新範本將新增到所有範本的清單，並可在未
來用於建立新的動態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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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群組 - 已安裝特定軟體版本
此動態群組可以用來偵測機器上已安裝的 ESET 安全軟體。然後，您將能夠在這些機器上執行例如升級工作
或執行自訂命令。可以使用 [contains] 或 [has prefix] 等不同的運算子。
您可以在 [其他] > [動態群組範本] 之下建立 [新增範本]，然後建立使用範本建立新的動態群組。

基本
輸入新動態群組範本的 [名稱] 和 [說明] 。

運算式
1.在 [運算] 功能表中選取邏輯運算子：AND - (所有條件都必須為 True)。
2.按一下 [+ 新增規則]，並選取條件：。
• [已安裝的軟體] > [應用程式名稱] > = (equal) > [ESET Endpoint Security]
• [已安裝的軟體] > [應用程式版本] > [= (equal)] > [6.2.2033.0]

摘要
檢視這些配置的設定，並按一下 [完成] 便可建立範本。這個新範本將新增到所有範本的清單，並可在未
來用於建立新的動態群組。

動態群組 - 完全未安裝特定軟體版本
此動態群組可以用來偵測機器上遺漏的 ESET 安全軟體。此範本中的設定將包含完全未包含該軟體的電腦，
或包含版本與指定版本不同的電腦。
此群組很有用，因為您將能夠在這些電腦上執行軟體安裝工作，安裝或升級皆可。可以使用 [contains] 或
[has prefix] 等不同的運算子。
在 [其他] > [動態群組範本] 下，按一下 [新增範本]。

基本
輸入新動態群組範本的 [名稱] 和 [說明] 。

運算式
1.在 [運算] 功能表中選取邏輯運算子：NAND (至少有一項條件為 False)。
2.按一下 [+ 新增規則]，並選取條件：。
• [已安裝的軟體] > [應用程式名稱] > = (equal) > [ESET Endpoint Security]
• [已安裝的軟體] > [應用程式版本] > [= (equal)] > [6.2.2033.0]

摘要
檢視這些配置的設定，並按一下 [完成] 便可建立範本。這個新範本將新增到所有範本的清單，並可在未
來用於建立新的動態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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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群組 - 未安裝特定軟體版本，但有其他版本
此動態群組可用來偵測已安裝但與您要求版本不同的軟體。此群組很有用，因為您將能夠在這些電腦上執
行軟體安裝工作，安裝或升級皆可。可以使用不同的運算子，但請確定已使用否定運算子完成版本測試。
在 [其他] > [動態群組範本] 下，按一下 [新增範本]。

基本
輸入新動態群組範本的 [名稱] 和 [說明] 。

運算式
1.在 [運算] 功能表中選取邏輯運算子：AND - (所有條件都必須為 True)。
2.按一下 [+ 新增規則]，並選取條件：。
• [已安裝的軟體] > [應用程式名稱] > = (equal) > [ESET Endpoint Security]
• [已安裝的軟體] > [應用程式版本] > ≠ (not equal) > [6.2.2033.0]

摘要
檢視這些配置的設定，並按一下 [完成] 便可建立範本。這個新範本將新增到所有範本的清單，並可在未
來用於建立新的動態群組。

動態群組 - 電腦在特定子網路中
此動態群組可以用來偵測特定子網路。接著即可將其用於套用 Web 控制或更新的自訂原則。您可以指定不
同的範圍。
在 [其他] > [動態群組範本] 下，按一下 [新增範本]。

基本
輸入新動態群組範本的 [名稱] 和 [說明] 。

運算式
1.在 [運算] 功能表中選取邏輯運算子：AND - (所有條件都必須為 True)。
2.按一下 [+ 新增規則]，並選取條件：。
• [網路 IP 位址] > [介面卡 IP 位址] > [≥ (greater or equal)] > [10.1.100.1]
• [網路 IP 位址] > [介面卡 IP 位址] > [≤ (less or equal)] > [10.1.100.254]
• [網路 IP 位址] > [介面卡子網路遮罩] > [= (equal)] > [255.255.255.0]

摘要
檢視這些配置的設定，並按一下 [完成] 便可建立範本。這個新範本將新增到所有範本的清單，並可在未
來用於建立新的動態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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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群組 - 已安裝但未啟動的伺服器安全產品版本
此動態群組可以用來偵測未啟動的伺服器產品。偵測到這些產品後，您可以將用戶端工作指派給此群組，
以使用正確的授權啟動用戶端電腦。在此範例中僅指定了 ESET Mail Security for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但您可以指定多個產品。
在 [其他] > [動態群組範本] 下，按一下 [新增範本]。

基本
輸入新動態群組範本的 [名稱] 和 [說明] 。

運算式
1.在 [運算] 功能表中選取邏輯運算子：AND - (所有條件都必須為 True)。
2.按一下 [+ 新增規則]，並選取條件：。
• [電腦] > [受管理產品遮罩] > [其中之一] > [ESET 防護：郵件伺服器
• [功能/防護問題] > [來源] > = (equals) > [安全產品]
• [功能/防護問題] > [問題] > = (equal) > [產品未啟動]

摘要
檢視這些配置的設定，並按一下 [完成] 便可建立範本。這個新範本將新增到所有範本的清單，並可在未
來用於建立新的動態群組。

如何使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自動化
使用如下列所示範例的技術，您可以使各種動作自動化，從產品及作業系統更新、掃描，以及透過預先選
取的授權自動啟用新增的產品，到解決錯綜複雜的事件。

如何在新連線的 Windows 桌上型電腦自動部署 ESET 產品
警告
只在用戶端沒有第三方安全性軟體，或來自家用區段的 ESET 安全性軟體 (例如 ESET Smart
Security) 時，才能在其上執行此範例。不建議在具有第三方安全性軟體的用戶端上安裝 ESET
產品。您可以使用 ESET AV Remover，從您的電腦中移除其他防毒程式。

242

範例
1.建立動態群組，稱為没有安全性產品。
a.使其成為預先定義的群組 [Windows 電腦] > [Windows (桌上型電腦)] 的子群組。
b.按一下 [新增範本]。
c.新增下列規則：[電腦] > [受管理產品遮罩]。
d.運算子選取 [不等於]。
e. 選取遮罩
受 ESET 保護：桌面
f.按一下 [完成] 以儲存群組。
2.瀏覽至 [用戶端工作]> [ESET 安全性產品] > [軟體安裝]。
a.按一下 [新增]，並給與工作一個 [名稱]。
b.在 [設定] 區段中選取套件，並在需要時設定其他參數。
c.按一下 [完成] > [建立觸發]。
d.在 [目標] 區段中，按一下 [新增群組]，然後選取沒有安全性產品。
e.在 [觸發] 區段中，選取 [已加入動態群組觸發]。
f.按一下 [完成] 以儲存工作及觸發。

此刻後將在連線至動態群組的用戶端上執行此工作。對於在建立工作之前，已在動態群組中
的用戶端，您將需要手動執行此工作。

如何強制執行位置型原則
範例
1.建立動態群組，稱為子網路 120。
a.使其成為 [全部] 群組的子群組。
b.按一下 [新增範本]。
c.新增規則：[網路 IP 位址] > [IP 子網路]。
d.運算子選取 [等於]。
e.輸入您要過濾的子網路，例如，10.1.120.0 (最後一個數字必須是 0，才能過濾來自

10.1.120 子網路的所有 IP 位址)。
f.按一下 [完成] 以儲存群組。
2.瀏覽至 [原則]。
a.按一下 [新增原則]，並給與原則一個 [名稱]。
b.在
[設定] 區段中，選取 ESET Management Agent。
c.進行原則變更；例如，將 [連線間隔] 變更為 5 分鐘。
d.在
[指派] 區段中，按一下 [指派]，然後選取您的群組子網路 120 旁的核取方塊
並按一下 [確定] 以確認。
e.按一下 [完成] 以儲存原則。
此刻後將在連線至動態群組的用戶端上套用此原則。

，

警告
當用戶端機器離開動態群組 (符合動態群組成員資格的條件不再有效) 時，請參閱原則移除
規則以驗證套用的原則設定發生什麼情況。
請參閱此處列出的其他範例。

已提交的檔案
ESET Dynamic Threat Defense 是一項服務，可提供從未見過之偵測進階防護。ESMC 使用者可以提交檔案進
行雲端環境中的惡意軟體分析，以及接收有關範例行為的報告。請參閱 ESET Dynamic Threat Defense 使用
者手冊中的逐步指示。 您可以從 [偵測] > 從
[封鎖的檔案] 類別按一下項目 >
[傳送檔案至
EDTD]，直接從 ESMC Web 主控台遠端提交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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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的檔案] 視窗可提供已提交至 ESET 伺服器的所有檔案清單。這些包含自動從用戶端電腦傳送至 ESET
LiveGrid® 的檔案 (如果已在其 ESET 安全性產品中啟用 ESET LiveGrid®)，以及手動從 ESMC Web Console 傳送
至 ESET Dynamic Threat Defense 的檔案。

已提交的檔案視窗
您可以查看已提交的檔案清單以及這些檔案的相關資訊，例如提交檔案的使用者和提交日期。按一下提交
的檔案，並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動作。
顯示詳細資料

按一下可檢視 [最近提交] 索引標籤。

檢視行為

檢視特定範例的行為分析報告。

建立排除

選取一或多個檔案並按一下 [建立排除]，將所選檔案的偵測排除新增至
現有的原則。

檔案詳細資訊視窗
[檔案詳細資訊] 視窗包含所選檔案的檔案詳細資訊清單。如果多次提交檔案，則會顯示上次提交的詳細
資訊。
狀態

狀態
上次處理時間
傳送時間
行為
電腦
使用者
原因
傳送至
雜湊
大小
類別

惡意軟體分析的結果。
未知 - 檔案並未分析。
乾淨 - 偵側引擎未將任何檔案評估為惡意軟體。
可疑、高度可疑 - 檔案顯示可疑行為，但可能不是惡意軟體。
惡意 - 檔案顯示危險行為。
分析的狀態。[重新分析中] 狀態表示已有結果，但可能在進一步分析後改變。
可以從多部電腦提交檔案進行多次分析。這是上次分析的時間。
提交的時間。
按一下 [檢視行為] 以查看 ESET Dynamic Threat Defense 的分析。唯有提交檔
案的電腦具有作用中 ESET Dynamic Threat Defense 授權時，這個選項才有效。
提交檔案的電腦名稱。
提交檔案的電腦使用者。
提供檔案的原因。
已接收檔案的 ESET 雲端部分。並非每個提交的檔案都會進行惡意軟體分析。
所提交檔案的 SHA1 雜湊。
所提交檔案的大小。
檔案的類別。類別可能不會遵循副檔名。

如需 ESET Dynamic Threat Defense 行為報告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文件。

過濾器及配置自訂
您可以自訂目前的 Web Console 畫面檢視：
• 管理側邊面板及主要表格。
• 新增過濾器及過濾預設集。 您可以使用標籤來過濾顯示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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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區
此區段會顯示在用戶端裝置上所隔離的所有檔案。對於無法清除的檔案，如果檔案不安全或建議將其刪除，
或是 ESET 產品錯誤偵測到的檔案，則應該予以隔離。

注意
並非在用戶端裝置上發現的所有偵測都會移到隔離區。不會隔離的偵測包括：
• 無法刪除的偵測。
• 系統會根據行為將偵測視為可疑，但不會將這類偵測識別為惡意軟體，例如 PUA。

您可以 [刪除] 隔離的檔案，或將其 [還原] 至先前的位置。您可以對隔離檔案使用 [還原並排除]，來
防止 ESET 產品再次報告該檔案。
您可以使用各種過濾器，以過濾隔離區中的檔案清單。
有兩種存取 [隔離區] 的方式：
1. [其他] > 隔離區。
2.[電腦詳細資料] > [偵測和隔離區] > [隔離區] 索引標籤。
如果您按一下 [隔離區] 區段中的項目，將開啟 [隔離區管理] 功能表。
顯示詳細資料 - 顯示來源裝置、偵測名稱和類型、具有完整檔案路徑的物件名稱、雜湊、大小等。
電腦 - 開啟 [電腦] 區段，其中具有與隔離檔案連接的已過濾裝置。
刪除 - 從隔離區及受影響的裝置中移除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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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 - 將檔案還原至其原始位置。
還原並排除 - 將檔案還原至其原始位置，並從掃描中將其排除。
上傳 - 開啟上傳隔離檔案工作。按一下 [顯示詳細資料] 之後，此動作即可使用。

重要
只有資深使用者才建議使用 [上傳] 功能。如果想要深入調查隔離檔案，您可以將其 [上傳]
至共用目錄。

過濾器及配置自訂
您可以自訂目前的 Web Console 畫面檢視：
• 管理側邊面板及主要表格。
• 新增過濾器及過濾預設集。 您可以使用標籤來過濾顯示的項目。

排除
在本區段中，您可以檢視所有已建立偵測排除的清單。這個新區段包含所有偵測排除、增加其可視度，然
後簡化其管理。
按一下偵測排除或選取更多偵測排除，然後按 [處理方法] 按鈕來管理偵測排除：
•
•
•
•

[變更指派] - 變更將套用偵測排除的目標電腦。
[顯示受影響的電腦] - 檢視會套用偵測排除的電腦。
刪除 - 刪除偵測排除。
[存取群組] >
[移動] - 將偵測排除移至不同的靜態群組。

從原則移轉排除
外來 ESMC 在 7.1 及更新版本中， 您無法再透過 [原則] 建立偵測排除。如果您的原則之前包含排除，
請遵循以下步驟，將排除從 [原則] 移到 ESMC 中的 [排除] 清單 7.2:
1.瀏覽至 [原則] 並按一下包含排除的原則，然後選取 [顯示詳細資料]。
2.按一下 [設定] > [偵側引擎]。
3.按一下 [偵測排除] 旁邊的 [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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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一下 [匯出] 按鈕，然後按 [下載匯出的資料] 旁邊的按鈕，然後儲存 export.txt 檔案。按一下

[確定]。

5.在 ESMC Web 主控台中，瀏覽至 更多 > 排除.
6.按一下 [匯入] 按鈕，從檔案匯入偵測排除。按一下 [選擇要上傳的檔案] 並瀏覽至 export.txt 檔案，

或是拖放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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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按一下 [匯入] 按鈕以匯入偵測排除。匯入的偵測排除會顯示在排除清單上。

警告
• 未保留原始的排除指派。依預設，匯入的偵測排除會指派給您家用群組中的電腦。若要變更

排除指派，按一下排除併選取
[變更指派]。
• 您僅能將偵測排除指派給包含已安裝相容 ESET 安全性產品的電腦。 偵測排除將不會套用到
不相容的 ESET 安全性產品，而且在這些產品上會予以忽略。

過濾器及配置自訂
您可以自訂目前的 Web Console 畫面檢視：
• 管理側邊面板及主要表格。
• 新增過濾器及過濾預設集。 您可以使用標籤來過濾顯示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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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管理
購買任何 ESET 商業產品授權，您會自動得到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的存取權。您可以輕鬆地透
過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管理您的授權，可從 [其他] > [授權管理] 下的主功能表存取。
如果您已經具有 ESET 發行的使用者名稱與密碼，而您想要將它們轉換成授權金鑰，請參閱轉換舊版授權憑
證。使用者名稱與密碼已由 [授權金鑰]/[公用 ID] 取代。
• 授權金鑰是一組用來識別授權擁有者和啟動授權的唯一字串。

您可以使用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來啟動 ESET 商業產品。

授權管理的權限
可將授權的權限指派給每一位使用者。權限僅對指派該權限集的靜態群組中所包含的授權有效。每種類型
的權限可讓使用者執行不同動作。

重要
只有家用群組設定為 [全部]，且對於該群組的授權具有 [寫入] 權限的管理員，才可新增或
移除授權。每個授權能透過 [公用 ID] 來識別，並且可以包含一個或多個單位。授權僅可由
管理員散佈至其他使用者 (具有充分權限的管理員)。授權是不可縮減的。
匯入 MSP 帳戶時，所有授權都會儲存在一個授權集區中。您無法將授權移出集區。您可以移動整個授權集
區。若要移動集區，請選取集區 > [處理方法] > [存取群組] > [移動]，然後選取新的存取群組。如果您
之後同步化 MSP 帳戶，任何新授權便會顯示在集區的實際位置中。

Web Console 中的授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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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相同 ESET Business Account 使用者或相同公司的授權會被分組到授權集區。按一下
區並檢視授權詳細資料。

以展開授權集

在 ESET Business Account 和 ESMC 中，每個授權都是由下列項目識別：
• 公用 ID
• [授權類型] - [商業] (付費授權)、[試用] (試用授權)、MSP (受管理服務提供者授權) 及 NFR (禁

止轉售的授權)。
其他授權資訊包含：
• 授權的目標安全性產品名稱。
• [授權狀態] (如果授權到期、過度使用或有到期或過度使用的危險，將會在此顯示警告訊息)。
• 可使用此授權啟動的單位數和離線單位數。
• ESET 伺服器產品 (信箱、閘道防護、連線) 的子單位數。
• 授權到期日。
o訂閱授權可能沒有到期日。
• 授權擁有者名稱與連絡人。

您可以依其狀態來過濾授權：
確定 - 綠色 您的授權已成功啟動。
錯誤 - 紅色 授權未註冊，或授權已到期。
警告 - 橘色 您的授權仍已耗盡或即將到期 (在 30 天內到期)。
已停用或暫停 您的授權已停用或暫停。
過時

您的授權已過期。

按一下 [處理方法] 按鈕來管理選取的授權集區：
標籤

編輯標籤 (指派、取消指派、建立、刪除)。

新增授 按一下 [新增授權]，然後選取您要用來新增授權的方法：
1.ESET Business Account 或 ESET MSP Administrator - 將 ESET Business Account 或 EMA 2 及其
所有授權連線至 [授權管理] 區段。ESMC 也會與 ESET License Administrator ESET MSP
Administrator 回溯相容，所以您可以使用安全管理員憑證，而非 ESET Business Account。
2.授權金鑰 - 輸入有效授權的授權金鑰並按一下 [新增授權]。將會針對啟動伺服器驗證授權
金鑰並新增至清單。
3.離線授權檔案 - 新增授權檔案 (.lf)，並按一下 [新增授權]。將會驗證授權檔案並將授權新
增至清單。
您可以檢視如何依據 [擁有者名稱] 直欄中的圖示來新增授權： 離線授權檔案、 授權金鑰
或
ESET Business Account 或 ESET MSP Administrator。
移除授 移除所選的授權集區。系統將會要求您確認此動作。移除授權不會觸發產品停用。即使 ESMC
授權管理中的授權已刪除，ESET 產品仍會保持啟動狀態。
權
將選取的授權集區移到另一個靜態群組。
存取
群組
同步化 在 ESMC 中立即重新整理授權資訊。授權會與 ESET 授權伺服器每天自動同步化一次。如果您
使用的是 ESET Business Account、ESET License Administrator 或 ESET MSP Administrator 授權，授
授權
權會每天自動同步化一次，這些服務也一樣。
開啟 ESET MSP Administrator 入口網站。
開啟
EMA
開啟 ESET Business Account 入口網站。
開啟
EBA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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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授權集區並按一下授權，以執行下列處理方法：
使用授權進行啟動

使用此授權執行產品啟用工作。

建立全方位安裝程式 在全方位代理程式安裝程式中使用選取的授權。
編輯標籤 (指派、取消指派、建立、刪除)。
標籤

訂閱授權
ESMC 支援訂閱授權的管理。 您可以使用 ESET Business Account 或授權金鑰新增這類授權。 您可以在
[有效性] 欄的 [授權管理] 底下或在 [電腦] > 電腦詳細資訊中檢查訂閱的有效性。 您無法從訂閱授權
建立離線授權檔案。

ESET Business Account – 網站帳戶
ESMC 中不支援網站帳戶。如果 ESET Business Account 使用者具有 ESET Business Account 中 [公司存取權]
的 [讀取] 或 [寫入] 權限，則所有授權都會在帳戶同步化時匯入。如果 ESET Business Account 使用者禁
止存取 [公司存取權]，則不會匯入任何授權。

啟動 ESET 商業產品
您可使用兩種工作，將授權從 ESMC 散佈至 ESET 產品：
• 軟體安裝工作
• 產品啟動工作

停用 ESET 商業產品
您可以使用 ESMC Web Console，透過數種方式停用 ESET 商業產品 (從產品移除授權)：
[停用產品] - 透過 ESET 授權伺服器移除所有選取裝置的授權。即
使尚未從 ESMC 啟動，或是授權不是由 ESMC 管理，產品仍會停用。
• 在 [電腦] 中，選取電腦並選取

注意
如果您選擇只安裝其他 ESET 產品的一個電腦 (例如，ESET Endpoint 產品及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代理程式)，您也可以選擇停用個別產品。
• 從管理移除電腦
• 利用 [停用授權] 選項，建立 [刪除未連線電腦] 工作。

過濾器及配置自訂
您可以自訂目前的 Web Console 畫面檢視：
• 管理側邊面板及主要表格。
• 新增過濾器及過濾預設集。 您可以使用標籤來過濾顯示的項目。

在分公司管理員之間共用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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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有三位使用者及一位管理員，每位使用者都有專屬家用群組：
• John，聖地牙哥
• Larry，雪梨
• Makio，東京
管理員匯入 3 個授權。 這些授權都內含在靜態群組全部中，其他使用者無法使用它們。
若要將授權指派給其他使用者，管理員可以選取他們想要指派給其他使用者之授權集區旁邊
的核取方塊，按一下 [處理方法] 按鈕，然後按一下
[存取群組] >
[移動]，然後選取
使用者有權限的群組。對於使用者 John，選取群組聖地牙哥。John 需要對群組聖地牙哥中的
[授權] 具有 [使用] 權限，才能使用授權。
當使用者 John 登入時，只能看到並使用已移至其群組的授權。管理員應對 Larry 和 Makio
重複此程序，之後使用者只可看到他們的授權，而管理員則可看見全部授權。

