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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文档针对信服云镜内网持续风险评估服务上线所编写，供使用用户参考，

为用户提供信服云镜软件下载、安装、激活、使用等指导。

深信服云镜为 SaaS化交付模式，本服务提供：资产识别、系统漏洞扫描、

WEB漏洞扫描和弱口令检测等功能，适用于用户逻辑隔离的内网资产安全风险

评估场景。

2 适用范围

本文档对信服云镜提供的两种部署模式均适用，即内网 Scanner版和内网代

理软件版。需要注意的是内网代理软件版只能用来扫描WEB漏洞；内网 Scanner、

版可扫描WEB漏洞、系统漏洞、弱口令和资产识别。

该文档适用于使用云镜内网风险持续评估服务的任何客户，文档编制了详细

的用户操作和使用流程。

3 用户使用流程

3.1 内网代理软件版

3.1.1 安装环境要求

为保障信服云镜试用效果，用户侧需提供内网与扫描对象路由可达的安装主

机（PC/服务器等）1台，用来安装云镜内网代理版软件。

安装主机性能要求：Windows7 及以上或 Windows server 2008 R2 及以上，



性能：CPU 2.40Ghz 以上 内存：4G 以上（可用内存 2G 以上）；

内网环境网络要求：由于信服云镜采用业界较先进的 SaaS 化模式交付，安

装主机需与云端进行交互，云端为用户提供大数据分析和安全可视化能力，因此，

需要内网网络环境中，安装主机可与公网云端进行实时通信。

3.1.2 下载代理软件引擎

Step1：用户登录云端页面

用户拿到开通了内网评估权限的帐号后，可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云端页

面，如下图：

https://saas.sangfor.com.cn/src/anti-tamper/login.html?type=eyeCloud

https://saas.sangfor.com.cn/src/html/register/register.html?register=cloudEye


Step2：内网评估软件下载

点击“内网评估工具”，用户可进入内网评估工具下载页面，如下：

点击“立即下载”按钮即可下载（工具可能被杀毒软件认为病毒软件，下载

和使用时需要关闭杀毒软件）。

3.1.3 使用代理软件引擎

Step1：运行内网代理版软件

点击解压下载的压缩包，运行“InnerScanTool.exe”可执行文件，如下：

软件成功运行成功后，提示“已与信服云眼，连接成功”，如下：



Step2：开始使用内网评估服务

1）新增业务手工按个资产录入。点击“添加”，可手工一个一个的录入资产；

可点击“批量导入”进行资产批量录入，如下图所示

2）选择“同意内网安全评估”按钮，点击立即评估，会提示“确认要开始

评估吗”，点击“开始评估”，评估开始进行，如下：



Step3：内网评估服务完成

评估需要一段时间，评估完成后，软件会提示扫描完成，如下图所示：



内网扫描报告可以从页面内的内网扫描报告内查看，截图如下：

3.2 内网 Scanner 版

3.2.1 安装环境要求

为保障信服云镜试用效果，用户侧需提供内网与扫描对象路由可达的安装主

机 1台，用来安装云镜 Scanner 版软件。

安装主机环境要求：云镜 Scanner 软件需安装在单独的物理 PC 或物理服务

器上，同时，也支持安装于 VMware VMplayer 8、VMware Workstation 8及以上

或 VMware vsphere ESXi 5.0及以上版本的虚拟化环境。暂不支持阿里云、腾讯

云等云环境部署。

安装主机性能要求：Windows7 及以上或 Windows server 2008 R2 及以上，



性能：CPU 2.40Ghz 以上，内存：4G 以上（可用内存 2G 以上），磁盘可用空间大

于等于 15G；

内网网络环境要求：由于信服云镜采用业界较先进的 SaaS 化模式交付，安

装主机需与云端进行交互，云端为用户提供大数据分析和安全可视化能力，因此，

需要内网网络环境中，安装主机可与公网云端进行实时通信。

3.2.2 下载 Scanner 引擎

Step1：用户登录云端页面

用户拿到开通了内网评估权限的帐号（帐号由深信服市场人员协助用户注册

及申请开通内网评估权限）后，可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云端页面，如下图：

https://saas.sangfor.com.cn/src/anti-tamper/login.html?type=eyeCloud

https://saas.sangfor.com.cn/src/html/register/register.html?register=cloudEye


Step2：进入内网评估页面

点击“内网评估工具”，用户可进入内网评估页面，如下：

Step3：内网评估软件下载

当用户进入内网评估服务页面后，点击右上角“下载内网评估工具”，下载

内网 Scanner 版软件（目前对此处存在限制，需要联系市场人员进行获取 Scanner

版软件）



3.2.3 安装 Scanner 引擎

Step1：内网评估软件安装

1）双击 InnerScanner.exe，点击“是”，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进入软件安装向

导。点击下一步，进入软件许可协议页面。



2）勾选“我已经认真阅读并同意安装协议”，点击下一步



3）点击“浏览”选择“安装文件夹”或默认，点击“安装”，开始安装。

4）安装过程，如下图所示：



5）完成安装后，显示如下安装界面，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勾选，点击“完成”，即

可完成 InnerScanner 安装。

3.2.4 激活 Scanner 引擎

Step1：内网安全评估工具激活



1）安装完成后，输入云端申请的内网安全评估帐号和密码，进行激活（首次激

活需要时间较长）。

2）激活成功，如下图。

3.2.5 使用 Scanner 引擎

Step1：开始使用内网评估服务

1）打开如下链接，输入申请了内网评估权限的帐号，登录云端页面，点击右上

角“内网评估服务”。



https://saas.sangfor.com.cn/src/anti-tamper/login.html?type=eyeCloud

2）进入 Scanner 版云镜服务云端页面，如下图所示：

3）Scanner 版提供两种模式进行资产录入：新增业务和批量导入。其中，“新增

业务”可以按个录入资产；“批量导入”可将资产输入 excel 文档，进行批量导

入。

https://saas.sangfor.com.cn/src/html/register/register.html?register=cloudEye


4）新增业务手工按个资产录入。点击“新增业务”，可手工一个一个的录入资产，

可点击录入框右侧绿色+号，新增资产录入窗口，添加业务时需要勾选“免责条

款”如下图所示。

5）点击“提交”，完成资产录入。

6）批量资产录入。点击“批量导入”，可将资产录入到 excel 文档中，采用批量

导入功能进行批量提交。点击“示例文件”，下载 excel 资产录入模版，输入资

产信息。



7）点击“批量导入”，进入批量导入页面，点击“浏览上传”，选择 excel 文档，

点击,添加完成。



8）开始执行评估任务。勾选需要执行评估任务的资产，点击“立即评估”，开始

执行评估任务。同时，可进入“历史评估任务”，查看任务执行状态。

9) 查看并下载扫描报告。

3.2.6 卸载 Scanner 引擎

1）进入操作系统控制面板，点击“程序和功能”。



2）双击“InnerScanner 2.0.1”，点击“是”，完成软件卸载。



附录：信服云镜 FAQ

1、安装过程中遇到问题，如何解决？

深信服官网
您可以登录深信服官网获取最新的网络安全相关咨询信息

网站：http://www.sangfor.com.cn/

产品发布网站：https://saas.sangfor.com.cn

售后服务

客服人员：刘浩

http://www.sangfor.com.cn/
https://saas.sangfor.com.cn


联系电话：15574967603/18174295709

深信服通信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 1001 号智园 A1 栋 李小姐 0755-2695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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