ESET Business Account 或 ESET MSP Administrator
重要
只有家用群組設定為 [全部]，且對於該群組的授權具有 [寫入] 權限的管理員，才可新增或
移除授權。每個授權能透過 [公用 ID] 來識別，並且可以包含一個或多個單位。授權僅可由
管理員散佈至其他使用者 (具有充分權限的管理員)。授權是不可縮減的。

ESET Business Account 或 ESET MSP Administrator 2 認證
輸入 ESET Business Account 或 ESET MSP Administrator 2 認證 (ESMC 將會在 ESMC 授權管理中顯示所有委派
授權) 並按一下 [新增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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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T License Administrator，安全管理員
ESMC 與 ESET License Administrator 及 ESET MSP Administrator 回溯相容。您可以輸入 [安全管理員] 認證
(如同它們位於 ERA 6.x 一般)，而不是輸入 ESET Business Account 登入。在 ERA 6.x 中使用安全管理員匯入
的授權可在移轉/升級至 ESMC 之後正常運作。

新增授權 - 授權金鑰
重要
只有家用群組設定為 [全部]，且對於該群組的授權具有 [寫入] 權限的管理員，才可新增或
移除授權。每個授權能透過 [公用 ID] 來識別，並且可以包含一個或多個單位。授權僅可由
管理員散佈至其他使用者 (具有充分權限的管理員)。授權是不可縮減的。

授權金鑰
在 [授權金鑰] 欄位中，輸入或複製貼上您在購買 ESET 安全性解決方案時，所收到的 [授權金鑰]，然後
按一下 [新增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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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使用舊版授權憑證 (使用者名稱與密碼)，請將憑證轉換成授權金鑰。如果授權尚未註冊，則會觸
發註冊程序，並於 EBA 入口網站上完成 (ESMC 將根據授權來源提供有效的 URL 以進行註冊)。

離線啟動
您可以使用來自 ESET Business Account 入口網站的授權檔案啟動 ESMC 和其他 ESET 安全性產品。每個離線
授權檔案只會針對一項產品 (例如 ESET Endpoint Security) 產生。離線授權僅適用於從未存取 ESET 授權伺
服器的用戶端 (即使用戶端已透過僅限存取 ESET 服務的 Proxy 連線至網際網路，也不要使用離線授權)。
您無法從訂閱授權建立離線授權檔案。
若要取代現有的離線授權，您必須：
1.移除 ESMC 中的舊授權及 ESET Business Account 中的授權檔案。
2.在 ESET Business Account 中建立新的離線授權。
3.將新授權匯入至 ESMC
4.使用新授權重新啟動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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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只有家用群組設定為 [全部]，且對於該群組的授權具有 [寫入] 權限的管理員，才可新增或
移除授權。每個授權能透過 [公用 ID] 來識別，並且可以包含一個或多個單位。授權僅可由
管理員散佈至其他使用者 (具有充分權限的管理員)。授權是不可縮減的。

離線授權檔案
若要建立及匯入離線授權檔案，請遵循此程序：
1.開啟 ESMC [授權管理]，然後按一下 [動作]>[新增授權]。
2.選取 [離線授權檔案] 並複製特定的 [授權檔案權杖]。

3.登入您已匯入授權的 ESET 商業帳戶。
4.選取您想要匯出的授權，並選取 [建立離線檔案]。
5.針對此授權檔案選取產品，輸入檔案的 [名稱] 及其 [單位計數] (已匯出至授權檔案的基座數)。
6.選取 [允許透過 ESET 管理主控台管理] 旁的核取方塊，並輸入 [ESET 管理主控台 Token] (來自 ESMC

的 [授權檔案 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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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按一下 [產生]。

若要下載檔案，請遵循此程序：
1.選取授權並按一下 [顯示詳細資訊]。
2.選取 [離線檔案] 索引標籤。
3.按一下您已建立的授權檔案，您可依名稱加以區分並選取 [下載]。

返回 ESMC [授權管理]：
1.按一下 [選擇檔案]，然後選擇您在 ESET Business Account 中匯出的離線授權檔案。
2.按一下 [上傳]，然後按一下 [新增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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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權限
存取權限可讓您管理 ESMC Web Console 使用者及其權限。

安全性模型
這些是安全性模型的關鍵詞彙：
條款 說明
家用 家用群組是自動儲存使用者所建立之所有物件 (裝置、工作、範本等) 的群組。每個使用者只能有
群組 一個家用群組。
物件 物件會位於 [靜態群組] 中。物件存取權一律受制於群組，而非使用者 (因此按群組提供存取權可
讓您輕鬆安置多名使用者，例如，假設某個使用者正在度假)。例外包括伺服器工作及通知，其會使用
「執行中」使用者的例外情形。
存取 存取群組可作為靜態群組，而可讓使用者根據存取權利來篩選物件的位置。
群組
管理 家用群組為 [全部]，且對此群組具有完整權限集的使用者，實際上就是管理員。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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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 會使用權限集指派存取物件或執行工作的權利。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所有存取權限及其功能的清
權限 單。
權限 權限集代表使用者存取 ESMC Web Console 的權限。它們可以為使用者定義能在 ESMC Web Console 中
集 進行的動作及可見的內容。可將多個權限集指派給同一位使用者。權限集只會套用至已定義群組中
的物件。建立或編輯權限集時，是在 [靜態群組] 區段中設定這些 [靜態群組]。
功能 功能是依種類型的物件或動作。通常，功能會取得下列值：[讀取]、[寫入]、[使用]適用於「存取群
組」的功能組合稱為「權限集」

存取權限相關範例的清單
管理指南中有各種關於存取權限的範例。這是範例的清單：
• 如何複製原則
• 使用與寫入之間的差異
• 如何為分公司管理員建立解決方案
• 如何透過複製方式共用物件
• 如何將存取分為憑證與授權
• 如何讓使用者可建立安裝程式
• 如何移除通知
• 如何建立原則
• 讓使用者可查看所有原則
• 在分公司管理員之間共用授權

使用者
使用者管理是 ESMC Web Console 的 [管理員] 區段的一部分。 有兩種使用者類型：
• 原生使用者 - 從 ESMC Web Console 建立與管理的使用者帳戶。
• 對應的網域安全性群組 - 由 Active Directory 管理與驗證的使用者帳戶。

重要
全新 ESMC 設定會以管理員 (具有家用群組全部的並能存取所有項目的原生使用者) 作為唯一
使用者。
• 不建議定期使用此帳戶。 強烈建議您建立另一個管理員帳戶，或使用對應的網域安全性群
組中的「管理員」並將「管理員權限集」指派給該管理員。 預設的管理員帳戶僅用作備用選
項。
• 您也可以根據所需的權限，建立存取權限較小的其他使用者。
• 或者，您可以為 [原生使用者] 與 [對應的網域安全性群組] 設定雙因素驗證。 這將增加
登入與存取 ESMC Web Console 時的安全性。

分公司管理員解決方案

258

範例
如果公司有兩個辦公室，每一個都有本機管理員，則需要將不同群組的更多權限集指派給他
們。
假如管理員 John 在聖地牙哥，而 Larry 在雪梨。他們兩個只需要照料其本機電腦，因此使
用 [儀表板]、[原則]、[報告] 及 [動態群組範本] 與其機器搭配。主要管理員必須遵循下列
步驟：
1.建立新的靜態群組：聖地牙哥辦公室、雪梨辦公室。
2.建立新的權限集：
a.[權限集] 稱為雪梨權限集，靜態群組為雪梨辦公室，並具有完整存取權限 (但 [伺服器設
定] 除外)。
b.[權限集] 稱為聖地牙哥權限集，靜態群組為聖地牙哥辦公室，並具有完整存取權限 (但
[伺服器設定] 除外)。
c.[權限集] 稱為全部群組/儀表板，靜態群組為全部，並具有下列權限：
• [用戶端工作] 的 [讀取]
• [動態群組範本] 的 [使用]
• [報告及儀表板] 的 [使用]
• [原則] 的 [使用]
• [傳送電子郵件] 的 [使用]
• [傳送 SNMP 陷阱] 的 [使用]
• [將報告匯出至檔案] 的 [使用]
• [授權] 的 [使用]
• [通知] 的 [寫入]
3.建立新的使用者 John，家用群組為聖地牙哥辦公室，指派的權限集為聖地牙哥權限集及全
部群組/儀表板。
4.建立新的使用者 Larry，家用群組為雪梨辦公室，指派的權限集為雪梨權限集及全部群組/儀
表板。
如果像這樣設定權限，John 及 Larry 就可以使用相同的工作及原則、報告及儀表板，而在使
用動態群組範本上沒有限制；不過，他們其中任何一人，都只能使用其家用群組中所包含機
器上的範本。

共用物件
如果管理員想要共用物件 (如動態群組範本、報告範本或原則)，則有下列選項可用：
• 將那些物件移入共用群組中
• 建立複製物件，並將其移入其他使用者可存取的靜態群組 (請參閱下面範例)

範例
如需複製物件，使用者需要對原始物件具有 [讀取] 權限，並對他的 [家用群組] 具有 [寫
入] 權限，才能進行此類型的動作。
管理員 (其家用群組為全部)，想要與使用者 John 共用特殊範本。範本原先是由管理員建立
的，因此它會自動內含在全部群組中。管理員將遵循下列步驟：
1.瀏覽至 [其他] > [動態群組範本]。
2.選取特殊範本並按一下 [複製]，如有需要，設定名稱及說明，然後按一下 [完成]。
3.複製的範本將內含在管理員的家用群組中，即全部群組。
4.瀏覽至 [其他] > [動態群組範本]，接著選取複製的範本、按一下
[存取群組] >
[移
動]，然後選取目的地靜態群組 (John 在此群組中具有權限)。按一下 [確定]。

如何透過共用群組在多個使用者之間共用物件
若要深入瞭解新的安全性模型如何運作，請參閱下面配置。有一種情況，其中有兩位由管理員建立的使用
者。每一位使用者都有專屬家用群組，其中具有其建立的物件。聖地牙哥權限集授予 John 可以操控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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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群組中物件的權限。Larry 也有類似情況。如果這些使用者需要共用一些物件 (例如，電腦)，這些物件
應該移至共用群組 (靜態群組)。應該將共用權限集指派給這兩位使用者，而此權限集具有列示在 [靜態
群組] 區段中的共用群組。

San Diego office

Objects I.

San Diego permission set

John

Obje

Shared permis
Larry

Ob

Shared Group

Sydney pe
Sydney office

過濾器及配置自訂
您可以自訂目前的 Web Console 畫面檢視：
• 新增過濾器及過濾預設集。
• 您可以使用標籤來過濾顯示的項目。

建立原生使用者
若要建立新的原生使用者，請按一下 [其他] > [使用者] > [新增] > [新增原生使用者]。

注意
為了適當地建立使用者，建議您遵循下列步驟：
1.決定哪個靜態群組將是使用者的家用群組。如有需要，請建立群組。
2.決定哪個權限集最適合使用者。如有需要，請建立新的權限集。
3.請遵循本章節的指引來建立使用者。

260

基本
為新使用者輸入 [使用者] 名稱及選用的 [說明]。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選取 [家用群組]。此靜態群組將自動包含此使用者建立的所有物件。

設定密碼
使用者的密碼至少應有 8 個字元。密碼不應包含使用者名稱。

帳戶
已啟用 - 除非您要帳戶保持非作用中狀態 (您要稍後使用)，否則請選取此選項。
必須變更密碼 - 選取此選項，強制使用者在初次登入 ESMC Web 主控台時變更其密碼。
密碼過期 (天) - 此選項定義密碼有效的天數 (需要在密碼過期後更改密碼)。
自動登出 (分) - 此選項可定義閒置時段 (以分鐘為單位)，在此時段之後，會將使用者登出 Web Console。
輸入 0 (零) 可禁止使用者自動登出。
可以定義 [全名]、[電子郵件連絡人] 與 [手機連絡人] 以協助識別使用者。

權限集
您可以向使用者指派多個權限集。
您可以選擇預定義的能力 (如下所示)，也可以使用自訂權限集。
261

• 檢閱者權限集 - [全部] 群組的唯讀權限。
• 管理員權限集 ([全部] 群組的完整存取)。
• 伺服器協助式安裝權限集 - 伺服器協助式安裝所需的最低權限。
• Enterprise Inspector 檢閱者權限集 -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使用者需要的最低唯讀存取權限 (適用於

所有群組)。
• Enterprise Inspector 伺服器權限集 -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安裝過程所需的存取權限 (適用於所有群
組)，以及在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和 ESMC 之間的進一步自動化同步。
• Enterprise Inspector 使用者權限集 -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使用者需要的寫入存取權限 (適用於所有
群組)。
每一個權限集所提供的權限，都只會針對包含在權限集中所選 [靜態群組] 的物件。
沒有任何權限集的使用者，將無法登入 Web Console。

警告
所有預先定義的權限集，在 [靜態群組] 區段內皆有 [全部] 群組。將其指派給使用者時，
請注意這一點。對所有 ESMC 中的物件，使用者都將擁有這些權限。

摘要
請檢閱針對此使用者所配置的設定，並按一下 [完成] 以建立使用者。

使用者動作和使用者詳細資訊
若要管理使用者，請選擇適合的使用者並選取下列其中一個可用動作：
處理方法
•
•
•
•
•

顯示詳細資料 - 檢視使用者詳細資料。
[標籤] - 編輯標籤 (指派、取消指派、建立、刪除)。
指派權限集 - 將權限集指派給使用者。
編輯 - 編輯使用者設定。
刪除 - 刪除使用者。

雙因素驗證
•
•
•
•

啟用 - 為使用者啟用雙因素驗證。
停用 - 為使用者禁用現有的雙因素驗證。
重設 - 為使用者重設雙因素驗證設定。
解鎖 - 如果使用者已鎖定，則可以使用此設定解鎖使用者。

存取權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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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 群組] >

[移動] - 將使用者移動到另一個靜態群組。

使用者詳細資訊
使用者詳細資訊分為兩個部分：
• 概觀 - 有關使用者的基本資訊。您可以使用底部的 [動作] 和 [雙因素驗證] 按鈕管理使用者。
• 權限集 - 指派給使用者的權限集清單。按一下權限集加以管理。

變更使用者密碼
您可以為您擁有存取權限的任何使用者變更密碼。您需要對儲存使用者的靜態群組具有寫入權限。使用者
儲存在家長使用者的家用群組中。
1.瀏覽至 [存取權限] > [使用者]。
2.選取使用者，然後按一下功能表中的 [編輯]。
3.在 [基本] 區段中，捲動到 [設定密碼]。
4.如果您要編輯已登入使用者，則需要填寫 [目前密碼]。在編輯其他使用者時，會預先填寫它。
5.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欄位中輸入新密碼。
6.按一下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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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網域安全性群組使用者
您可將網域安全性群組對應至 ESMC 伺服器，並允許現有使用者 (這些網域安全性群組的成員) 成為 ESMC
Web Console 使用者。

注意
此功能僅適用於具有 Active Directory 的系統。它無法與 LDAP 搭配使用。
若要存取 [對應的網域安全性群組精靈]，請瀏覽至 [其他] > [使用者] > [新增] > [新增對應的網域安全
性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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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網域群組
輸入群組的 [名稱]。您也可以輸入群組 [說明]。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選取 [家用群組]。此靜態群組將自動包含來自此網域群組的使用者，所建立的所有物件。
此網域群組將由 [群組 SID] (安全識別碼) 定義。按一下 [選取] 從清單中選取群組，然後按一下 [確
定] 來確認。 您的 ESMC 伺服器必須加入網域，否則清單中就沒有任何群組。如果您使用的是 Virtual
Appliance，請參閱相關章節。

注意
如果您按一下 [選取] 之後持續顯示錯誤訊息，而您已經妥善設定 AD，即表示背景程序可能
已經逾時。 您可以：
• 手動輸入 SID 以略過該問題
• 在 [伺服器設定] > [進階設定] > [Active Directory] 中輸入您的 AD 認證。ESMC 之後會使用不
同且更快速的方法來擷取 SID 清單。

帳戶
已啟用 - 除非您要帳戶保持非作用中狀態 (如果您要稍後使用)，否則請選取此選項。
[自動登出 (分)] - 此選項可定義閒置時段 (以分鐘為單位)，在此時段之後，會將使用者登出 Web
Con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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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定義 [電子郵件連絡人] 及 [手機連絡人] 以協助識別群組。

權限集
為來自此群組的使用者指派權限。

注意
權限集是針對 Active Directory 網域安全性群組設定的 (而不是針對個別使用者設定的，如在
[原生使用者] 的情況中一樣)。
您可以將多個權限集指派給網域安全性群組。
您可以選擇預定義的能力 (如下所示)，也可以使用自訂權限集。
• 檢閱者權限集 - [全部] 群組的唯讀權限。
• 管理員權限集 ([全部] 群組的完整存取)。
• 伺服器協助式安裝權限集 - 伺服器協助式安裝所需的最低權限。
• Enterprise Inspector 檢閱者權限集 -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使用者需要的最低唯讀存取權限 (適用於

所有群組)。
• Enterprise Inspector 伺服器權限集 -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安裝過程所需的存取權限 (適用於所有群
組)，以及在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和 ESMC 之間的進一步自動化同步。
• Enterprise Inspector 使用者權限集 -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使用者需要的寫入存取權限 (適用於所有
群組)。
每一個權限集所提供的權限，都只會針對包含在權限集中所選 [靜態群組] 的物件。
沒有任何權限集的使用者，將無法登入 Web Console。

警告
所有預先定義的權限集，在 [靜態群組] 區段內皆有 [全部] 群組。將其指派給使用者時，
請注意這一點。對所有 ESMC 中的物件，使用者都將擁有這些權限。

摘要
檢閱針對此使用者所配置的設定，並按一下 [完成] 建立群組。
使用者首次登入之後，會出現在 [對應的網域安全性群組]。

將權限集指派給使用者
1.有兩種方法可將權限集指派給使用者：
a)按一下 [其他] > [使用者] > 按一下使用者，然後選取

[指派權限集] 以將特定權限集指派給使用
者。
b)在 [使用者] 區段中，按一下 [編輯] 來編輯特定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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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 [取消指派 (可用) 權限集] 區段中選取特定權限集旁邊的核取方塊。請參閱管理權限集以取得詳

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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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因素驗證
• 雙因素驗證 (2FA) 提供更安全的方式登入與存取 ESMC Web Console。
• 2FA 由 ESET 使用 ESET Secure Authentication 技術提供。您不一定要將 ESET Secure Authentication 部署或

安裝在您的環境中，因為 ESMC 會自動連線到 ESET 伺服器來驗證登入您 ESMC Web Console 的使用者。
• 已啟用 2FA 的使用者必須使用 ESET Secure Authentication 登入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 如需產品功能和優點的詳細資訊，請造訪 ESET Secure Authentication 產品頁面。
• 可透過 ESA 2FA 登入 ESMC 的使用者人數沒有限制。
• [HTTP Proxy] 設定不適用於與 Secure Authentication 伺服器 (2FA) 通訊。
• 在 ESMC 第 7.1 版及更新版本，您也可以為管理員帳戶啟用 2FA。

先決條件
• 若要對其他使用者的帳戶啟用 2FA，需要對該使用者具有 [寫入] 權限。啟用後使用者必須自行配置

2FA，才能夠登入。使用者將會透過簡訊 (SMS) 收到連結，他們可在手機網頁瀏覽器中開啟此連結，以檢
視配置 2FA 的指示。
• 如果未能直接存取 ESET 2FA 伺服器的網路，2FA 則無法運作。必須在防火牆內允許至少特定的 2FA 伺服
器。如果在 [其他] > [伺服器設定] > [進階設定] > [HTTP Proxy] 中設定 Proxy，則不適用於 2FA。

注意
針對伺服器協助式安裝，您無法使用有 2FA 的使用者。

如何為 Web 主控台使用者啟用雙因素驗證？
1.建立新使用者或使現有使用者。
2.瀏覽至 [ESMC Web 主控台] 中的 [其他] > [使用者]。
3.按一下使用者，然後選取 [雙因素驗證] > [啟用]。
4.當使用者下次登入時，在出現提示時輸入使用者的電話號碼。
5.在使用者的行動電話上使用簡訊中的連結或 QR 代碼安裝 ESET Secure Authentication 行動應用程式。
6.使用 Token 安裝應用程式後，您的 ESMC 執行個體便會新增在應用程式中。
7.繼續登入 Web 主控台，並且在出現提示時從行動應用程式輸入一次性密碼。新密碼會在每次登入時

於行動應用程式中產生。

權限集
權限集代表使用者存取 ESMC Web Console 的權限。它們可以為使用者定義能在 Web Console 中做的事情及
看到的東西。 原生使用者擁有自己的權限，而對網域使用者而言，也有其對應的安全性群組的權限。 每
個權限集都具有其應用程式的網域 (靜態群組)。 [功能] 區段中選取的權限將套用至群組中的物件，而
這些群組是針對此權限集所指派的每位使用者，在其 [靜態群組] 區段中進行設定。具有某些靜態群組的
存取權限，即自動表示具有其所有子群組的存取權限。若對靜態群組進行適當設定，便可為本機管理員建
置個別的分支 (請參閱範例)。
即使使用者看不到權限集，也可將權限集指派給使用者。權限集也是一種物件，其會自動儲存在建立它的
使用者的家用群組中。建立使用者帳戶時，使用者會儲存為所建立使用者的家用群組中的物件。通常是由
管理員來建立使用者，因此他們會儲存在全部群組中。
權限集是附加的。如果您將多個權限集指派給單一使用者，所有權限集的總數便是使用者的結果存取權限。
268

整合多個權限集
使用者對物件擁有的最終存取權限，就是指派給該使用者的所有權限集組合結果。例如，使用者有兩個權
限集，一個適用於具有完整權限的家用群組，另一個則適用於使用電腦的群組，僅具有「讀取」、「用於
電腦和群組」權限。此使用者可在其他群組的電腦上透過家用群組執行所有工作。
一般而言，如果使用者具有特定群組對特定物件類型的權限，則使用者可以透過一個靜態群組中的物件，
從另一個靜態群組執行物件。

[存取群組] 過濾器按鈕可讓使用者選取靜態群組，並根據物件所在的群組
過濾已檢視的物件。
您可以使用標籤來過濾顯示的項目。

重要
使用權限的好作法：
• 決不授予無經驗的使用者存取伺服器設定的權限 - 應該只有管理員才能存取。
• 考慮限制 [用戶端工作] > [執行命令] 的存取 - 它是可能遭到濫用的強大工作。
• 非管理員層級的使用者不應該具有 [權限集]、[原生使用者]、[伺服器設定] 的權限。
• 如果需要更複雜的權限模型，請直接建立其他權限集並相應地指派它們。
在 ESMC 功能的權限旁邊，可將 [讀取]、[使用]、[寫入] 存取權授予使用者群組。

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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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如需複製物件，使用者需要對原始物件具有 [讀取] 權限，並對他的 [家用群組] 具有 [寫
入] 權限，才能進行此類型的動作。
John (其家用群組為 John 的群組) 想要複製原則 1 (原先由 Larry 建立)，因此原則會自動
內含在 Larry 的家用群組 Larry 的群組中。
1.建立新的靜態群組。命名該靜態群組，例如，共用原則。
2.同時指派 John 及 Larry 對群組共用原則中的 [原則] 具有 [讀取] 權限。
3.Larry 將原則 1 移至共用原則群組。
4.指派 John 對其家用群組中的 [原則] 具有 [寫入] 權限。
5.John 現在可以 [複製] 原則 1 - 複本將出現在其家用群組中。

使用與寫入之間的差異
範例
如果管理員不允許使用者 John 修改共用原則群組中的原則，則他將建立具有下列項目的權
限集：
• 功能 [原則]：已選取 [讀取] 及 [使用] 權限
• 靜態群組：共用原則
將這些權限指派給 John 時，John 就能夠執行那些原則，但無法進行編輯、建立新的原則，
也無法將其刪除。如果管理員新增了 [寫入] 權限，John 就可以在選取的靜態群組 (共用原
則) 內建立新的原則，以及編輯和刪除原則。

管理權限集

若要管理某個權限集，請按一下該權限集，然後選擇其中一個可用動作：
權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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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詳細資料 - 檢視權限集詳細資料。
•
[標籤] - 編輯標籤 (指派、取消指派、建立、刪除)。
•
編輯 - 編輯權限集。
• 複製 - 建立重複的權限集，您可對這些權限集進行修改，並將其指派給特定使用者。此複本將儲存
在複製它的使用者的家用群組中。
•
刪除 - 刪除權限集。
•

指派
•
•

顯示原生使用者 - 顯示已指派原生使用者的清單。
顯示對應的安全性群組 - 顯示已指派對應的網域安全性群組清單。

存取權限
•

[存取 群組] >

[移動] - 將權限集移動到其他靜態群組。

警告
所有預先定義的權限集，在 [靜態群組] 區段內皆有 [全部] 群組。將其指派給使用者時，
請注意這一點。對所有 ESMC 中的物件，使用者都將擁有這些權限。

建立或編輯權限集
若要建立新的權限集，請按一下 [新增]。若要編輯現有權限集，請選取適用的權限集，然後按一下 [編
輯]。

基本
輸入集的名稱 (必填設定)。您也可以輸入說明和標籤。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靜態群組
您可以新增一或多個靜態群組，並令其獲得此權限。[功能] 區段中所勾選的權限，將套用至此區段中所
選群組內所包含的物件。

功能
選取要授與存取權限的個別模組。具有此權限的使用者將可存取這些特定工作。也可以針對每種類型的伺
服器工作及用戶端工作，設定不同的權限。有四個預先定義的功能集可供使用。選取四個功能集的其中一
個，或是選取手動功能核取方塊。
授與 [寫入] 權限會自動授與 [使用] 及 [讀取] 權限；授與 [使用] 權限會自動授與 [讀取] 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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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群組
您可以新增使用者群組 (或多個使用者群組)，其使用者的參數可以用於原則內 (例如：iOS 版 ESET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或覆寫模式)。

使用者
選擇要由此權限集指派的使用者。可用的使用者都列在左側。選取特定使用者或使用 [全部新增] 按鈕以
選取所有使用者。而指派的使用者則列於右側。指派使用者不是必要工作，您可以稍後再指派。

摘要
檢閱針對此權限所配置的設定，並按一下 [完成]。權限集會儲存在建立它的使用者的家用群組中。
按一下 [另存新檔] 根據您編輯的權限集建立新的權限集。您必須為新的權限集輸入名稱。

權限清單
權限類型
在 [其他] > [權限集] > [新增] / [編輯] > [功能] 中建立或編輯權限集時，有一個清單會列出所有可用權
限。ESMC Web Console 權限會區分為數個類別；例如，[群組與電腦]、[原生使用者]、[憑證]、[原則] 等。
授予的權限集可以允許進行 [讀取]、[使用] 或 [寫入] 存取。通常：
[讀取] 權限適用於審查使用者。他們可以檢視資料，但不可進行變更。
[使用] 權限可讓使用者使用物件、執行工作，但不能修改或刪除。
[寫入] 權限可讓使用者修改各自的物件及/或複製它們。
特定類型的權限 (如下所示) 會控制程序，而非物件。這就是這類權限會在全域層級執行的原因，權限會
分別執行，與套用的靜態群組無關。如果允許使用者使用程序，那麼他只能在具有足夠權限的物件上使用
該程序。例如，[將報告匯出至檔案] 權限會啟用匯出功能，但報告內包含的資料會由其他權限判斷。

範例
請閱讀我們包含範例工作及權限集的知識庫文章，以便讓使用者順利執行工作。
您可指派下列程序的權限給使用者：
• 代理程式部署
• 報告及儀表板 (只有儀表板的功能可供使用，但可用的報告範本仍依存於可存取的靜態群組)
• 傳送電子郵件
• 將報告匯出至檔案
• 傳送 SNMP 陷阱
• 伺服器設定
• Enterprise Inspector 管理員
• Enterprise Inspector 使用者

272

功能類型：
群組與電腦
讀取 - 列出電腦、群組，以及群組內的電腦。
使用 - 使用電腦/群組作為原則或工作的目標。
寫入 - 建立、修改及移除電腦。這也包括重新命名電腦或群組。

Enterprise Inspector 管理員
寫入 - 在 Enterprise Inspector 中執行管理功能。

Enterprise Inspector 使用者
讀取 - 以唯讀方式存取 Enterprise Inspector。
寫入 - 可以讀取及寫入 Enterprise Inspector。

權限集
讀取 - 讀取權限集的清單，以及其內的存取權限清單。
使用 - 指派/移除使用者的現有權限集。
寫入 - 建立、修改及移除權限集。

重要
將權限集指派 (或取消指派) 給使用者時，必須要有 [權限集] 及 [原生使用者] 的 [使用]
權限。

網域群組
讀取 - 列出網域群組。
使用 - 允許授予/撤銷權限集。
寫入 - 建立/修改/移除網域群組。

原生使用者
讀取 - 列出原生使用者。
使用 - 允許授予及撤銷權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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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入 - 建立/修改/移除原生使用者。

代理程式部署
使用者 - 允許透過[快速連結] 存取部署代理程式，或在 ESMC Web 主控台中手動新增用戶端電腦。

儲存的安裝程式
讀取 - 列出儲存的安裝程式。
使用 - 匯出儲存的安裝程式。
寫入 - 建立/修改/移除儲存的安裝程式。

憑證
讀取 - 讀取對等憑證及憑證授權單位清單。
使用 - 匯出憑證授權單位及對等憑證，並在安裝程式或工作中使用它們。
寫入 - 建立新的對等憑證或憑證授權單位並撤銷它們。

伺服器工作與觸發
讀取 - 讀取工作及其設定的清單 (機密欄位除外，如密碼)。
使用 - 以「立即執行」執行現有的工作 (當使用者目前登入 Web Console 時)。
寫入 - 建立、修改和移除伺服器工作。
可以按一下符號

展開類別，然後選取單一或多個類型的伺服器工作。

用戶端工作
讀取 - 讀取工作及其設定的清單 (機密欄位除外，如密碼)。
使用 - 排定現有用戶端工作的執行時間，或取消其執行。請注意，如要指派工作 (或取消指派) 給目標
(電腦或群組)，您需要對受影響的目標提供額外的使用存取權。
寫入 - 建立、修改或移除現有的用戶端工作。請注意，若要將工作指派 (或取消指派) 給目標 (電腦或
群組)，會需要受影響目標的額外 [使用] 存取權。
可以按一下加號

動態群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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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類別，然後選取單一或多個類型的用戶端工作。

讀取 - 讀取動態群組範本的清單。
使用 - 使用現有的動態群組範本。
寫入 - 建立、修改及移除動態群組範本。

加密復原
已讀取
使用

報告與儀表板
讀取 - 列出報告範本及其類別。根據報告範本產生報告。根據預設儀表板讀取您的專屬儀表板。
使用 - 利用可用的報告範本修改您的專屬儀表板。
寫入 - 建立、修改、移除現有的報告範本及其類別。修改預設儀表板。

原則
讀取 - 讀取原則的清單及原則內的配置。
使用 - 將現有原則指派給目標 (或取消其指派)。請注意，會需要受影響目標的額外 [使用] 存取權。
寫入 - 建立、修改及移除原則。

傳送電子郵件
使用 - 傳送電子郵件。(適用於「通知」及「產生報告」伺服器工作。)

傳送 SNMP 陷阱
使用 - 允許傳送 SNMP 陷阱 (適用於「通知」)。

將報告匯出至檔案
使用 - 可讓您將報告儲存在 ESMC 伺服器機器檔案系統上。可與「產生報告」伺服器工作搭配使用。

授權
讀取 - 讀取授權清單及其使用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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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 使用授權進行啟動。
寫入 - 新增及移除授權。(使用者必須將家用群組設為 [全部]。依預設，只有管理員才能這樣做。)

通知
讀取 - 讀取通知清單及其設定。
寫入 - 建立、修改、移除通知。 為了適當處理通知，可能會需要 [傳送 SNMP 陷阱] 或 [傳送電子郵
件] 的額外 [使用] 存取權限，視通知配置而定。

伺服器設定
讀取 - 讀取伺服器設定。
寫入 - 修改伺服器設定。

審查防護記錄
讀取 - 讀取審查防護記錄報告。

憑證
憑證是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ESMC 元件需要憑證才能與 ESMC 伺服器通訊。
為了確定所有元件皆能正確通訊，所有對等憑證皆必須是有效的，且經相同憑證授權單位的簽署。請參閱
我們的知識庫文章以進一步瞭解 ESMC 中的憑證。
關於憑證，您有數個選項可以使用：
• 您可以使用 ESMC 安裝期間自動建立的憑證。
• 您可以建立新的憑證授權單位 (CA) 或匯入公用金鑰，以用來簽署每個元件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

式、ESMC 伺服器、ESMC MDM 或虛擬代理程式主機) 的對等憑證。
• 您可以使用自訂的憑證授權單位與憑證。

注意
如果您計劃從 ESMC 伺服器遷移至新的伺服器機器，您必須匯出/備份您所使用的所有憑證授
權單位，以及 ESMC 伺服器憑證。否則，將沒有 ESMC 元件能夠與新的 ESMC 伺服器通訊。
您可以依照本指南中的指示，在 ESMC Web Console 中建立新的憑證授權單位和對等憑證，以：
• 建立新的憑證授權單位
o匯入公用金鑰
o匯出公用金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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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以 BASE64 格式匯出公用金鑰
• 建立新的對等憑證
o建立憑證
o匯出憑證
o建立 APN/ABM 憑證
o撤銷憑證
o憑證使用方法
o設定新的 ESMC 伺服器憑證
o搭配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的自訂憑證
o即將到期的憑證 - 報告及更換

重要
macOS / OS X 不支援到期日為 2038 年 1 月 19 日及以後的憑證。在 macOS / OS X 上執行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將無法連線至 ESMC 伺服器。

注意
• 對於在安裝 ESMC 元件期間建立的所有憑證和憑證授權單位，生效日的值會設定為在建立憑

證之前的 2 天。
• 對於在 ESMC Web Console 中建立的所有憑證和憑證授權單位，生效日的值會設定為在建立
憑證之前的 1 天。其原因是為了涵蓋受影響系統之間的所有可能的時間差異。
例如，在 2017 年1 月 12 日安裝期間建立的憑證授權單位和憑證，其預先定義的生效日值
將會為 2017 年 1 月 10 日 00:00:00，而在 2017 年1 月 12 日在 ESMC Web Console 中建
立的憑證授權單位和憑證，其預先定義的生效日值將會為 2017 年 1 月 11 日 00:00:00。

對等憑證
若系統中有憑證授權單位，您應建立個別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元件的對等憑證。每個元件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和 ESMC 伺服器) 皆需要特定憑證。
新增
此選項用於建立新的憑證。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和 ESMC 伺服器會使用這些憑證。
APN/ABM 憑證
此選項是用來建立新的 APN/ABM 憑證。此憑證由 MDM 使用。此動作需要有效的授權。
[憑證] [使用方法]
您也可以檢查哪些用戶端正在使用此 ESMC 憑證。
標籤
編輯標籤 (指派、取消指派、建立、刪除)。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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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此選項即可從清單編輯現有的說明。
匯出
這個選項用於將憑證匯出為檔案。如果您將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安裝在電腦本機上，或正在安裝
MDM，將會需要此檔案。
以 Base64 匯出
這個選項用於將憑證匯出為 .txt 檔案。
撤銷
如果您不再使用憑證，請選取 [撤銷]。此選項會使憑證永久無效，憑證已被列為黑名單。在下一次連線
期間，此資訊會傳送至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將不會接受撤銷的憑
證。

重要
撤銷憑證之前，請確定沒有仍在使用此憑證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或其他元件)。撤
銷憑證時，元件將無法連線至 ESMC 伺服器。使用有效的憑證重新安裝元件，以還原功能。
存取 群組
憑證或授權可以移至其他群組。然後，讓對此群組具有足夠權限的使用者可以使用它。若要輕鬆找到憑證
的家用群組，請選取憑證，然後按一下下拉式功能表中的
[存取群組]。憑證的家用群組會顯示在快顯
功能表的第一行中 (例如，/全部/聖地牙哥。請參閱我們的範例案例，以深入瞭解共用憑證)。

重要
您只會看到位於您 [家用群組] 內的憑證 (假設您有憑證的 [讀取] 權限)。在 ESMC 安裝期
間建立的憑證均位於 [全部] 群組內，並只能由管理員存取。
顯示已撤銷項目 - 顯示所有已撤銷的憑證。
針對伺服器協助式安裝的代理程式憑證 - 如果選取 [產生憑證] 選項，則會在伺服器安裝期間產生此憑
證。

過濾器及配置自訂
您可以自訂目前的 Web Console 畫面檢視：
• 管理側邊面板及主要表格。
• 新增過濾器及過濾預設集。 您可以使用標籤來過濾顯示的項目。

建立新的憑證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會在安裝程序中要求您建立代理程式的對等憑證。這些憑證用於驗證用戶
端裝置上代理程式及 ESMC 伺服器之間的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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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不過有種情況例外，就是針對伺服器協助式安裝的代理程式憑證無法以手動方式建立。如果
選取 [產生憑證] 選項，則會在伺服器安裝期間產生此憑證。
若要在 [ ESMC Web Console] 中建立新的憑證，請瀏覽至 [其他] > [對等憑證]，並按一下 [動作] > [新
增]。

基本
說明 - 輸入憑證的說明。
按一下 [選取標籤] 以指派標籤。
產品 - 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要建立的憑證類型。
主機 - 保留 [主機欄位中的預設值 (星號)]，可允許散佈這個與特定 DNS 名稱或 IP 位址無關聯的憑證。

重要
建立 MDM 憑證時，填入 MDM 主機裝置的 IP 位址或主機名稱。預設值 (星號) 不適用於這類
型的憑證。
密碼 - 建議您將此欄位保留空白，但您可以設定當用戶端嘗試啟動時所需憑證的密碼。

重要
憑證密碼不得包含下列字元：" \ 這些字元會在初始化代理程式期間造成嚴重錯誤。

屬性 (主旨)
這些欄位不是必填，但您可以用來包含此憑證更詳細的資訊。
常用名稱 - 根據選取的 [產品] 而定，此值應包含「Agent」或「Server」等字串。您也可以輸入與憑證有關
的敘述性資訊。輸入 [生效日] 和 [到期日] 的值以確保該憑證有效。

注意
• 對於在安裝 ESMC 元件期間建立的所有憑證和憑證授權單位，生效日的值會設定為在建立憑

證之前的 2 天。
• 對於在 ESMC Web Console 中建立的所有憑證和憑證授權單位，生效日的值會設定為在建立
憑證之前的 1 天。其原因是為了涵蓋受影響系統之間的所有可能的時間差異。
例如，在 2017 年1 月 12 日安裝期間建立的憑證授權單位和憑證，其預先定義的生效日值
將會為 2017 年 1 月 10 日 00:00:00，而在 2017 年1 月 12 日在 ESMC Web Console 中建
立的憑證授權單位和憑證，其預先定義的生效日值將會為 2017 年 1 月 11 日 00:00:00。

簽署
選取自兩個 簽署方法：
• 憑證授權單位- 如果您想要使用 ESMC 憑證授權單位 (在 ESMC 安裝期間建立的 CA) 進行簽署。
o從憑證授權單位清單中，選取 ESMC 憑證授權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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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建立新的憑證授權單位
• 自訂 pfx 檔 -如要使用自訂 .pfx 檔案，請按一下 [瀏覽] 以瀏覽至您自訂的 .pfx 檔案，並按一下

[確定]。選取 [上傳]，將此憑證上傳至伺服器。您無法使用自訂憑證。

注意
如果您想使用 ESMC 虛擬設備內的 ESMC CA (在 ESMC 安裝期間建立) 來簽署新的憑證，您必
須輸入 [憑證授權單位密碼] 欄位。這是您在 ESMC VA 配置期間指定的密碼。

摘要
檢視您輸入的憑證資訊，再按一下 [完成]。現在憑證已經成功建立，並且會出現在 [憑證] 清單中提供
安裝代理程式時使用。憑證會在您的家用群組中建立。

注意
作為建立新憑證的替代方法，您可以匯入公用金鑰、匯出公用金鑰或匯出對等憑證。

匯出對等憑證
匯出對等憑證
1.在清單中選取您要使用的對等憑證，並勾選旁邊的核取方塊。
2.在內容功能表中選取 [匯出]。憑證 (包括私密金鑰) 將匯出成 .pfx 檔案。輸入認證名稱，並按一

下 [儲存]。

從對等憑證以 Base64 匯出
Web Console 中有 ESMC 元件的憑證。若要以 Base64 格式複製憑證內容，請按一下 [更多] > [對等憑證]，
選取一個憑證，然後選取 [以 Base64 匯出]。您也可以將以 Base64 編碼的憑證下載成檔案。對其他元件憑
證及您的授權憑證重複此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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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若要匯出憑證，使用者必須有 [憑證] 的 [使用]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存取權限的完
整清單。

APN/ABM 憑證
APN (Apple 推播通知) / ABM (Apple Business Manager) 憑證由 ESMC MDM 使用，以供 iOS 裝置註冊。首先，
您必須建立 [Apple 提供的推播憑證]，並讓 Apple 簽署此憑證，才能向 ESMC 註冊 iOS 裝置。同時，確定您
的 ESMC 具備有效的授權。
按一下 [其他] 索引標籤 > [對等憑證]，按一下 [新增] 然後選取 [APN/ABM 憑證]。

注意
若要取得 APN 憑證，您會需要 Apple ID。Apple 需要此 ID 來簽署憑證。
APN 憑證有一年效期。如果您的憑證即將到期，請依照下列步驟並於「憑證」部分步驟 2 選
取 [更新]。
若要取得 ABM 註冊權杖，您會需要 Apple ABM 帳戶。

建立要求
指定憑證屬性 (國家代碼、組織名稱等)，然後按一下 [提交要求]。

下載
下載您的 [CSR] (憑證簽署要求) 和 [私密金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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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
1.開啟 Apple 推播憑證入口網站，然後使用您的 Apple ID 登入。
2.按一下 [建立憑證]。
3.填入附註 (選用)。按一下 [選擇檔案]，上傳您在上一個步驟中所下載的 CSR 檔案，然後按一下 [上

傳]。
4.稍後您會看到新的確認畫面，顯示 ESET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的 APNS 憑證已成功建立的通知。
5.按一下 [下載] 並將 .pem 檔案儲存到您的電腦。
6.關閉 Apple 推播憑證入口網站，並繼續前往以下的 [上傳] 區段。

重要
ABM 與非 ABM MDC 原則均需要 APNS 憑證。
若您正要建立 ABM 註冊憑證，請按這裡以繼續。

上傳
完成上述步驟後，您便可以建立 MDC 的原則以啟動用於註冊 iOS 的 APNS。現在您可以註冊任何 iOS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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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從裝置的瀏覽器內造訪 https://<mdmcore>:<enrollmentport>/unique_enrollment_token 即可。

顯示已撤銷項目
此清單會顯示所有經由 ESMC 伺服器建立，然後判定為無效的憑證。已撤銷憑證將會自動從主要 [對等憑
證] 畫面中移除。按一下 [顯示已撤銷項目] 以檢視已從主視窗中撤銷的憑證。
若要撤銷憑證，請遵循以下步驟：
1.移至 [其他] > [對等憑證] > 選取一個憑證，然後按一下 [撤銷].

2.指定撤銷 [原因]，然後按一下 [撤銷]。
3.按一下 [確定]。此憑證將會從對等憑證清單中消失。若要查看先前已撤銷憑證，按一下 [顯示已撤

銷項目] 按鈕。

設定新的 ESMC 伺服器憑證
您的 ESMC 伺服器憑證是在安裝時建立，並散佈至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和其他元件，以允許 ESMC
伺服器通訊。必要時，您可以配置 ESMC 伺服器以使用不同的對等憑證。您可以使用 ESMC 伺服器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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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期間自動產生) 或 [自訂憑證]。安全 TLS 連線和驗證需要此ESMC 伺服器憑證。伺服器憑證可用來確
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和 ESMC Proxy 不會連接至不合法的伺服器。
1.按一下 [其他] > [伺服器設定] > 展開區段 [連線]，選取 [變更憑證]。

2.從兩個對等憑證類型中選擇：
• [安全性管理中心憑證] - 按一下 [開啟憑證清單]，接著選取要使用的憑證。
• [自訂憑證] - 瀏覽至您的自訂憑證，然後按一下 [確定] 和 [儲存]。如果您正在執行遷移，請選取
從舊 ESMC 伺服器中匯出的 ESMC 伺服器憑證 .pfx 檔案。

3.[重新啟動] ESMC 伺服器服務，請參閱我們的知識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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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 ESMC 的自訂憑證
如果您在環境內有自己的 PKI (公開金鑰基礎結構)，而且想要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使用您的自
訂憑證在其元件之間進行通訊，請參閱以下範例。此範例會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上執行。螢幕擷取
畫面可能因 Windows 版本而異，但一般程序維持不變。

注意
您可以使用 OpenSSL 來建立新憑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我們的知識庫文章。
必要伺服器角色：
• Active Directory 網域服務。
• 已安裝 Stand-Alone Root CA 的 Active Directory 憑證服務。

1.開啟 [管理主控台]，然後新增 [憑證] 嵌入式管理單元：
a)以本機管理員群組的成員身分登入伺服器。
b)執行 mmc.exe 來開啟管理主控台。
c)按一下 [檔案]，然後選取 [新增/移除嵌入式管理單元...] (或按 CTRL+M)。
d)在左窗格中選取 [憑證]，然後按一下 [新增]。

e)選取 [電腦帳戶]，再按 [下一步]。
f)確定已選取 [本機電腦] (預設值)，然後按一下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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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按一下 [確定]。
2.建立 [自訂憑證要求]：
a)按兩下 [憑證] (本機電腦) 來展開它。
b)按兩下 [個人] 來展開它。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憑證] 並選取 [所有工作] > [進階操作]，然後選擇

[建立自訂要求]。

c)憑證註冊精靈視窗即會開啟，請按一下 [下一步]。
d)選取 [在沒有註冊原則的情況下繼續]，再按一下 [下一步] 以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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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 [(沒有範本) 舊版金鑰]，並確定已選取 PKCS #10 要求格式。按一下 [下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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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按一下箭號以展開 [詳細資料] 區段並按一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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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在 [一般] 索引標籤中，為您的憑證輸入 [易記名稱]，您也可以輸入 [說明] (選用)。
h)在 [主體] 索引標籤中，請執行下列動作：

在 [主體名稱] 區段中，從 [類型] 下的下拉清單中選取 [常用名稱]，將 era server 輸入 [值] 欄
位，然後按一下 [新增]。CN=era server 將出現在右邊的資訊方塊中。如果您針對 ESET Management 代理
程式建立憑證要求，請在 [通訊名稱值] 欄位中輸入 era agent。

重要
常見名稱必須包含下列其中一個字串："server" 或 "agent"，視您要建立的憑證要求而定。
i)在 [替代名稱] 區段中，從 [類型] 下的下拉清單中選擇 DNS，並將 * (星號) 輸入至 [值] 欄位，

然後按一下 [新增] 按鈕。

重要
對於 ESMC 伺服器和所有代理程式，主旨替代名稱 (SAN) 應該定義為「DNS:*」。

j)在 [副檔名] 索引標籤中，按一下箭頭展開 [金鑰使用方法] 區段。從可用選項中新增下列選項：[數

位簽章]、[金鑰合約]、[金鑰編密]。取消選取 [令這些金鑰使用方法成為關鍵] 選項。

重要
請確保在 [金鑰使用方法] > [金鑰憑證簽署] 下選取這 3 個選項：
• 數位簽章
• 金鑰合約
• 金鑰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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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在 [私密金鑰] 索引標籤中，執行下列動作：

按一下箭頭展開 [密碼編譯服務提供者] 區段。會顯示所有密碼編譯服務提供者 (CSP)。確定只選取
[Microsoft RSA SChannel 密碼編譯提供者] (加密)。

注意
取消選取 [Microsoft RSA SChannel 密碼編譯提供者] (加密) 以外的所有其他 C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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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展開 [金鑰] [選項] 區段。在 [金鑰大小] 功能表中，設定至少 2048 的值。選取 [可匯出私密金

鑰]。
m)展開 [金鑰類型] 區段並選取 [交換]。按一下 [套用]，並檢查您的設定。
n)按一下 [確定]。將顯示憑證資訊。按一下 [下一步] 按鈕繼續。按一下 [瀏覽]，以選取用來儲存憑

證簽署要求 (CSR) 的位置。輸入檔案名稱，並確定選取 Base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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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按一下 [完成] 以產生 CSR。
3.若要匯入您的自訂憑證要求，請依照下列步驟：
a)開啟 [伺服器管理員]並按一下 [工具] > [憑證授權單位]。
b)在 [憑證授權單位 (本機)] 樹狀結構中，選取 [您的伺服器] (通常為 FQDN) > [內容]，然後選取

[原則模組] 索引標籤。按一下 [內容 並選取 [將憑證要求的狀態設定為擱置。系統管理員必須明確發
行憑證]。否則，這無法正常運作。如果您需要變更此設定，您必須重新啟動 Active Directory 憑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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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 [憑證授權單位] (本機) 樹狀結構中，選取 [您的伺服器] (通常為 FQDN) > [所有工作] > [提交

新要求...]，然後瀏覽至您先前在步驟 2 中產生的 CSR 檔案。
d)憑證將新增至 [擱置的要求] 下方。在右瀏覽窗格中選取 CSR。在 [動作] 功能表中，選取 [所有工
作] > [發出]。

293

4.將 [發出的自訂憑證] 匯出至 .tmp 檔案。
a)選取左窗格中的 [發出的憑證]。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您要匯出的憑證，然後按一下 [所有工作] > [匯

出二進位資料...]。
b)在 [匯出二進位資料] 對話方塊中，從下拉清單中選擇 [二進位檔案憑證]。在 [匯出] 選項中，按
一下 [將二進位資料儲存到檔案]，然後按一下 [確定]。

c)在 [儲存二進位資料] 對話方塊中，移動至您要儲存憑證的檔案位置，然後按一下 [儲存]。
5.匯入 .tmp 檔案。
a)移至 [憑證] (本機電腦) >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個人]，選取 [所有工作] > [匯入...]。
b)按一下 [下一步]。
c)使用 [瀏覽] 找出儲存的 .tmp 二進位檔案，然後按一下 [開啟]。選取 [將所有憑證放入以下的存

放區] > [個人]。按一下 [下一步]。
d)按一下 [完成] 匯入憑證。
6.將包括私密金鑰的憑證匯出至 .pfx 檔案。
a)在 [憑證] (本機電腦) 中展開 [個人]，然後按一下 [憑證]、選取您要匯出的新憑證、在 [動作]

功能表上指向 [所有工作] > [匯出...]
b)在 [憑證匯出精靈] 中，按一下 [是，匯出私密金鑰]。(只在私密金鑰標示為可匯出，而且您有私密
金鑰存取權時，此選項才會顯示。)
c)在 [匯出檔案格式] 下，選取 [Personal Information Exchange -PKCS #12 (.PFX)]、選取 [如果可能的
話，包含憑證路徑中的所有憑證] 核取方塊，再按一下 [下一步]。

294

d)[密碼]，輸入要加密您正要匯出的私密金鑰的密碼。在 [確認密碼] 中，再次輸入相同密碼，然後按

一下 [下一步]。

重要
憑證密碼不得包含下列字元：" \ 這些字元會在初始化代理程式期間造成嚴重錯誤。

295

e)[檔案名稱]，輸入 .pfx 檔案的名稱和路徑，而此檔案將儲存已匯出的憑證和私密金鑰。按一下 [下

一步]，然後按一下 [完成]。

注意
上面範例顯示如何建立 ESET Management 伺服器憑證。對 ESMC 伺服器憑證重複相同步驟。
您可以使用此憑證在 Web 主控台中簽署其他新憑證。
7.匯出憑證授權單位：
a)開啟 [伺服器管理員]並按一下 [工具] > [憑證授權單位]。
b)在 [憑證授權單位 (本機)] 樹狀結構中，選取 [您的伺服器] (通常為 FQDN) > [內容] > [一般]，

然後選取 [檢視憑證] 索引標籤。
c)在 [詳細資料] 索引標籤中按一下 [複製到檔案]。[憑證匯出精靈] 將會開啟。
d)在 [匯出檔案格式] 視窗中，選取 [DER 加密二進位檔案 X.509 (.CER)] 並按一下 [下一步]。
e)按一下 [瀏覽]，以選取用來儲存 .cer 檔案的位置並按一下 [下一步]。
f)按一下 [完成] 匯入憑證授權單位。

如需在 ESMC 中使用自訂憑證的逐步指示，請參閱下一章節。

296

如何搭配 ESMC 使用自訂憑證
接續上一章節；
1.將第三方憑證授權單位匯入至 ESMC Web Console。
2.在 ESMC Web Console 中設定新的自訂伺服器憑證。

重要
如果您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已經連接至 ESMC 伺服器，則套用原則以變更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自訂憑證：
1.開啟 ESMC Web Console。
2.按一下 [原則] > [新增]。輸入群組的名稱。
3.展開 [設定] 並從下拉式功能表選取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4.展開 [連線] 並按一下 [憑證] 旁邊的 [變更憑證]。
5.按一下 [自訂憑證] 並選取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自訂憑證。
6.輸入憑證密碼並按一下 [確定]。
7.將此原則指派給所有用戶端。

3.瀏覽至 [開始] > [程式和功能]、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然後選取 [變更]。
4.按一下 [下一步]，然後執行 [修復]。
5.讓伺服器主機及伺服器連接埠的設定保持不變，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6.按一下 [對等憑證] 旁邊的 [瀏覽] 並找到自訂 .pfx 憑證檔案。
7.輸入您在步驟 6 指定的憑證密碼。
8.按一下 [憑證授權單位] 旁邊的 [瀏覽]，然後選取從 Web 主控台匯出的 .der 檔案 (公開金鑰)。必

須是公開金鑰，且由自訂憑證簽署。
9.按一下 [下一步] 並完成修復。
10.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會使用自訂 .pfx 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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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到期的憑證 - 報告及更換
ESMC 可向您通知關於憑證或憑證授權單位即將到期的訊息。在 [通知] 索引標籤中 ESMC 憑證和 ESMC 憑
證授權單位都有預先定義的 [通知]。
若要啟動此功能，請按一下 [編輯通知]，並在發送區段中指定詳細資料，例如電子郵件地址或 SNMP 陷
阱。每個使用者僅能看到其家用群組中憑證的通知 (假設使用者已獲指派 [憑證] 的 [讀取] 權限)。

注意
請務必先在 [伺服器] 設定中配置 SMTP 連線設定。完成後，您可以編輯通知以新增「發送」
電子郵件地址。
如果電腦的憑證即將到期，其狀態資訊將會自動變更。狀態將會報告至儀表板、電腦清單、狀態概觀和憑證
索引標籤：

若要更換即將到期的憑證授權單位或憑證，請執行下列步驟：
1.建立具有新有效期限的新憑證授權單位 (如果舊憑證授權單位即將到期)，最好是將其設定為立即生

效。
2.在新憑證授權單位的有效期限內，為 ESMC 伺服器和其他元件 (代理程式/MDM) 建立新的對等憑證。
3.建立原則以設定新的對等憑證。請將這些原則套用至 ESMC 元件、MDM，以及您的網路中所有用戶端電

腦上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4.靜待新的憑證授權單位和對等憑證完成套用，以及用戶端完成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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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我們建議您等待 24 小時；您也可以查看所有 ESMC 元件 (代理程式/Proxy) 是否已至少複製
兩次。
5.更換 ESMC 伺服器設定中的 伺服器憑證，使用戶端能夠使用新的對等憑證進行驗證。
6.完成前述所有的步驟後，每個用戶端都會連線至 ESMC，且全都如預期般運作，這時請撤銷舊的對等憑

證，並刪除舊的憑證授權單位。

憑證授權單位
憑證授權單位可在 [憑證授權單位] 區段中列示及管理。如果您有多個憑證授權單位，您可以套用過濾器
進行排序。

注意
存取憑證授權單位及憑證，是使用與 [憑證] 功能相同的權限來進行。安裝期間建立的憑證
及權限，以及之後由管理員建立的憑證及權限，都內含在 [全部] 靜態群組中。如需存取權
限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權限清單。
按一下 [處理方法] 管理所選取的憑證授權單位：
•
•
•
•
•
•

新增 - 建立新的憑證授權單位
[標籤] - 編輯標籤 (指派、取消指派、建立、刪除)。
[刪除] - 刪除選取的憑證授權單位
匯入公用金鑰
匯出公用金鑰
[存取群組] - 憑證授權單位可以移至另一個群組，讓對此群組具有足夠權限的使用者可以使用它。

過濾器及配置自訂
您可以自訂目前的 Web Console 畫面檢視：
• 管理側邊面板及主要表格。
• 新增過濾器及過濾預設集。 您可以使用標籤來過濾顯示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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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如何將存取分為憑證與授權
如果管理員不想讓使用者 John 存取 ESMC 憑證授權單位，但需要他能夠使用憑證，管理員必
須遵循下列步驟：
1.建立新的靜態群組，稱為憑證。
2.建立新的權限集。
a.將此權限集命名為憑證的權限。
b.在 區段 [靜態群組] 中新增名為憑證的群組。
c.在 [功能] 區段中，選取 [憑證] 的 [寫入]。
d.在 [使用者] 區段中，按一下
[原生使用者] 並選取 John。
e.按一下 [完成] 來儲存權限集。
3.將 [全部] 群組中的憑證，移至新建立的 [憑證] 群組：
a.瀏覽至 [其他] > [對等憑證]。
b.選取您要移動的憑證旁的核取方塊
。
c.按一下 [動作] >
[存取群組]、選取 [憑證] 群組，然後按一下 [確定]。
現在，John 就能夠修改及使用移動的憑證。不過，憑證授權單位卻是安全地儲存在此使用者
所無法到達的位置。John 甚至將無法使用現有權限 (來自群組 [全部]) 來簽署任何憑證。

建立新的憑證授權單位
若要建立新的授權，請瀏覽至 [其他] > [憑證授權單位]，然後按一下頁面底部的 [動作] >

[新增]。

憑證授權單位
輸入憑證授權單位的 [說明] 並選取 [密碼]。此 [密碼] 應包含至少 12 個字元。

屬性 (主旨)
1.輸入憑證授權單位的 [常用名稱] (名稱)。請選取唯一名稱以區別多個憑證授權單位。或者，您可以

輸入與憑證授權單位有關的敘述性資訊。
2.輸入 [生效日] 和 [到期日] 的值以確保該憑證有效。

注意
• 對於在安裝 ESMC 元件期間建立的所有憑證和憑證授權單位，生效日的值會設定為在建立憑

證之前的 2 天。
• 對於在 ESMC Web Console 中建立的所有憑證和憑證授權單位，生效日的值會設定為在建立
憑證之前的 1 天。其原因是為了涵蓋受影響系統之間的所有可能的時間差異。
例如，在 2017 年1 月 12 日安裝期間建立的憑證授權單位和憑證，其預先定義的生效日值
將會為 2017 年 1 月 10 日 00:00:00，而在 2017 年1 月 12 日在 ESMC Web Console 中建
立的憑證授權單位和憑證，其預先定義的生效日值將會為 2017 年 1 月 11 日 00:00:00。
3.按一下 [儲存] 以儲存新的憑證授權單位。現在它將列於 [其他] > [憑證授權單位] 下方的憑證授權

單位清單中，並準備好可供使用。憑證授權單位會在建立該授權單位的使用者家用群組內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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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管理憑證授權單位，請在清單中選取憑證授權單位旁邊的 [核取方塊]，並使用內容功能表 (在憑證
授權單位上按一下滑鼠左鍵) 或頁面底部的 [動作] 按鈕。可用的選項為匯入公用金鑰和匯出公用金鑰或
編輯憑證授權單位。

匯出公用金鑰
若要匯入憑證授權單位，按一下 [其他] > [憑證授權單位]。

從憑證授權單位匯出公用金鑰：
1.在清單中選取您要使用的憑證授權單位，並勾選旁邊的核取方塊。
2.選取 [動作] > [匯出公用金鑰]。公用金鑰將匯出成 .der 檔。輸入公用金鑰名稱，並按一下 [儲

存]。

注意
如果您刪除預設 ESMC 憑證授權單位並建立新的憑證授權單位，它將無法正常運作。在取代
CA 之前，您需要建立和散佈新 CA 簽署的對等憑證。您也需要在 伺服器設定中變更伺服器憑
證，然後重新啟動 ESMC 伺服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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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憑證授權單位以 Base64 格式匯出公用金鑰：
1.在清單中選取您要使用的憑證授權單位，並勾選旁邊的核取方塊。
2.選取 [動作] > [以 Base64 匯出公用金鑰]。您也可以將以 Base64 編碼的憑證下載成檔案。

注意
若要匯出公用金鑰，使用者必須有 [憑證] 的 [使用]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存取權限
的完整清單。

匯入公用金鑰
若要匯入第三方憑證授權單位，按一下 [其他] > [憑證授權單位]。
1.按一下 [動作] 按鈕，然後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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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公用金鑰]。

2.選擇要上傳的檔案：按一下 [瀏覽] 並瀏覽到您要匯入的檔案。您只能匯入 .der 檔案。
3.輸入憑證的 [說明]，接著按一下 [匯入]。該 [憑證授權單位] 憑證現即成功匯入。

伺服器設定
在本節中，您可以為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伺服器本身配置特定設定。這些設定與「原則」類
似，但會直接套用到 ESMC 伺服器上。

連接
安全性管理中心連接埠 (需要重新啟動) - 這是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伺服器及代理程式之間
連線的連接埠。變更此選項需要重新啟動 ESMC 伺服器服務，變更才會生效。變更連接埠可能需要變更防
火牆設定。
Web Console 連接埠 (需要重新啟動) ESMCWeb Console 與 ESMC 伺服器之間連線的連接埠。變更連接埠
可能需要變更防火牆設定。
進階安全性 (需要重新啟動) - 此設定會啟用 ESMC 元件之網路通訊的進階安全性。
憑證 (需要重新啟動)- 您可以在這裡管理 ESMC 伺服器憑證。按一下 [變更憑證]，然後選取 ESMC 伺服
器所應使用的 ESMC 伺服器憑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對等憑證。

重要
這些變更需要重新啟動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Server 服務。如需指示，
請參閱我們的知識庫文章。

更新
更新間隔 - 收到更新的間隔。您可以選取定期間隔並配置設定，也可以使用 CRON 運算式。
更新伺服器 - 更新 ESMC 伺服器從中接收 ESET 產品版本與 ESMC 元件更新的伺服器。若要從映像更新
ESMC 7.2 (映像工具)，設定 era6 更新資料夾的完整位址 (取決於您的 HTTP 伺服器根位置)。例如：
http://your_server_address/mirror/eset_upd/era6

更新類型 - 選取您要接收的 ESMC 伺服器模組更新類型。您可以在 [說明] > [關於] 中找到目前版本之
已安裝 ESMC 伺服器模組。
定期更新
發佈前更新

延遲更新

會利用最少的網路流量，從 ESET 伺服器自動下載 ESMC 伺服器模組更新。預設設定。
這些更新經歷全面的內部測試，很快便可供一般大眾使用。您可以存取 ESMC 伺服器模組的最新更新，藉由啟用發佈前更新而從中獲益。在某些情況下，
發佈前更新有助於解決 ESMC 伺服器的問題。但是，發佈前更新可能不會一直保持穩定狀態，而且不應該用於生產伺服器，因為此類伺服器需要最大的可
用性及穩定性。發佈前更新僅適用於更新伺服器參數中定義的 AUTOSELECT。
此選項可從特殊更新伺服器進行更新，其會延遲數小時提供更新 (意即，資料庫在實際環境中測試，因此視為穩定)。這些伺服器與發佈前伺服器恰好相
反。延遲更新可將更新導致問題的風險降至最低。但是，如果關鍵 ESMC 伺服器元件必須透過更新機制而快速交付，延遲更新可能會造成負面影響。ESMC
伺服器模組的延遲更新僅適用於更新伺服器參數中定義的 AUTOSELECT。

進階設定
HTTP Proxy - 使用 Proxy 伺服器，以提升網路上用戶端的網際網路流量。如果您使用全方位安裝程式安裝
ESMC，預設會啟用 HTTP 代理伺服器。[HTTP Proxy] 設定不適用於與 Secure Authentication 伺服器 (2FA) 通
訊。
喚醒呼叫 - ESMC 伺服器可以透過 EPNS 在用戶端電腦上執行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即時複寫。當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連線至 ESMC 伺服器時，若您不想要等待規律的間隔，此設定很有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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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立即對用戶端執行工作，或者想要立即套用原則。
網路喚醒 - 如果您想要將網路喚醒呼叫傳送到一或多個 IP 位址，請設定 [多點傳送位址]。
SMTP 伺服器 - 使用 SMTP 伺服器，讓 ESMC 伺服器傳送電子郵件訊息 (例如，電子郵件通知或報告)。
請指定 SMTP 伺服器的詳細資料。
Active Directory - 您可以預先設定 AD 設定。ESMC 會在 Active Directory 同步化工作中預設會使用的 AD 設
定 (使用者同步化、靜態群組同步化)。如果工作配置中的相關欄位保留空白，ESMC 會使用預先設定的認證。
使用唯讀 AD 使用者，ESMC 不會對 AD 結構進行任何變更。
如果您是在 Linux 上執行 ESMC 伺服器 (或虛擬設備)，您需要適當地設定 Kerberos 配置檔。您可以將
Kerberos 設定為與多個網域同步化。
如果 ESMC 伺服器是在連線到網域的 Windows 機器上執行，只有 [主機] 欄位是必要欄位。如果網域是值
得信任的，則可同步化多個網域。
• 主機 - 輸入伺服器名稱或網域控制站的 IP 位址。
• 使用者名稱 - 以下列格式輸入網域控制站的使用者名稱：
oDOMAIN\username (在 Windows 上執行的 ESMC 伺服器)
ousername@FULL.DOMAIN.NAME 或 username (在 Linux 上執行的 ESMC 伺服器)。

重要
請務必以大寫字母輸入網域；需要此格式，才能正確地驗證 Active Directory 伺服器的查詢。
• [密碼] - 輸入用來登入網域控制站的密碼。
• 根目錄容器 - 輸入 AD 容器的完整識別碼，例如：CN=John,CN=Users,DC=Corp。其會作為預先設定

的識別名稱。我們建議您從伺服器工作複製和貼上此值，以確定您具有正確的值 (選取之後，從 [識別
名稱] 欄位複製值)。

重要
ESMC 伺服器 7.2 (在 Windows 上) 依預設對所有 Active Directory (AD) 連線使用 LDAPS (用於
SSL 的 LDAP) 通訊協定。您還可以在 ESMC 虛擬設備上配置 LDAPS。
如果要將 Windows 上較早的 ESMC 版本升級到 ESMC 7.2，且您之前使用 Active Directory 同步化，
則同步化工作將在 ESMC 7.2 中失敗。
若要使 AD 成功連線到 LDAPS，請配置以下內容：
1.網域控制站必須已安裝機器憑證。若要為您的網域控制站頒發憑證，請遵循以下步驟：
a)開啟 [伺服器管理員]，按一下 [管理] > [新增角色和功能]，然後安裝 [Active Directory 憑
證服務] > [憑證授權單位]。將在受信任的根憑證授權單位中建立新的憑證授權單位。
b)瀏覽到 [開始] > 輸入 certmgr.msc 並按 Enter 以執行 [憑證] Microsoft Management
Console 嵌入式管理單元 > [憑證 - 本機電腦] > [個人] > 滑鼠右鍵按一下空窗格 > [所有
工作] > [請求新的憑證] > [註冊網域控制站]角色。
c)驗證頒發的憑證是否包含 FQDN 網域控制站的憑證。
d)在您的 ESMC 伺服器上，將產生的 CA (使用 certmgr.msc 工具) 匯入到憑證存放區受信任
的 CA 資料夾。
2.向 AD 伺服器提供連線設定時，請在 [伺服器] 或 [主機] 欄位中輸入網域控制站的 FQDN

(如網域控制站證書中所提供)。IP 位址不再足夠 LDAPS 使用。
若要啟用備用到 LDAP 通訊協定，請選取在靜態群組同步或使用者同步工作中的 [使用 LDAP
而非 Active Directory] 核取方塊。
系統日誌伺服器 - 您可以使 ESMC 將通知及事件訊息，傳送至系統日誌伺服器。此外，您也可以從用戶端
電腦的 ESET 安全性產品匯出防護記錄，並將其傳送至系統日誌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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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群組 - 讓找到的電腦自動配對於靜態群組中已存在的電腦。配對工作由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針對已回報的主機名稱執行，且若為不可信任的項目，則應將其停用。如果配對失敗，便會將電腦放置於
「失物招領」群組。
存放庫 - 儲存所有安裝檔案的存放庫位置。

重要
• 預設 ESET 存放庫設定為 AUTOSELECT (其指向：http://repository.eset.com/v1)。會依據

ESMC 伺服器的地理位置 (IP 位址) (使用 CDN - 內容傳遞網路)，利用最佳連線來判定存放庫
伺服器。因此，您不需要變更存放庫設定。
• 您也可以設定僅使用 ESET 伺服器的存放庫：http://repositorynocdn.eset.com/v1
• 切勿使用 IP 位址來存取 ESET 存放庫。
• 可以建立及使用離線存放庫。
診斷 - 啟用或停用為了改善客戶體驗，將損毀報告提交到 ESET 的功能。
記錄 - 設定防護記錄詳細程度，以決定將收集和記錄的資訊層級 - 從 [追蹤] (資訊) 到 [重大] (最重
要的資訊)。
最新的 ESMC 伺服器防護記錄檔案位於下列位置：
• Windows：C:\ProgramData\ESET\RemoteAdministrator\Server\EraServerApplicationData\Logs
• Linux：/var/log/eset/RemoteAdministrator/Server/

您可以在這裡設定將防護記錄匯出至系統日誌。
資料庫清除 - 為了防止資料庫超載，您可以使用此選項定期清除記錄。資料庫清除會刪除這些類型的記
錄檔：SysInspector 防護記錄、診斷防護記錄、不再繼續收集的防護記錄 (來自移除裝置的防護記錄、來自
移除報告範本的防護記錄)。依預設，資料庫清除程序會於每晚午夜執行。對於此設定的變更會於下一次
清除時生效。您可以針對下列類型的防護記錄設定清除間隔：
防護記錄類型 防護記錄類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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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防護記錄 高嚴重性的偵測防護記錄。
請參閱防護記錄清單。
事件防護記錄
ActiveThreats
BlockedFiles
EESEvent_
EnterpriseInspectorAlert
Firewall_
FirewallAgregated
Functionality_Computer
Functionality_ProblemsDetails
Functionality_Product
Functionality_Products
Hips_
Quarantine_UploadedFile
Scan
Spam_
SubmittedFiles
SysInspector_SysInspector
Threat
ThreatsFlag
ThreatsMute
ThreatsMute2
WebControl_Link
管理防護記錄 服務品質相關資料。
請參閱記錄檔清單。
管理防護記錄
審查防護記錄 審查防護記錄報告。
請參閱防護記錄清單

審查防護記錄

監視防護記錄 Web 控制防護記錄、裝置控
制防護記錄、低嚴重性的
HIPS 防護記錄。
請參閱防護記錄清單。
監視防護記錄
每天會清除診斷防護記錄。使用者無法變更清除間隔。
診斷防護記錄
Diagnostics_DeviceControl_Device
Diagnostics_DiagnosticZip
Diagnostics_Firewall
Diagnostics_Hips
Diagnostics_Spam
Diagnostics_WebControl_Link
Performance_DiskIO
Performance_Machine
Performance_Memory
Performance_NetworkIO
Performance_Proc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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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防護記錄清單。

Performance_User

重要
在資料庫清除期間，也會刪除偵測中與已清除事件防護記錄相對應的項目 (無論偵測狀態為
何)。依預設，事件防護記錄 (及偵測) 的清除期間設定為 6 個月。您可以在伺服器設定中
變更間隔。
自訂
自訂 UI - 可將自訂標誌新增至 ESMC Web Console 及透過伺服器工作產生的報告。
• 無 - 基本設計，沒有自訂標誌
• 品牌連盟 - 允許 Web Console 的自訂標誌，並置於報告的註腳
• 白色標籤 (需要 MSP 授權) - 允許 Web Console 的自訂標誌，並置於報告的註腳或檔頭

公司標誌
• 深色背景標誌 (Web Console 檔頭) - 此標誌將顯示在 Web Console 的左上角。
• 淺色背景標誌 - 此標誌將顯示在透過伺服器工作所產生的報告檔頭 (適用於 MSP 授權擁有者) 或註

腳 (品牌連盟設定)。
按一下

以選取標誌。按一下

以下載目前標誌。按一下

以移除目前標誌。

報告與通知
• 自訂報告 - 可讓此選項在報告中使用選取的標誌，及/或新增註腳文字。
• 報告註腳文字 - 輸入將新增至以 PDF 格式產生的報告右下角。

重要
自訂標誌無法與自訂註腳文字一起使用。標誌具有與註腳文字相同的位置。如果同時使用標
誌及註腳，只會看到標誌。使用 [白色標籤] 設定時，自訂標誌將出現在報告的左上角；較
小的由 ESET 提供 標誌會放置在右下角，而不是註腳文字。

進階安全性
開啟進階安全性，針對 ESMC 元件的網路通訊啟用此設定。
進階安全性包含這些功能：
• 新建立的憑證及憑證授權單位會使用 SHA-256 (而非 SHA-1)。若要在現有 ESMC 基礎架構中套用進階安全

性，您需要取代現有的憑證。
• ESMC 伺服器會使用 TLS 1.2 來與代理程式通訊。
• 啟用的進階安全性會強制使用 TLS 1.2 進行系統日誌與 SMTP 通訊。

重要
• 啟用進階安全性時，您需要重新啟動 ESMC 伺服器，才能開始使用此功能。
• 進階安全性不會影響現有的 CA 及憑證，只有在啟用進階安全性之後，才能建立新的 CA 及

憑證。
• 如果您想要使用進階安全性，我們強烈建議您先將之設定好，然後再匯入 MSP 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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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相容性需求包括下列各項：
• Windows：Windows XP 及更新版本、Windows Server 2003 及更新版本。

注意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7.x 包含專屬的 SSL 模組，即使使用舊版作業系統 (Windows XP 及
Windows Server 2003) 也可啟用 TLS 1.2。
• Linux:Ubuntu 12.04 及更新版本、RHEL/CentOS 6 及更新版本、Debian 7.0 及更新版本。

重要
最低支援的 OpenSSL for Linux 版本為 openssl-1.0.1e-30。我們建議您使用最新的 OpenSSL 版本
(1.1.1)。您可以使用下列命令來檢查 Linux 用戶端是否相容：
openssl s_client -connect google.com:443 -tls1_2
• OS X 10.9 及更新版本。

如何在您的網路上啟用及套用進階安全性
啟用此功能之前，確定所有用戶端電腦都可以透過 TLS 1.2 通訊 (請參閱以上附註)。此程序包含兩次重新
啟動 ESMC 伺服器服務。
遵循此程序以啟用及套用進階安全性：
1.瀏覽至 [其他] > [伺服器設定] > [連線]，然後按一下 [進階安全性 (需要重新啟動!)] 旁的滑桿。
2.按一下 [儲存] 套用設定。
3.關閉主控台並重新啟動 ESMC 伺服器服務。
4.請在服務啟動後稍候幾分鐘，然後登入 Web 主控台。
5.檢查所有電腦是否仍然連線中，而且沒有其他問題發生。
6.請瀏覽至 [其他] > [憑證授權單位] > [新增]，然後建立新的 CA。新的 CA 會在下一次代理程式與伺服

器連線期間，自動傳送至所有用戶端電腦。
7.建立新的對等憑證 (以此新 CA 簽署)。為代理程式和伺服器建立憑證 (您可以在精靈中的 [產品] 下

拉式功能表中選取)。
8.將您目前的 ESMC 伺服器憑證變更為新憑證。
9.建立新的 ESET Management代理程式原則，將您的代理程式設定為使用新的代理程式憑證。
a.在 [連線] 區段中，按一下 [憑證] > [開啟憑證清單]，然後選取新的對等憑證。
b.將原則指派給您要使用進階安全性的電腦。
c.按一下 [完成] 即可套用。
10. 當所有裝置都與新憑證連線時，您可以刪除舊 CA 並撤銷舊憑證。

重要
如果您只在某些 (而非全部) 連線的用戶端電腦上套用 [進階安全性]，請勿刪除舊 CA 或撤
銷舊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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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安裝 MDM 之系統上的進階安全性
此設定只會影響 ESMC 伺服器與 MDM 伺服器之間的通訊。MDM 伺服器與行動裝置之間的通訊不受影響。
若要將進階安全性套用至 MDM 元件，請建立由新的 CA 所簽署的新 MDM 和 Proxy 憑證，並透過原則將這
些憑證指派給 MDM 伺服器，如下所示：
• ESET 行動裝置連接器原則 > 一般 > HTTPS 憑證。匯入新的 MDM 憑證。
• ESET Mobile Device Connector 原則 > 連線 > 憑證 = Proxy 憑證。

SMTP 伺服器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可以自動傳送電子郵件報告和通知。啟用 [使用 SMTP 伺服器]，瀏覽至
[其他] > [伺服器設定] > [進階設定] > [SMTP 伺服器]，然後指定下列項目：
• [主機] - SMTP 伺服器的主機名稱或 IP 位址。
• [連接埠] - SMTP 預設會使用連接埠 25，但如果 SMTP 伺服器使用不同的連接埠，您可以變更它。
• [使用者名稱] - 如果 SMTP 伺服器需要驗證，請指定 SMTP 使用者帳戶名稱 (不包含網域，因為如此

一來將無法運作)。
• [密碼] - 與 SMTP 使用者帳戶相關聯的密碼。
• [連線安全性類型] - 指定連線類型，預設值為 [不安全]，但如果 SMTP 伺服器允許安全連線，請選
擇 TLS 或 STARTTLS。如果想要使您的連線更安全，最好選擇使用 STARTTLS 或 SSL/TLS 延伸，其會運用個
別連接埠進行加密通訊。
• [驗證類型] - 預設值會設為 [無驗證]，不過，您可以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適當的驗證類型 (例如登
入、CRAM-MD5、CRAM-SHA1、SCRAM-SHA1、NTLM 或自動)。
• [寄件者地址] - 指定將在通知電子郵件檔頭顯示的寄件者地址 (寄件者：)。
• [測試 SMTP 伺服器] - 這是用來確定 SMTP 設定正確。按下 [傳送測試電子郵件] 按鈕，快顯視窗即
會開啟。輸入收件者的電子郵件地址，然後測試電子郵件訊息將透過 SMTP 伺服器傳送至此地址。檢查
收件者的信箱，確認已遞送測試電子郵件。

範例
如果您有 Gmail 帳戶，則可以使用 Gmail 作為
SMTP 伺服器。請使用下列設定：
設定
值
使用 SMTP 伺服器 真
smtp.gmail.com
主機
連接埠
465 (TLS) 或 587 (STARTTLS)
使用者名稱
您的 Gmail 地址
密碼
您的 Gmail 密碼
連線安全類型
TLS 或 STARTTLS
Automatic
驗證類型
寄件者地址
您的 Gmail 地址
如果電子郵件傳送失敗，可能需要在 Gmail 帳戶
中允許較少的安全性應用程式，或者解鎖您的
Gmail 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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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配對找到的電腦
如果 ESMC 中有相同的電腦出現了多個實例 (例如，如果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重新安裝在已受管理
的用戶端電腦上)，[自動配對找到的電腦] 功能即會加以處理，並將這些實例配成一對。如此，即應無須
手動驗證及排序找到的電腦。
配對工作由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針對已回報的主機名稱執行，對於不可信任的項目，建議您停用
[自動配對找到的電腦]。若配對失敗，便會將電腦放置於 [失物招領] 群組中。其概念是，每當有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重新安裝於已受管理的電腦時，該電腦即會自動進行配對而正確放入 ESMC 中，不
需要您手動操作。此外，新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也將立即取得其原則和工作。
• 此功能停用時，應放入 [失物招領] 群組中的電腦，將會與在 ESMC 樹狀目錄中任一處找到的第一個

未受管理電腦 (版面配置區，圓圈圖示) 配對。如果沒有任何同名的版面配置區，電腦將會放入 [失物
招領] 中。
• 此功能啟用 (預設值) 時，應放入 [失物招領] 中的電腦，將會與在 ESMC 樹狀目錄中任一處找到的第
一個未受管理電腦 (版面配置區，圓圈圖示) 配對。如果沒有任何同名的版面配置區，電腦將會與在
ESMC 樹狀目錄中任一處找到的第一個受管理電腦 (警示或勾號圖示) 配對。若此配對也失敗，電腦將
會放入 [失物招領] 中。

注意
若您認為不需要使用自動配對，請加以停用。您一律可以手動驗證及排序電腦。

系統日誌伺服器
如果您的網路中有一個正在執行的系統日誌伺服器，您可以配置 ESMC 伺服器以將通知傳送至系統日誌伺
服器。您也可以啟用將防護記錄匯出為系統日誌，以便從執行 ESET Endpoint Security 的用戶端電腦接收某
些事件 (偵測事件、防火牆彙總事件、HIPS 彙總事件等)。
若要啟用系統日誌伺服器：
1.瀏覽至 [更多] > [伺服器設定] > [進階設定] > [系統日誌伺服器]，然後按一下 [使用系統日誌伺服

器] 旁的滑動橫槓。
2.指定下列必要設定：
a.[主機] (系統日誌訊息目標的 IP 位址或主機名稱)
b.[連接埠] 號碼 (預設值為 514)。
c.防護記錄的 [格式]：[BSD] (規格)、[系統日誌] (規格)
d.[傳輸] 通訊協定，用於將訊息傳送至系統日誌 ([UDP]、[TCP]、[TLS])

在進行變更之後，請按一下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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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系統會固定寫入一般的應用程式防護記錄檔案。系統日誌僅作為匯出某些非同步事件 (例如
通知或各種用戶端電腦事件) 的媒體。

將防護記錄匯出為系統日誌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可以匯出特定的防護記錄/事件，並將它們傳送至您的系統日誌伺服器。
下列防護記錄類別中的事件將匯出至系統日誌伺服器：偵測、防火牆、HIPS、審查及 Enterprise Inspector。事
件會在任何執行 ESET 產品 (例如 ESET Endpoint Security) 的受管理用戶端電腦上產生。任何安全性資訊和
事件管理 (SIEM) 解決方案都可以從系統日誌伺服器匯入事件，因此可處理這些事件。事件會由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寫入系統日誌伺服器。
1.若要啟用系統日誌伺服器，請按一下 [其他] > [伺服器設定] >[進階設定] > [系統日誌伺服器] > [使

用系統日誌伺服器]。
2.若要啟用匯出，請按一下 [其他] > [伺服器設定] > [進階設定] > [記錄] > [將防護記錄匯出為系統日
誌]。
3.為事件訊息選擇下列其中一種格式：
a.JSON (JavaScript 物件標記法)
b.LEEF (防護記錄事件延伸格式) - IBM 應用程式 QRadar 所使用的格式。

匯出為 LEEF 格式的事件
LEEF 格式是適用於 IBM® Security QRadar® 的自訂事件格式。事件有標準與自訂屬性。ESMC 會使用某些在官
方 IBM 文件內所述的標準屬性。自訂屬性與 JSON 格式的屬性相同。事件會分為五個類別：
• 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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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牆
• HIPS
• 審查
• Enterprise Inspector 警告

注意
您可以在官方 IBM 網站找到關於 Log Event Extended Format (LEEF) 詳細資訊。

匯出為 JSON 格式的事件
JSON 是適用於資料交換的輕量型格式。此格式是以名稱/值對的集合和值順序清單為基礎而建立。

匯出的事件
本節針對所有匯出事件的屬性詳細說明其格式及意義。事件訊息為 JSON 物件格式，其中包含一些必要及
選用的金鑰。每個匯出事件都包含下列金鑰：
event_type 字串

ipv4

字串 選
用
ipv6
字串 選
用
source_uuid 字串
occurred
字串
severity
字串

匯出事件的類型： Audit_Event; EnterpriseInspectorAlert_Event; BlockedFiles_Event;
FilteredWebsites_Event; Threat_Event; FirewallAggregated_Event;
HipsAggregated_Event.
產生事件的電腦 IPv4 位址。
產生事件的電腦 IPv6 位址。
產生事件之電腦的 UUID。
事件發生的 UTC 時間。格式為 %d-%b-%Y %H:%M:%S
事件的嚴重性。可能的值 (從最不嚴重到最嚴重) 為：資訊通知警告錯誤
CriticalFatal

根據 event_type 的自訂金鑰：

1. ThreatEvent
受管理端點產生的所有偵測事件都會轉送到系統日誌。偵測事件特定金鑰：
threat_type
threat_name
threat_flags
scanner_id
scan_id
engine_version
object_type
object_uri
action_taken
action_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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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 選用
字串 選用
字串 選用
字串 選用
字串 選用
字串 選用
字串 選用
字串 選用
字串 選用
字串 選用

偵測類型
偵測名稱
偵測相關旗標
掃描器 ID
掃描 ID
掃描引擎的版本
此事件的相關物件類型
物件 URI
端點採取的動作
「動作」不成功時產生的錯誤訊息

threat_type 字串 選用
threat_handled bool 選用
need_restart bool 選用
username
字串 選用
processname 字串 選用
circumstances 字串 選用
hash
字串 選用
firstseen
字串 選用

偵測類型
表示是否已處理偵測
是否需要重新啟動
與事件相關的使用者帳戶
與事件相關的程序名稱
事件發生原因的簡短說明
(偵測) 資料流的 SHA1 雜湊。
在該機器上第一次找到偵測的時間和日期。視防護記錄輸出格式 (firstseen 或
JSON) 而定，ESMC 會對 LEEF 屬性 (和任何其他日期時間屬性) 使用不同的日
期時間格式:
• JSON 格式: "%d-%b-%Y %H:%M:%S"
• LEEF 格式:"%b %d %Y %H:%M:%S"

2. FirewallAggregated_Event
管理 ESET Management Agent 會彙總 ESET 個人防火牆產生的事件防護記錄，以避免浪費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ESMC 伺服器複製期間的頻寬。防火牆事件特定金鑰：
event
字串 選用
事件名稱
source_address
字串 選用 事件來源的位址
source_address_type 字串 選用 事件來源的位址類型
source_port
數字 選用 事件來源的連接埠
target_address
字串 選用 事件目的地的位址
target_address_type 字串 選用 事件目的地的位址類型
target_port
數字 選用 事件目的地的連接埠
protocol
字串 選用 通訊協定
account
字串 選用 與事件相關的使用者帳戶
process_name
字串 選用 與事件相關的程序名稱
rule_name
字串 選用 規則名稱
rule_id
字串 選用 規則 ID
inbound
bool 選用 連線是否為外來連線
threat_name
字串 選用 偵測名稱
aggregate_count
數字 選用 介於 ESMC 伺服器和管理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兩個連續複製間，
端點所產生的相同訊息數

3. HIPSAggregated_Event
來自主機入侵預防系統的事件過先依[嚴重性]進行過濾，然後再傳送為系統日誌訊息。只有 [嚴重性] 層
級為錯誤、嚴重和重大的事件才會傳送至系統日誌。HIPS 特定屬性如下所示：
application 字串 選用
應用程式名稱
operation
字串 選用 作業
target
字串 選用 目標
action
字串 選用 處理方法
rule_name
字串 選用 規則名稱
rule_id
字串 選用 規則 ID
aggregate_count 數字 選用 介於 ESMC 伺服器和管理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的兩個連續複製間，端點
所產生的相同訊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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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udit_Event
ESMC 會將伺服器的內部審查記錄檔訊息轉寄至 Syslog。特定屬性如下所示：
domain 字串 選用
審查記錄檔網域
action 字串 選用 採取處理方法
target 字串 選用 目標處理方法會運作於
detail 字串 選用 處理方法的詳細說明。
user
字串 選用 有關的安全性使用者
result 字串 選用 處理方法的結果

5. EnterpriseInspectorAlert_Event
ESMC 會將警示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轉寄至系統日誌。特定屬性如下所示：
processname 字串 選用
造成此警示的程序名稱
username
字串 選用 程序擁有者
rulename
字串 選用 觸發此警示的規則名稱
count
數字 選用 自上次警示起產生的此類型警示數量
hash
字串 選用 警示的 SHA1 雜湊
eiconsolelink 字串 選用 在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主控台中連結到警示
eialarmid
字串 選用 警示連結的 ID 子部分 (^http.*/alarm/([0-9]+)$ 中的 $1)

6. BlockedFiles_Event
ESMC 將 ESET Enterprise Inspector 封鎖的檔案轉寄至系統日誌。特定屬性如下所示：
hostname
字串 選用 包含事件的電腦的主機名稱
processname 字串 選用 與事件相關的程序名稱
username
字串 選用 與事件相關的使用者帳戶
resolved
bool 選用 表示是否已處理封鎖的檔案
hash
字串 選用 封鎖的檔案 SHA1 雜湊
object_uri 字串 選用 物件 URI
action
字串 選用 已採取行動
firstseen
字串 選用 在該電腦上首次發現偵測的時間和日期 (日期和時間格式)。
cause
字串 選用
description 字串 選用 封鎖的檔案描述

7. FilteredWebsites_Event
ESMC 將已過濾的網站 (Web 防護偵測) 轉寄至系統日誌。特定屬性如下所示：
hostname
processname
username
resolved
hash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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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 選用 包含事件的電腦的主機名稱
字串 選用 與事件相關的程序名稱
字串 選用 與事件相關的使用者帳戶
bool 選用 表示是否已處理事件
字串 選用 已過濾物件的 SHA1 雜湊
字串 選用 事件類型

rule_id
字串 選用 規則 ID
action_taken
字串 選用 已採取行動
scanner_id
字串 選用 掃描器 ID
object_uri
字串 選用 物件 URI
target_address
字串 選用 事件目的地的位址
target_address_type 字串 選用 事件目的地的位址類型 25769803777 = IPv4; 25769803778 = IPv6)

匯入 CSV
可使用具有正確結構的自訂 .csv 檔案完成匯入清單的作業。此功能可在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使用者介面之間的各個功能表使用。根據應該匯入的內容，直欄會隨之變更。
1.按一下 [匯入 CSV]。
2.上傳 - 按一下 [選擇檔案]，並瀏覽至您要上傳的 .csv 檔案，然後按一下 [上傳]。
3.[分隔符號] - 分隔符號是一種用來分隔字串的字元。選取適當的分隔符號 (分號、逗號、空格、跳格、
點、垂直線)，以比對 .csv 檔案使用的內容。如果 .csv 檔案使用不同字元作為分隔符號，請選取
[其他] 旁邊的核取方塊並輸入字元。資料預覽顯示 .csv 檔案的內容，可協助您識別用來分隔字串的

分隔符號類型。
4.欄對應 - 一旦上傳並剖析了 .csv 檔案，您就可以將匯入 .csv 檔案的每個所需直欄對應到表格中
顯示的 ESMC 直欄。使用下拉式清單，選取哪個 [CSV 欄] 應該與特定 ESMC 欄相關聯。如果 .csv 檔
案沒有檔頭列，請取消選取 [CSV 的第一行包含標題]。
5.請查看 [表格預覽]，以確定已正確設定欄對應，而且匯入作業將依您想要的方式運作。
6.一旦順利對應了每一欄，而且表格預覽看起來正確，請按一下 [匯入] 以開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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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受管理服務提供者的 ESMC
誰是 MSP
縮寫 MSP 代表「受管理服務提供者」。MSP 使用者通常會為其客戶提供 IT 服務，例如管理安全性產品 (例
如，ESET Endpoint Antivirus)。MSP 使用者有不同需要和方法來使用 ESMC 企業或 SMB 使用者。請參閱建議的
MSP 部署方案。有關 ESET MSP 程式的詳細資訊，請聯絡當地 ESET 合作夥伴或訪問 ESET 管理服務提供者
計畫頁面。

MSP 中實體的結構

• 經銷商- 經銷商是 ESET 合作夥伴和 MSP 或 MSP 管理員合作夥伴。
• MSP 管理員 - 管理多個 MSP 公司。MSP 管理員也有直接客戶。
• MSP - 此指南的目標對象。MSP 會為其客戶提供服務。例如，MSP：遠端管理客戶的電腦、安裝和管理

ESET 產品。
• 受管理 MSP - 類似於 MSP，但受管理 MSP 是由 MSP 管理員管理。
• 客戶 - ESET 產品授權的使用者。客戶不應該與 ESET 產品互動。

MSP 環境特定事項
MSP 商業模型會使用不同於企業或 SMB 的基礎架構設定。在 MSP 環境中，客戶通常會位於 MSP 公司網路
外部。ESMC 伺服器本身通常也可能託管於 MSP 公司外部。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需要透過公用網際網
路直接連線至 ESMC 伺服器。適用於 MSP 的 ESMC 伺服器建議設定：
• 託管於公用雲端。
• 託管於 MSP 的私人網路。 (您需要開啟特定連接埠，才能從網際網路看見 ESMC)
• 託管於 MSP 私人網路。(使用 HTTP Proxy 從網際網路轉送連線，如果無法直接看到伺服器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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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設定
• 集中設定 - 客戶會透過網際網路存取 ESMC 伺服器。ESMC Web 主控台僅能從 MSP 公司網路存取。

• 分散設定 - 客戶會透過網際網路存取 ESMC 伺服器。ESMC Web 主控台可透過網際網路存取 MSP。如果

您讓 Web 主控台可從網際網路存取，請確定您已啟用 2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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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ERA 6.5 和 ESMC 7.x 遷移
如果您已經先使用 MSP 授權，然後再安裝 ESMC 7.2，則在您將 ESMC 伺服器升級至第 7.2 版之後，MSP 樹
狀結構便會同步化。 您所有的靜態和動態群組會保持不變，而且也會為您設定新的 MSP 樹狀結構。您不
一定要使用新的 MSP 樹狀結構。但是，建議您將裝置及群組移轉 (移動) 到新 MSP 樹狀結構。

與 EMA 1 同步化
ESMC MSP 功能不適用於 EMA 1 帳戶。您僅能使用 Security Admin 帳戶 (與 ERA 6.x 相同)，從 EMA 1 帳戶
匯入授權。

MSP 使用者的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新功
能
ESMC 7.2 提供一組著重於 MSP 使用者的改進功能。 在您將 EMA 2 帳戶匯入 ESMC 之後，所有 MSP 相關功
能都會啟用。

客戶設定精靈
ESMC . 中的重要 MSP 功能是 MSP 客戶設定。 此功能可協助您為客戶建立使用者及自訂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安裝程式。
MSP 樹狀結構
匯入 EMA 2 帳戶之後，ESMC 會與 ESET MSP 入口網站 (EMA 2) 同步化並建立 MSP 樹狀結
構。MSP 樹狀結構是 [電腦] 功能表中的結構，這會代表 EMA 2 帳戶中的公司結構。MSP
樹狀結構中的項目會使用與標準 ESMC 裝置及群組以外的不同圖示。您無法修改 MSP 樹
狀結構的結構。僅有當您從授權管理移除 EMA 2 帳戶之後，您才能開始從樹狀結構編輯
和移除客戶。將 EMA 2 中的公司暫停並不會從 ESMC 中的 MSP 樹狀結構移除該公司。

共用的物件群組
同步化 MSP 帳戶之後，ESMC 會建立 MSP 樹狀結構。每個 MSP 和 MSP 管理員都有一個 [共用的物件] 靜
態群組。MSP 可以透過 [共用物件] 群組來共用原則及工作等物件。
使用公司設定精靈建立的每個 MSP 都具有使用者之上所有 [共用物件] 群組的讀取和使用存取權限。您可
以檢查指派給使用者的權限集，以檢視存取群組的清單。使用者可以僅存取上游 [共用的物件] 群組，而
不是來自平行 MSP 管理員的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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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MC 憑證及 MSP
當您在 ESMC 中匯入 EMA 2 帳戶，您的 ESMC 伺服器會建立新的 MSP 憑證授權單位 (CA)。MSP CA 已儲存在
MSP 根群組之下的 [共用的物件] 靜態群組。只有一個 MSP CA，即使您匯入多個帳戶亦然。如果您移除
MSP CA，在下一次與授權伺服器同步化之後，ESMC 會建立新的 MSP CA。同步化會每天自動執行一次。
使用客戶設定精靈設定公司之後，ESMC 會建立新的對等代理程式憑證。MSP CA 會簽署這些對等憑證。每個
憑證都會的標籤都會加註公司名稱。為每個公司建立個別憑證可改善整體安全性。

重要
如果您想要使用進階安全性，我們強烈建議您先將之設定好，然後再匯入 MSP 帳戶。
如果您移除 CA，使用該 CA 所簽署憑證的所有電腦都無法再連線至 ESMC 伺服器。必須手動重新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狀態概觀中的 MSP
匯入 EMA 2 帳戶之後，您就能存取 [狀態概觀] 中的新 MSP 動態磚。MSP 動態磚會顯示關於您帳戶的基本
資訊。

MSP 的部署程序
如果您尚未安裝 ESMC，我們建議您使用 Windows All in one 安裝程式並依照安裝指南，同時將下列建議列入
考量：
• 請勿選擇安裝 Apache HTTP Proxy 的選項。您的客戶會直接連絡 ESET 伺服器 (以取得下載、啟動、更

新)。較大型的客戶可能已經有其本機 HTTP Proxy 解決方案。您可以稍後再設定。
• ESMC 伺服器也必須連線至 ESET 伺服器 (以便與 EMA 2、下載更新及其他同步化)。
安裝 ESMC 伺服器之後，請依照下列程序：
1.確定您有合格的 EMA 2 帳戶。使用至少一個授權建立客戶。您也可以使用現有客戶。
2.將您的 EMA 2 帳戶匯入 ESMC。
3.完成 MSP 客戶設定。當系統出現提示時，選取僅限代理程式安裝程式。
4.在本機或遠端散佈及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安裝程式。
5.安裝 ESET 安全性產品及設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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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配置是 MSP 客戶註冊程序的高階說明。

本機部署代理程式
本機部署僅限代理程式安裝程式
僅限代理程式安裝程式是一項指令碼 (.bat 適用於 Windows，而 .sh 適用於 Linux 與 macOS)，其中包含
用戶端機器下載和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需要的所有必要資訊。如果您要在 Linux 機器上進行安
裝，請確定機器符合先決條件。
您可以在本機執行安裝程式，或是從卸除式媒體 (例如，USB 隨身碟) 執行。

重要
• 用戶端電腦必須具有網際網路連線，才能下載代理程式安裝套件。
• 確定用戶端機器與網際網路連線，而且可連線至 ESMC 伺服器。

您可以手動編輯指令碼，視需要調整特定設定。 我們僅向進階使用者建議此項。
全方位安裝程式的本機部署
全方位安裝程式包含您選擇的 ESET 安全性產品及預先配置的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安裝程式。 確定
用戶端機器與網際網路連線，而且可連線至 ESMC 伺服器。
請參閱安裝程式手冊以取得詳細指示。

遠端部署代理程式
遠端部署僅限代理程式安裝程式
僅限代理程式安裝程式是一項指令碼 (.bat 適用於 Windows，而 .sh 適用於 Linux 與 macOS)，其中包含
用戶端機器下載和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需要的所有必要資訊。如果您要在 Linux 機器上進行安
裝，請確定機器符合先決條件。 您可以透過電子郵件來散佈安裝程式，再讓使用者進行部署。 如果有的
話，使用第三方遠端管理工具來散佈和執行指令碼。

重要
• 用戶端電腦必須具有網際網路連線，才能下載代理程式安裝套件。
• 確定用戶端機器與網際網路連線，而且可連線至 ESMC 伺服器。

320

全方位安裝程式的遠端部署
可在本機網路中，使用 ESET Remote Deployment Tool 遠端安裝全方位安裝程式。請參閱 ESET Remote
Deployment Tool 文件以取得詳細指示。

MSP 授權
合格的帳戶
若要在 ESMC 7.2 中啟用 MSP 功能，您需要在 ESMC 授權管理中匯入您的 MSP 帳戶。您可以匯入下列類型
的 EMA 2 帳戶：MSP、受管理 MSP 及 MSP 管理員。任何帳戶都需要至少具備一個公司的讀取權限，這可能
是其上層公司或一個客戶。不需要存取上層公司。無法匯入經銷商帳戶。

授權及公司的更多資訊
• 從 MSP 帳戶匯入的授權都是加註公司名稱的標籤。如果在稍後重新命名公司，也不會自動重新命名標

籤。您可以手動編輯內容。
• 所有授權都會以與 ESMC 安全性模型相容的方式匯入。使用 MSP 客戶設定建立的每個使用者都僅能看
到和使用其授權。
• 如果在同步化時，MSP 結構中的公司沒有授權，該公司只會同步化至電腦 MSP 樹狀結構，而不會同步
化至授權管理內部的 MSP 樹狀結構。
• 如果您在 ESET MSP Administrator 2 中新增一個公司，ESMC 會在下一次授權同步化之後，將公司新增到
MSP 樹狀結構。
• 匯入 MSP 帳戶時，所有授權都會儲存在一個授權集區中。您無法將授權移出集區。您可以移動整個授
權集區。若要移動集區，請選取集區 > [處理方法] > [存取群組] > [移動]，然後選取新的存取群組。如
果您之後同步化 MSP 帳戶，任何新授權便會顯示在集區的實際位置中。
• 您可以在 [授權管理] 檢視中顯示 [MSP 客戶名稱] 直欄。依預設，會隱藏此直欄，但您可以在功能
表中加以啟用：按一下齒輪圖示
> [編輯直欄]。建立報告時，您可以使用 [MSP 客戶名稱] 資料。
• 如果在相同認證下，您在 ESET Business Account 及 ESET MSP Administrator 2 中都具有授權，ESMC 會同
步化兩個帳戶中的所有授權。所有 ESET Business Account 授權都會儲存在一個授權集區中。來自 ESET
MSP Administrator 2 的授權會針對每個公司分為一個集區。

重要
如果從 ERA 6.5 或 ESMC 7.0 升級到同步的 ESET MSP Administrator 2 帳戶，授權集區將保留在
其原始存取群組中。您需要先將個別授權集區移動到 MSP 客戶群組，然後才能建立安裝程式。
若要移動授權集區，請導航到 [授權管理]，選取授權集區，然後選取 [存取群組] > [移動]。
請記住，將授權移動到不同的靜態群組會影響現有安裝程式和使用者安全。
• 移除任何授權集區時，您會自動移除與相同帳戶相關聯的所有其他授權集區。 進一步閱讀有關如何移

除代理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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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同步化
ESMC 伺服器一天會與授權伺服器同步化一次。如果您已經對 MSP 帳戶進行變更，而且您想要更新授權畫
面和 MSP 樹狀結構，請瀏覽至 [授權管理] > [處理方法]，然後按一下 [同步化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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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 MSP 帳戶
重要
如果您想要使用進階安全性，我們強烈建議您先將之設定好，然後再匯入 MSP 帳戶。

1.登入 Web Console，然後瀏覽至 [其他] > [授權管理]。
2.按一下 [動作] > 新增授權。
3.選取 ESET Business Account 或 ESET MSP Administrator 選項。 在以下輸入您的 MSP 認證 (EMA 2 登

入) 以 [登入] 及 [密碼] 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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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一下 [新增授權] 以確認。

5.ESMC 現在會將您的結構從 MSP 入口網站同步到 Web Console 中的 [電腦] 功能表。同步化的結構稱

為 MSP 樹狀結構。

注意
匯入包含大量客戶 (數千個) 的 MSP 帳戶可能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甚至數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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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MSP 客戶設定
匯入您的 MSP 帳戶且同步化 MSP 樹狀結構之後，您就能開始設定公司。MSP 客戶設定建立：
• 自訂 ESET Management 或隨附代理程式及 ESET 安全性產品安裝程式。MSP 客戶設定不支援建立 ESET

Full Disk Encryption 安裝程式。
• MSP 使用者可以使用 Web Console 來管理公司電腦。
您也可以略過 MSP 客戶設定，但我們建議您完成 MSP 設定。

重要
您可以僅設定包含至少 1 個有效授權席位的公司。
1.在 [電腦] 視窗中，按一下您要設定之公司旁邊的齒輪圖示，然後選取 [啟動 MSP 客戶設定]。

2.如果您希望將此配置儲存為預設設定，選取 [記住設定] 下的核取方塊。按一下 [繼續]。
3.如果您希望在設定期間建立自訂安裝程式 (建議)，選取 [建立安裝程式] 下的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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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可以建立兩種類型的安裝程式：
• 僅限代理程式 (所有平台) - 您可以在 Windows、macOS 及 Linux 電腦上安裝此代理程式 Live Installer。
• 全方位安裝程式 - 安裝程式由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和選取的 ESET 商業安全產品 (Windows) 組

成。
如果看不到 [全方位安裝程式] 選項，請確認有將授權指派給公司。
我已選取 全方位安裝程式
產品 - 選取將與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一同安裝的 ESET 安全性產品。
[語言] - 選取 ESET 安全性產品安裝程式的語言版本。
選取 [我接受應用程式使用者授權合約的條款且瞭解隱私權政策] 核取方塊。 參閱授權管理或 EULA 以
取得詳細資訊。
若要將安裝程式儲存在安裝程式中以備將來使用，請選取 [在安裝程式部分中保存安裝程式] 旁的核取方
塊。
進階安裝程式設定 (建議)
[伺服器主機名稱] 是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連線至 ESMC 伺服器的位址。為代理程式選取不同連接埠
- 伺服器通訊 (如有需要)。如果您變更連接埠，您必須針對所有連線代理程式進行變更，也可以在伺服
器設定中進行變更。

確定將使用該安裝程式的所有用戶端裝置都能連線至 [伺服器主機名稱] 位址。請參閱 MSP 環境
建議。
啟用 HTTP Proxy 設定
選取 [啟用 HTTP Proxy 設定] 核取方塊並指定 Proxy 設定 ([伺服器]、[連接埠]、[登入] 及 [密碼]) 以設
定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與 Proxy 的連線，從而啟用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和 ESMC 伺服器之間
的通訊轉發。 [伺服器] 欄位是執行 HTTP Proxy 之機器的位址。 依預設，HTTP Proxy 會使用連接埠 3128。
您也可以視需要設定不同的連接埠。請確保在 HTTP Proxy 配置中也設定相同的連接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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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代理程式和 ESMC 伺服器之間的通訊協定不支援驗證。任何用於轉送代理程式通訊至需要驗證
之 ESMC 伺服器的 Proxy 解決方案將無法運作。
o當您選取 [啟用備用] 時，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會使用 ESMC 伺服器的直接連線，以免 HTTP

Proxy 連線無法使用。

5.按一下 [繼續] 移至 [使用者] 區段。
6.如果您希望為公司建立新使用者 (建議)，選取 [建立原生使用者] 旁邊的核取方塊。使用者可以登
入 Web Console 並管理公司裝置。為新使用者輸入有效的使用者名稱 (不包含下列字元 , ; ") 及密

碼。
a.[需要密碼變更] - 在首次登入之後，使用者需要變更其密碼。
b.[存取權限] - 選取使用者是否有公司物件 (電腦、原則、工作) 的 [讀取與使用] 或 [寫入]

存取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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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AD 同步化不適用於使用 MSP 公司設定建立而成的使用者。

按一下 [完成] 準備安裝程式。 按一下連結並下載您需要的安裝程式。 如果您已經選擇儲存安裝程式，
您也可以從安裝程式功能表重新下載安裝程式。
請了解如何在本機或從遠端部署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略過 MSP 客戶設定
如果您不想設定，則可以 [略過 MSP 客戶設定]。 您也可以稍後建立安裝程式及新增使用者。 我們不建
議略過設定。

略過設定之後，公司的圖示即會變更，如同其已經設定一般：

警告
如果您略過設定，您無法執行在同一個 ESMC 執行個體上，針對該公司再次設定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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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自訂安裝程式
1.在 ESMC Web Console 中，瀏覽至 [電腦] 功能表。
2.按一下您要為其建立安裝程式之公司旁邊的齒輪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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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選取 [下載安裝程式]。

3.您可以建立兩種類型的安裝程式：
• 僅限代理程式 (所有平台) - 您可以在 Windows、macOS 及 Linux 電腦上安裝此代理程式 Live Installer。
• 全方位安裝程式 - 安裝程式由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和選取的 ESET 商業安全產品 (Windows) 組

成。
如果看不到 [全方位安裝程式] 選項，請確認有將授權指派給公司。
我已選取 全方位安裝程式
產品 - 選取將與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一同安裝的 ESET 安全性產品。
[語言] - 選取 ESET 安全性產品安裝程式的語言版本。
選取 [我接受應用程式使用者授權合約的條款且瞭解隱私權政策] 核取方塊。 參閱授權管理或 EULA 以
取得詳細資訊。
若要將安裝程式儲存在安裝程式中以備將來使用，請選取 [在安裝程式部分中保存安裝程式] 旁的核取方
塊。
進階安裝程式設定 (建議)
[伺服器主機名稱] 是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連線至 ESMC 伺服器的位址。為代理程式選取不同連接埠
- 伺服器通訊 (如有需要)。如果您變更連接埠，您必須針對所有連線代理程式進行變更，也可以在伺服
器設定中進行變更。

確定將使用該安裝程式的所有用戶端裝置都能連線至 [伺服器主機名稱] 位址。請參閱 MSP 環境
建議。
啟用 HTTP Proxy 設定
選取 [啟用 HTTP Proxy 設定] 核取方塊並指定 Proxy 設定 ([伺服器]、[連接埠]、[登入] 及 [密碼]) 以設
定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與 Proxy 的連線，從而啟用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和 ESMC 伺服器之間
的通訊轉發。 [伺服器] 欄位是執行 HTTP Proxy 之機器的位址。 依預設，HTTP Proxy 會使用連接埠 3128。
您也可以視需要設定不同的連接埠。請確保在 HTTP Proxy 配置中也設定相同的連接埠。

重要
代理程式和 ESMC 伺服器之間的通訊協定不支援驗證。任何用於轉送代理程式通訊至需要驗證
之 ESMC 伺服器的 Proxy 解決方案將無法運作。
o當您選取 [啟用備用] 時，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會使用 ESMC 伺服器的直接連線，以免 HTTP

Proxy 連線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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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一下 [建立] 以建立安裝程式。
5.按一下連結並下載您需要的安裝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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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P 使用者
如果您使用 MSP 客戶設定來設定公司，您可以建立原生使用者 (MSP 使用者) 的特殊類型。您可以在 [其
他] > [存取權限] > [使用者] 功能表中檢閱和編輯使用者。
您也可以建立自訂 MSP 使用者，例如 MSP 或轉銷商。
MSP 使用者功能：
• 他們可以登入 ESMC Web console，然後管理他們有存取權限的裝置和其他物件。
• 他們會使用相同或較少權限來建立另一個原生使用者。
• 他們無法建立電腦使用者。如果需要建立「電腦使用者」，管理員就必須這麼做。

重要
AD 同步化不適用於使用 MSP 公司設定建立而成的使用者。
ESMC 對每個新 MSP 使用者具有下列設定：
• [說明] - 透過 MSP 客戶設定精靈建立的原生使用者
• [標籤] - 使用者的標籤已加註公司名稱
• [家用群組] - 公司的靜態群組
• [自動登出] - 15 分鐘
• 已啟用帳戶，而且不需要變更密碼
• [權限集] - 每個 MSP 使用者都有 2 個權限集。一個用於家用群組，一個用於共用物件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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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自訂 MSP 使用者
您可以建立原生 Web Console 使用者來管理客戶，例如 MSP 或轉銷商。
1.您需要在 EMA 2 中建立 MSP 公司。
2.驗證 MSP 公司已經在 MSP 樹狀結構中同步化。
3.建立原生使用者。自訂 MSP 使用者的嚴重設定：
a.使用者的家用群組設定為對應的 MSP 靜態群組。
b.建立和指派下列權限集給使用者：
i.為家用群組寫入權限。
ii.為 [共用物件] 群組使用或寫入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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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頂層 [共用物件] 群組包含 MSP CA。使用者需要存取 MSP CA，才能建立安裝程式。

自訂 MSP 使用者的存取配置。
使用這些步驟建立的自訂 MSP 使用者符合管理客戶裝置和建立安裝程式的資格，但使用者無法管理 ESMC
伺服器或匯入授權。

MSP 物件的標籤
如果您將有效的 MSP 帳戶匯入到 ESMC，您就能自動對 MSP 物件加註標籤。會自動對下列物件加註標籤：
• 透過 MSP 帳戶匯入授權
• 安裝程式
• 使用者及其權限集，使用 MSP 自訂設定建立而成

標籤是一種標籤形式，可用於改善物件的過濾。自動標籤名稱與 MSP 客戶名稱 (EMA 2 中的公司名稱，但
不包含 ESMC 會從標籤移除的字元 , ") 相同。如果您稍後在 EMA 2 中將客戶重新命名，標籤將不會更新。
您可以將更多自訂標籤新增到您需要的任何物件。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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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圖示以檢視 [標籤] 索引標籤。

MSP 狀態概觀
狀態概觀區段提供關於 ESMC 狀態的複雜資訊。如果您匯入 MSP 帳戶，則有適用於 MSP 相關資訊的 MSP
動態磚。

MSP 狀態
狀態已同步化
您的帳戶已同步化，而且不需採取動作。

持續同步化
MSP 帳戶持續同步，而且是在背景中執行。對於大型帳戶，同步化可能會花數小時。同步化之後，動態磚
會反白。

帳戶已中斷連線
您的靜態群組結構中有一些 MSP 群組 (屬於 MSP 樹狀結構)，但並未匯入對應的 MSP 帳戶。如果您從授權
管理移除 MSP 帳戶，可能會發生此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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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動作
按一下 MSP 動態磚以檢視更多詳細資料。
• [檢查新的 MSP 客戶] - 執行隨需授權同步化 (更新 MSP 樹狀結構)。

• [新用戶端] - 如果您有一些未設定的公司，您可以按一下公司並依照客戶設定精靈。
• [略過所有新 MSP 客戶的設定] - 針對未設定的所有公司略過設定精靈。

• [連線 MSP 管理員] - 您可以新增 MSP 帳戶以匯入您的 MSP 授權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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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公司
MSP 樹狀結構已經與 MSP 帳戶同步化。您需要從 [授權管理] 移除 MSP 帳戶，以解除鎖定 MSP 樹狀結構。
移除帳戶之後，該帳戶管理的所有公司都會從 MSP 樹狀結構解除連結。

重要
• 如果您停止管理公司，請從該公司電腦移除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如果不刪除授權

管理中的整個 MSP 帳戶，將無法從 MSP 樹狀結構中刪除該公司。
• MSP 靜態群組為持續型。在您匯入 MSP 授權後，您將無法刪除 MSP 根群組，僅可刪除其子
群組。

從 MSP 樹狀結構移除 MSP 帳戶及公司
1.登入 ESMC Web Console 並瀏覽至 [其他] > [授權管理]。
2.按一下您想要移除的授權 > [移除授權]。請記住，如果您移除與 MSP 帳戶連結的任何授權，整個帳

戶及其連結的授權都會從 ESMC 移除。

3.確認您的選擇，從 [授權管理] 移除 (解除連結) 列出的授權。

警告
移除任何授權集區時，您會自動移除與相同帳戶相關聯的所有其他授權集區。
例如，已經使用來自 EMA 2 的 joe@test.me 認證來匯入 Company X 授權。如果使用者移除
Company X 的授權，從 joe@test.me EBA 及 EMA 2 帳戶匯入的所有授權都會從 [授權管理]
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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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執行動作後請稍待片刻，然後瀏覽至 [電腦] 功能表。
5.現在您可以按一下並 [刪除] 之前屬於 MSP 樹狀結構的任何公司。如果內容空白，您只能移除公司

(其靜態群組)。

注意
從 [授權管理] 移除 MSP 帳戶之後，您就能取得 [狀態概觀] 中的 [MSP 管理員未連線] 狀
態。您需要從之前的 MSP 樹狀結構 (在 [電腦] 功能表中) 移除所有群組，以關閉該狀態。

更新 ESMC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伺服器會定期檢查 ESMC 基礎架構可用的更新。
如有可用的更新，就會出現快顯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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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 [閱讀變更防護記錄]，即可閱讀關於可用 ESMC 更新的變更。
如果您未選擇進行更新，按一下 [說明] > [更新產品] 即可顯示更新快顯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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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只有可執行安全性管理中心元件升級用戶端工作的使用者可以查看更新資訊。
1.按一下 [開啟憑證授權單位] 按鈕並且備份所有 CA。
2.按一下 [開啟對等憑證] 按鈕並且備份所有憑證。
3.按一下 [開啟文件] 按鈕並且備份 ESMC 資料庫。
4.按一下 [更新] 按鈕。已排定 ESMC 伺服器的更新 - 在 [工作] 中，您可以找到新的用戶端工作，該

工作可在 ESMC 伺服器安裝所在的電腦上升級 ESMC 元件。若要將連線到 ESMC 伺服器的裝置上的其他
ESMC 元件更新為最新版本，您可以直接從更新快顯視窗觸發安全性管理中心元件升級工作。

常見問題
問題清單
1.您如何解決「登入失敗，連線失敗且狀態為 [未連線]」的錯誤？
2.「失物招領」群組用途為何？
3.如何建立雙重更新設定檔？
4.如何無須重新整理整個瀏覽器視窗，而只重新整理頁面上或頁面某個區段中的資訊？
5.如何無訊息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6.RD Sensor 偵測不到網路上所有的用戶端。
7.清除偵測後如何重設 ESMC 中顯示的作用中偵測計數？
8.如何針對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連線間隔，設定 CRON 運算式？
9.如何建立新的動態群組進行自動部署？
10. 在匯入包含要新增至 ESMC 電腦清單的檔案時，檔案必須使用什麼格式？
11. 哪一些第三方憑證可用於簽署 ESMC 憑證？
12. 如何為 Web Console 重設管理員密碼 (於設定 Windows 作業系統期間輸入的密碼)?
13. 如何為 Web Console (Linux) 重設管理員密碼 (於設定期間輸入的密碼)？
14. 如果 [RD Sensor] 偵測不到任何項目，如何疑難排解？
15. 為什麼我在「動態群組範本」中看不到項目？
16. 為什麼我在「儀表板」視窗中看不到任何資訊？
17. 如何升級 ESET 安全性產品？
18. 我要如何變更 Web Console 位址的字尾

問：您如何解決「登入失敗，連線失敗且狀態為 [未連線]」的錯誤？
答：檢查 ESMC 伺服器服務或 MS SQL 伺服器服務是否正在執行中。如果不是，請加以啟動。如果沒有，請
啟動該服務。如果正在執行中，請重新啟動該服務，重新整理 Web Console，然後嘗試再次登入。如需詳細
資訊，請參閱「疑難排解登入」。

問：「失物招領」群組用途為何？
答：每個與 ESMC 伺服器連線且非任何靜態群組成員的電腦，都會自動顯示在此群組中。您可以使用此群
組與其內部的電腦，就如同使用任何其他靜態群組中的電腦一般。群組可以重新命名或移到其他群組之下，
但無法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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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如何建立雙重更新設定檔？
答：請參閱我們的 ESET 知識庫文章以取得逐步說明。

問：如何無須重新整理整個瀏覽器視窗，而只重新整理頁面上或頁面某個區段中的資訊？
答：請按一下頁面某個區段右上角內容功能表中的 [重新整理]。

問：如何無訊息安裝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
答：下列方式可讓您執行無訊息安裝：
• GPO 或 SCCM 指令碼
• 代理程式部署工作
• ESET Remote Deployment Tool

問：RD Sensor 偵測不到網路上所有的用戶端。
答：RD Sensor 被動監聽網路上的網路通訊。如果個人電腦未通訊，RD Sensor 就不會監聽個人電腦。請檢查
DNS 設定，確定 DNS 查閱的問題不會阻礙通訊。

問：清除偵測後如何重設 ESMC 中顯示的作用中偵測計數？
答：若要重設作用中偵測數目，則必須透過目標電腦上的 ESMC 啟動完整掃描 (深入掃描)。如果您已手動
清除偵測，則可將之標示為已解決。

問：如何針對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連線間隔，設定 CRON 運算式？
答：P_REPLICATION_INTERVAL 接受 CRON 運算式。
預設值為「R R/20 * * * ?*」，這表示每隨機間隔的第 20 分鐘 (例如 3、23、43 或 17、37、57)，會以隨機
秒數 (R=0-60) 連線。隨機值應用於負載平衡時間。因此每一個 ESET Management 代理程式會以不同的隨機
時間連線。如果使用準確的 CRON，例如「0 * * * *？*」，則所有採用此設定的代理程式將同時連線 (在
每分鐘的 :00 秒時)，在這個時間伺服器的負載會達到尖峰。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Cron 運算式間隔。

問：如何建立新的動態群組進行自動部署？
答：請參閱我們的知識庫文章以取得逐步說明。

問：在匯入包含要新增至 ESMC 電腦清單的檔案時，檔案必須使用什麼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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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包含下列行的檔案：

All\Group1\GroupN\Computer1
All\Group1\GroupM\ComputerX
所有為根群組的必要名稱。

問：哪一些第三方憑證可用於簽署 ESMC 憑證？
答：憑證必須是其 'keyCertSign' 旗標來自 'keyUsage' 限制的 CA (或中繼 CA) 憑證。這表示該憑證可用於簽
署其他憑證。

問：如何為 Web Console 重設管理員密碼 (於設定 Windows 作業系統期間輸入的密碼)?
答：您可以透過執行伺服器安裝程式並選擇 [修復] 來重設密碼。請注意，若您未在建立資料庫期間使用
Windows 驗證，則您可能需要 ESMC 資料庫密碼。請參閱關於本主題的知識庫文章。

重要
• 請小心操作，某些修復選項可能會移除儲存的資料。
• 密碼重設會停用 2FA。

問：如何為 Web Console (Linux) 重設管理員密碼 (於設定期間輸入的密碼)？
答：如果您在 ESMC 中有其他使用者具有足夠的權限，便能重設管理員帳戶密碼。但如果管理員是系統中
唯一的帳戶 (安裝時建立的帳戶)，您便無法重設此密碼。請參閱關於本主題的知識庫文章。

問：如果 [RD Sensor] 偵測不到任何項目，如何疑難排解？
答：如果您的作業系統被偵測為網路裝置，便不會傳送到 ESMC 作為電腦。系統會過濾出網路裝置 (印表
機、路由器)。RD Sensor 以 libpcap version 1.3.0 編譯而成，因此請確認您的系統上安裝的是這個版本。第
二是需要從有安裝 RD Sensor 的虛擬機器橋接的網路。如果符合這些需求，請將 nmap 與作業系統偵測一起
執行 (http://nmap.org/book/osdetect-usage.html)，看看是否能偵測到您電腦的作業系統。

問：為什麼我在「動態群組範本」視窗中看不到項目？
答：您的使用者很可能沒有足夠的權限。使用者只有對存放範本的靜態群組，至少具有動態群組範本的
[讀取] 權限，才能夠看到範本。

問：為什麼我在「儀表板」視窗中看不到任何資訊？
答：您的使用者很可能沒有足夠的權限。使用者除了需要有電腦的權限，也需要「儀表板」的權限，資料
才會顯示。請參閱範例權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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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如何升級 ESET 安全性產品？
答：使用軟體安裝工作並選取要升級的產品。

問：我要如何變更 Web Console 位址的字尾
答：例如，如果您的 Web 主控台是 10.1.0.5/era，而且您希望變更字尾 era，切勿重新命名資料夾本身。
不建議變更位址，但如果您需要變更位址，請在 webapps 資料夾中建立包含不同名稱的連結。
例如，您可以在 Linux 或虛擬設備上使用下列命令：
ln -sf /var/lib/tomcat/webapps/era/ /var/lib/tomcat/webapps/esmc

在終端機上執行此命令之後，也能以 10.1.0.5/esmc 存取您的 Web 主控台 (變更為您自己的 IP 位址)。

關於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若要開啟 [關於] 視窗，請瀏覽至 [說明] > [關於]。此視窗提供關於 ESET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版
本的詳細資訊。視窗頂端則包含關於連線用戶端裝置數量及作用中授權數量的資訊。 此外，您還將看到
已安裝程式模組、作業系統以及用於 ESMC 下載模組更新的授權 (和用於啟動 ESMC 的授權相同) 的清單。
與您資料庫相關的資訊 (例如，名稱、版本、大小、主機名稱和使用者) 會顯示在此視窗中。

注意
如需瞭解 ESMC 元件版本為何的指示，請參閱我們的知識庫文章。

使用者授權合約
重要:下載、安裝、複製或使用之前，請先詳讀產品應用程式的下列條款與條件。下載、安裝、複製或使
用本軟體，即表示貴用戶同意本授權合約的條款與條件，並瞭解隱私權政策隱私權政策.
使用者授權合約
本使用者授權合約 (以下稱「本合約」) 由 ESET, spol. s r. o. (設址於 Einsteinova 24, 851 01 Bratislava, Slovak
Republic，註冊於 Bratislava 第一地方法院 (Section Sro, Entry No 3586/B) 所管轄的商業登記處，公司登記號碼：
31333532) (以下稱「ESET」或「提供者」) 與貴用戶、個人或法人 (以下稱「貴用戶」或「使用者」) 雙
方約定執行，貴用戶有權使用「本合約」中第 1 條所定義的「軟體」。本「合約」中第 1 條所定義的
「軟體」可儲存於資料傳送體、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從網際網路下載、從「提供者」伺服器下載，或從以
下條款與條件中所指定的其他來源取得。
「提供者」持續擁有本「軟體」副本、商業套件中的實體媒體，以及根據本「合約」中授權「使用者」產
生的任何其他副本。「提供者」持續擁有本「軟體」副本、商業套件中的實體媒體，以及根據本「合約」
中授權「使用者」產生的任何其他副本。
安裝、下載、複製或使用本「軟體」期間按一下 [我接受] 或 [我接受…] 選項，即表示貴用戶同意本
「合約」的條款與條件。若貴用戶不同意本「合約」的條款與條件，請立即按一下 [取消] 選項，取消安
裝或取消下載，或銷毀本「軟體」，或者將本「軟體」、安裝媒體、隨附之文件及購買發票退還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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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您購買本「軟體」之經銷商。
貴用戶同意使用本「軟體」即表示貴用戶已閱讀本「合約」、理解「合約」內容，並受「合約」條款與條
件的約束。
1.軟體。本「合約」中的「軟體」一詞係指：(i) 本「合約」所隨附之電腦程式及其包含的所有元件； (ii) 在磁
碟、CD-ROM、DVD、電子郵件及所有附件，或其他隨附本「合約」之媒體中的所有內容，包括以資料傳送體
提供、透過電子郵件傳送或透過網際網路下載的本「軟體」物件碼; (iii) 任何相關書面說明資料以及與本
「軟體」相關的任何其他可能文件，尤其是本「軟體」任何說明、其規格、本「軟體」屬性或作業的任何
說明、使用本「軟體」之作業環境的任何說明、本「軟體」的使用安裝指示，或如何使用軟體的任何說明
(以下稱「文件」); (iv) 由「提供者」根據本「合約」第 3 條授權給「貴用戶」的本「軟體」複本、「軟體」
可能錯誤的修補程式、「軟體」新增、「軟體」擴充功能、「軟體」修改後的版本和「軟體」元件的更新
(若有)。本「軟體」得完全以可執行目的碼形式提供。本「軟體」僅以可執行物件碼形式提供。
2.安裝、電腦與授權金鑰。本「軟體」無論是由資料傳送體提供、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從網際網路下載、從
「提供者」伺服器下載，或從其他來源取得，皆需要安裝。安裝方法如「文件」中所述。 安裝本「軟體」
的電腦上，不得安裝任何對本「軟體」有不利影響的電腦程式或硬體。「電腦」係指用於安裝和/或使用本
「軟體」的硬體，包括但不限於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工作站、掌上型電腦、智慧型手機、手持電子裝
置或其他電子裝置。安裝本「軟體」的電腦上，不得安裝任何對本「軟體」有不利影響的電腦程式或硬體。
「電腦」係指用於安裝和/或使用本「軟體」的硬體，包括但不限於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工作站、掌
上型電腦、智慧型手機、手持電子裝置或其他電子裝置。「授權金鑰」係指提供給使用者的唯一序列，包
括符號、字母、號碼或特殊標識的序列，讓使用者可以合法使用本「軟體」，其特定版本或授權期限延續
符合本「合約」。
3.授權。若貴用戶同意本「合約」條款，並遵循所有規定的條款與條件，則「提供者」會授與貴用戶以下
權限 (以下稱「授權」)：
a) 安裝與使用。貴用戶擁有非專屬、不可轉讓之權限，可將本「軟體」安裝於電腦硬碟或其他儲存資料的
永久媒體上、將本「軟體」安裝並儲存於電腦系統的記憶體上，以及實作、儲存及顯示本「軟體」。
b) 授權數目規定。本「軟體」的使用權限受「使用者」數目的限制。「一位使用者」係指： (i) 本「軟體」
於一個電腦系統上的安裝；或 (ii) 若授權的範圍受信箱數目的限制，則「一位使用者」係指透過 Mail User
Agent (MUA) 接收電子郵件的電腦使用者。若 MUA 接受電子郵件並於稍後將郵件自動散佈給多位使用者，則
「使用者」數目即根據接收所散佈之電子郵件的實際使用者數目而定。若郵件伺服器執行郵件閘道功能，則
「使用者」數目應等於由該閘道提供服務之郵件伺服器使用者數目。若將任何數量之電子郵件地址引導至
一位使用者 (例如透過別名)，且該使用者接受這些地址，而且用戶端未自動將郵件散佈給大量的使用者，
則需要一台電腦的「授權」。貴用戶不得同時在多台電腦上使用同一個「授權」。使用者僅在根據「提供
者」授予的授權數目造成的限制下，有權使用本「軟體」時，才有權利輸入授權金鑰。授權金鑰視為機密，
貴用戶不得與第三方分享或允許第三方使用授權金鑰，除非獲得本「合約」或「提供者」許可。如果貴用
戶的授權金鑰遭盜用，請立即通知「提供者」。
c) 企業版。若要在郵件伺服器、郵件中繼站、郵件閘道或網際網路閘道上使用本「軟體」，則必須取得本
「軟體」的企業版。
d) 授權期限。本「軟體」的使用權限有時間限制。
e) OEM 軟體。「OEM 軟體」受限於您取得該軟體的電腦。「OEM 軟體」無法傳輸到其他電腦。
f) NFR、TRIAL 軟體。歸類為「禁止轉售」(NFR) 或試用 (TRIAL) 的軟體不得付費轉讓，且必須僅供示範或測試本
「軟體」功能之用。
g) 終止授權。授權期結束時，本「授權」會自動終止。如果貴用戶無法遵循本「合約」中的任何規定，
「提供者」有權利在不危害「提供者」任何權利或法律救濟的情況下撤銷本「合約」。本「授權」取消時，
貴用戶必須立即將本「軟體」及其所有備份刪除、銷毀，或自費退回給ESET或您購買本「軟體」之經銷商。
「使用者」須連線至「提供者」之伺服器或第三方伺服器，方能行使對軟體功能之使用權；授權終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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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有權取消該使用權。
4.資料收集功能和網際網路連線需求。依據隱私權政策，本「軟體」必須連線到網際網路，且必須定期連
線到「提供者」伺服器或第三方伺服器以及適用的資料收集，才能正確作業。本「軟體」的以下功能需要
連線到網際網路以及適用的資料收集：
a) 更新「軟體」。「提供者」有不時發行本「軟體」更新程式 (以下稱「更新」) 之權利，但無提供「更
新」之義務。除非「使用者」停用自動安裝「更新」功能，否則在本「軟體」的標準設定下，會啟用這項
功能而自動安裝「更新」。針對佈建更新的目的，需要驗證「授權」，包括安裝本「軟體」的電腦和/或
平台相關資訊，以符合隱私權政策。
b) 轉寄資訊至「提供者」。本「軟體」包含的功能會收集有關安裝程序、軟體安裝所在電腦和/或平台的
資訊、有關本「軟體」運作和功能的資訊，以及受管理裝置的相關資訊 (以下統稱「資訊」)，然後將這
些資料傳送給「提供者」。「資訊」可能包含有關受管理裝置的資料 (包括隨機或意外取得的個人資料)。
貴用戶啟用本「軟體」的這項功能，表示貴用戶准許「提供者」依照隱私權政策與相關法律規定收集和處
理與「資訊」。
本「軟體」需要安裝於受管理電腦的元件，可以在受管理電腦和遠端管理軟體之間傳輸資訊。取決傳輸的
資訊包含管理資料，例如受管理電腦的硬體和軟體資訊以及來自遠端管理軟體的管理指示。從受管理電腦
傳輸的其他資料內容，會根據安裝於受管理電腦的軟體設定而決定。來自管理軟體的指示內容，會根據遠
端管理軟體的設定而決定。
針對本「合約」之目的，有必要收集、處理和儲存資料，使「提供者」能夠根據隱私權政策識別您的身份。
貴用戶瞭解，「提供者」會使用自己的方式檢查您是否按照本協議的規定使用本「軟體」。貴用戶瞭解，
針對本「合約」之目的，您的資料必須在本「軟體」與「提供者」或其商業夥伴 (作為「提供者」經銷和
支援網路一部分) 的電腦系統之間進行通訊時傳送，以確保本「軟體」功能和使用本「軟體」的授權，以
保護「提供者」的權利。
依據本「合約」結論，「提供者」或其任何作為「提供者」經銷和支援網路一部分的商業夥伴，有權利傳
輸、處理與儲存可識別貴用戶的必要資料，以供計費、實行本「合約」之用，並在電腦上傳輸通知。貴用
戶同意接收產品相關通知與訊息，包括但不限於行銷資訊。
有關隱私權、個人資料保護和貴用戶身為資料當事人權限的詳細資料，可以在「提供者」網站上的隱私權
政策中找到，並可以直接在安裝過程中取得。貴用戶也可以造訪本「軟體」的「說明」區段。
5.行使「使用者」權利。貴用戶必須由本人或員工行使「使用者」權利。貴用戶僅有權使用本「軟體」來
保護電腦作業以及取得「授權」的電腦或電腦系統。
6.限制權利。貴用戶不得將本「軟體」複製、散佈、提取其元件或建立其衍生版本。使用本「軟體」時，
您必須遵循下列限制：
(a) 貴用戶可將本「軟體」的副本儲存於永久資料媒體上做為封存備份副本，但貴用戶的封存備份副本不得
在任何電腦上安裝或使用。建立本「軟體」的任何其他副本皆違反本「合約」。
(b) 貴用戶不得以非本「合約」提供之方式使用、修改、翻譯或重製本「軟體」，或轉讓本「軟體」或其副
本的使用權。
(c) 貴用戶不得出售、轉授權、出租或借用本「軟體」，或使用本「軟體」提供商業服務。
(d) 貴用戶不得對本「軟體」進行反向工程、反向組譯或解譯，或嘗試取得本「軟體」的來源程式碼，除非
相關法律明文禁止上述限制。
(e) 貴用戶同意僅以符合本「軟體」使用管轄區中適用法律之方式使用本「軟體」，包括但不限於與著作權
法及其他智慧財產權相關的適用限制。
(f) 貴用戶同意僅以不限制其他「使用者」存取這些功能的方式使用本「軟體」和其功能。「提供者」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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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為個別「使用者」提供服務之範圍的權利，以盡可能讓最多「使用者」可以使用服務。限制服務範圍
亦表示完全終止使用任何本「軟體」的功能，並刪除任何與本「軟體」特定功能相關的「提供者」伺服器
或第三方伺服器上之「資料」和資訊。
(g) 貴用戶同意，若任何活動牽涉到使用授權金鑰、違反本「合約」條款或者致使授權金鑰提供給任何不具
使用本「軟體」權利的人員，例如以任何形式轉移授權金鑰，以及未經授權而擅自複製或散佈重複或產生
的授權金鑰，或是從其他非「提供者」處獲得授權金鑰來使用本「軟體」，貴用戶將不會進行該活動。
7.版權。本「軟體」及其所有權利 (包括但不限於專利權及智慧財產權) 皆為 ESET 和/或其授權提供者所
有，並受國際條約之條款及「軟體」使用所在國家所有適用法律之保護。本「軟體」之結構、組織及程式
碼是 ESET 及/或其授權者的重要商業秘密及機密資訊。貴用戶不得複製本「軟體」，唯第 6 (a) 條中指定之
例外情況除外。任何依據本「合約」允許貴用戶產生之副本，必須包含與本「軟體」相同的著作權或其他
所有權聲明。若貴用戶違反本「合約」條款，對本「軟體」進行反向工程、反向組譯、解譯，或嘗試發現本
「軟體」的來源程式碼，則貴用戶同意從這類資訊產生的時刻起，所取得的任何資訊會自動傳送至「提供
者」並由其完全擁有，無法撤回，儘管「提供者」的權利違反本「合約」。
8.保留權利。「提供者」保留本「軟體」的所有權利，唯本「合約」明確授予貴用戶身為本「軟體」之
「使用者」的權利除外。
9.數種語言版本、雙媒體軟體、多個副本。若本「軟體」支援數個平台或語言，或貴用戶取得本「軟體」
多個副本，則只有貴用戶所取得「授權」數目的電腦系統與版本能使用本「軟體」。貴用戶不得銷售、出
租、轉授權、出借或移轉貴用戶未使用本「軟體」之任何版本或副本。
10.「合約」開始與終止。本「合約」於貴用戶同意本「合約」條款之日起開始生效。貴用戶永久解除安裝、
銷毀並自費退回本「軟體」、所有備份副本，以及「提供者」或其商業夥伴所提供任何相關資料，即為終
止本「合約」。無論終止本「合約」的方式為何，第 7、8、11、13、19 與 21 條條款規定仍繼續適用，
適用時間無限。
11.使用者聲明。貴用戶身為「使用者」，瞭解本「軟體」係依「現狀」提供，在相關法律所允許之最大範
圍內無任何類型的擔保，無論明示或默示。「提供者」、其授權提供者、分公司或版權擁有者皆不提供任
何明示或默示聲明或保證，包括但不限於適售性或特定用途之適用性，亦不保證本「軟體」不侵害第三方
之專利、版權、商標或其他權利。「提供者」及任何其他人不保證本「軟體」功能符合貴用戶之需求，亦
不保證本「軟體」作業不會中斷或無錯誤。對於選擇使用本「軟體」是否獲得預期結果，以及對「軟體」
的安裝、使用與結果，皆由貴用戶承擔所有責任與風險。
12. 無其他義務。除本「合約」特別列出的義務之外，本「合約」對「提供者」及其授權提供者無任何其
他義務要求。
13.責任限制。在相關法律所允許之最大範圍內，在任何情況下，對於因使用或無法使用本「軟體」所導致
的收入利潤損失、銷售額損失、資料遺失、採購備用商品或服務之額外費用、財產損失、人身傷害、業務
中止、商業資訊遺失，或任何特殊、直接、間接、意外、經濟、遮掩、犯罪、特殊或衍生之損害，無論其
導致方式為何以及是否因合約、過失、疏忽或其他責任理論所引起，「提供者」、其員工或授權提供者概
不負責，即使已告知「提供者」、其授權提供者或分公司可能會發生此類損失。因為部分國家或管轄區不
允許免除責任，但允許限制責任，所以「提供者」、其員工、授權提供者或分公司受限於貴用戶已付「授
權」費用之總額。
14.本「合約」的任何條款若與任何一方身為消費者的合法權利相反，皆不損害該合法權利。
15.技術支援。ESET 或 ESET 委託的第三方會酌情提供技術支援，不提供任何保證或聲明。提供技術支援前，
需要「使用者」先備份所有現有資料、軟體與程式設備。對於因提供技術支援所導致任何資料、財產、軟
體或硬體的損壞或遺失，或利潤的損失，ESET 及/或 ESET 委任的第三方概不負責。ESET 及/或 ESET 委任的第
三方保留決定解決問題是否超過技術支援範圍的權利。ESET 保留酌情拒絕、暫停或終止提供技術支援的權
利。依照隱私權政策，可能需要授權資訊、「資訊」和其他資料，以便用於技術支援佈建。
16.授權轉讓。本「軟體」可在電腦系統間傳輸，除非違反本「合約」條款。本「軟體」可在電腦系統間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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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除非違反本「合約」條款。如果未違反本「合約」條款，「使用者」是唯一具有權利的實體可在「提
供者」同意下，將因本「合約」產生的「授權」與所有權利永久轉讓給另一位「使用者」，但轉讓條件為：
(i) 原始「使用者」未保留本「軟體」的任何副本；(ii) 權利的轉讓必須是直接，亦即從原始「使用者」轉讓
給新「使用者」；(iii) 新「使用者」必須承擔原始「使用者」依本「合約」條款所承擔的所有權利與義務；(iv)
依照第 17 條規定，原始「使用者」必須提供給新「使用者」可驗證本「軟體」真實性的文件。
17.驗證軟體真實性。「使用者」可使用下列其中一種方式證明使用本「軟體」的資格：(i) 透過「提供者」或
「提供者」所委任第三方核發的授權憑證；(ii) 透過書面授權合約 (若已訂立此類合約)；(iii) 透過提交「提供
者」傳送的電子郵件，其中包含授權詳細資料 (使用者名稱與密碼)。依照隱私權政策，可能需要授權資
訊和使用者識別資料，以便用於本「軟體」真實性驗證。
18.美國公家機關與政府單位的授權。根據本「合約」所述的授權權利與限制，本「軟體」可提供給公家機
關，包括美國政府
19.貿易管制法規遵循。
(a)您將不得直接或間接以出口、再出口、移轉或其他方式將本軟體提供給任何人，或以任何方式進行使用，
或涉及任何可能導致 ESET 或其所有公司、其附屬機構、任何其所有公司的附屬機構，以及其所有公司所掌
控之實體 (下稱「附屬機構」) 違反以下貿易管制法律，或受到不利益結果的行為；這些法律包含
i. 由任何政府、美國各州或主管機關、新加坡、英國、歐盟或任何其會員國，或必須履行本協議中義務之
任何國家/地區，或 ESET 或任何其附屬機構所組成或營運所在區域針對出口、再出口、移轉商品、軟體、
技術或服務所發佈或採用予以管制、限制或強制授權要求的任何法律 (下稱「出口管制法律」)；以及
ii. 由任何政府、美國各州或主管機關、新加坡、英國、歐盟或任何其會員國，或必須履行本協議中義務之
任何國家/地區，或 ESET 或任何其附屬機構所組成或營運所在區域強制實施的任何經濟、金融、貿易或其
他、制裁、限制、禁運、進口或出口管制、禁止移轉資金或資產或執行服務或同等措施 (下稱「制裁法
律」)。
(b) ESET 在下列情況中應有權暫停或終止其基於這些條款的義務且立即生效：
i.ESET 基於其合理意見的判斷，認為使用者違反或可能違反本協議的第 19.a 條；或
ii. 使用者和/或軟體變得受到貿易管制法律所約束，而導致 ESET 基於其合理意見的判斷，認為繼續履行其
基於本協議的義務可能會造成 ESET 或其附屬機構違反貿易管制法律，或受到不利益的結果。
(c) 本協議中的任何內容並非意指，同時不應解釋或闡釋為誘使或要求任意方以任何適用之貿易管制法律所
不允許、予以處罰或禁止的任何方式作為或不作為 (或同意作為或不作為)。
20.通知。所有的通知與退回的「軟體」及「文件」必須遞送至：ESET, spol. s r. o., Einsteinova 24, 851 01
Bratislava, Slovak Republic.
21.準據法。本「合約」由斯洛伐克共和國法律管理與解釋。「使用者」及「提供者」同意準據法與《聯合
國際商品買賣契約公約》相抵觸的條款將不適用。貴用戶明確同意任何因本「合約」所導致與「提供者」
相關的糾紛與索賠，或任何與使用本「軟體」相關的糾紛與索賠，均由 Bratislava I District Court 調解，貴
用戶亦明確同意該法院行使管轄權。
22.一般條款。若本「合約」有任何條款無效力或不能執行，均不影響「合約」其他條款的效力。根據本
「合約」規定之條件，其他條款仍保有效力並可執行。若本協議的各個語言版本之間出現差異，則優先適
用英文版本。本「合約」只能以書面形式進行修改，該書面應由「提供者」的授權代表或依委託書條款明
確授權行使此能力之人士簽署。
本「合約」為貴用戶和「提供者」之間與本「軟體」相關的完整「合約」，取代之前與本「軟體」相關的
任何聲明、討論、保證、通訊或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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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權政策
ESET, spol. s r. o. 設址於 Einsteinova 24, 851 01 Bratislava, Slovak Republic，註冊於由 Bratislava I District Cour
(Section Sro, Entry No 3586/B) 管轄的 Commercial Register，公司登記號碼：31333532，為資料控制者 (以下
稱「ESET」或「我們」)，處理客戶之個人資料及隱私力求透明。為達此目標，「我們」茲發佈此隱私權政
策，唯一目的是就下列主題知會客戶 (以下稱「使用者」或「貴用戶」)：
• 處理個人資料、
• 資料保密性、
• 資料當事人權利。

處理個人資料
ESET 提供並在我們的產品中實作的服務，係根據軟體使用者授權合約 (以下稱「EULA」) 之條款提供，但貴
用戶需特別注意其中幾項規定。我們想要將更多與我們所佈建服務連接的資料集合相關詳細資料提供給您。
針對提供服務時收集的資料，「我們」茲對「貴用戶」提供更多詳細資訊。「我們」依據 EULA 和產品文
件所述提供多項服務，例如，更新/升級服務、ESET LiveGrid®、防止資料濫用、支援等。為使一切順利進行，
我們需要收集以下資訊：
• 管理 ESET 安全性產品需要和本機儲存下列資訊：安裝 ESET 安全性產品的受管理電腦席位 ID 和名稱、

產品名稱、授權資訊、啟動和到期資訊、硬體和軟體資訊。收集並提供受管理 ESET 安全性產品和裝置的
活動防護記錄，是為了協助進行管理和監督的功能和服務，而不需要自動提交至 ESET。
• 安裝程序的相關資料，包括您的產品所安裝的平台，我方產品之操作與功能的資訊，例如硬體指紋、

安裝 ID、當機傾印、授權 ID、IP 位址、MAC 位址、產品組態設定，其中可能包括受管理裝置。
• 必須提供如授權 ID 等授權資訊，以及如名稱、姓氏、地址與電子郵件地址等個人資料，以供帳單、驗

證授權真實性及佈建服務等用途之用。
• 您可能需要將聯絡資訊及資料納入支援請求，以獲得支援服務。根據貴用戶選擇連絡我們的管道，我

們可能收集貴用戶的電子郵件地址、電話號碼、授權資訊、產品詳細資料及支援案例的說明。我們可能
會要求您提供其他資訊，以協助產生防護記錄檔案等支援服務的進行。
• 工作階段結束時，有關使用我方服務的資料皆完全匿名。工作階段結束後，我方不會儲存任何可辨識

個人的資訊。

資料機密性
ESET 公司透過交付、服務和支援網路中的附屬實體或合作夥伴，在全球營運。為提供服務、支援或計費等
履行 EULA 之行為，ESET 處理的資訊必須移轉至關係企業實體或合作夥伴，或自後者移轉至 ESET。根據「貴
用戶」選擇使用的服務及您的位置，「我們」可能需要將您的資料移轉至不具備歐盟執行委員會之適足性
認定的國家。即使在此情況，每項資訊移轉皆受資料防護法規規範，且僅在必要時進行。必須建立標準個
資保護契約條款 (Standard Contractual Clauses)、企業約束規則 (Binding Corporate Rules) 或其他適用的保護措
施，絕無任何例外。
根據和 EULA 提供服務時，「我們」竭盡所能防止資料儲存的時間較必要時間更長。我們的保存期限會比
您授權的有效期限長，讓您能夠有時間輕鬆自在地續約。可進一步處理來自 ESET LiveGrid® 的最小化及假
名化統計資料及其他資料，以供統計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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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T 運用適當的技術和組織措施確保與潛在風險相當的安全性層級。我們正盡全力確保處理系統和服務時
能持續保有機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和靈活性。然而，若資料外洩導致您的權利和自由產生風險，「我們」
會通知監管當局以及資料主體。身為資料當事人，您有權利向監管機構提出申訴。

資料當事人權利。
ESET 受斯洛伐克法規規範，「我們」身為歐盟一份子，也受資料保護法規規範。根據適用資料保護法律所
規範的相關條款，身為資料主體，以下為您應有的權利：
• 請求存取您在 ESET 的個人資料的權利，
• 修改不正確的個人資料的權利 (「貴用戶」也有將未填妥的個人資料填妥的權利)，
• 請求刪除個人資料的權利，
• 請求對您的個人資料處理施加限制的權利，
• 拒絕處理的權利
• 提出投訴的權利以及
• 資料可攜性的權利。

如果您想要行使您身為資料當事人的權利，或您有任何疑問或疑慮，請將訊息傳送給我們：
ESET, spol. s r.o.
Data Protection Officer
Einsteinova 24
85101 Bratislava
Slovak Republic
dpo@eset.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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