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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r 

系统控制引擎技术 
 

 

 

在医疗、制造业、零售、交通和物流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加速了由

IoT 和互联的 OT 设备所驱动的企业系统的高速连接。当前的企业 IT 网

络是一个高度融合各种设备的熔炉，企业必须管理和保护这些设备，否

则它们就将面临安全风险。 

Ordr 系统控制引擎(简称 SCE)使企业能够迅速对整个管理领域内的

所有 IT 和 OT 设备进行清点，并对它基于类型和业务功进行分类和风险

评估。它能够通过学习设备的行为，创建设备之间会话的对应关系，这

样你就知道每台设备应该如何和其他设备进行通讯。它可以使用微分段

技术来隔离组或者设备来避免任何不必要的通讯，并且能快速阻止活动

的威胁并隔离已经受损设备。另外，它对于设备、网络，以及你的业务

经营没有任何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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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设备数据和基于人工智能的分类 

Ordr 系统控制引擎(SCE)能够迅速识别和分类所有网络上连接的设备。它有一个内置数据库保

存有超过 6 万种设备的配置文件，使用协议解码和其他技术来发现设备的详细信息，并且有一个人

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ML)引擎来自动为以前未曾识别的设备创建配置文件。除了详细分类之外，

该产品还能够按照设备类型、设备分类（分组）以及种类对设备进行动态分组。此外，该设备还能

收集其他的细节信息，如制造商，模型/序列号、硬件/软件版本，以及标记出可以分享受保护的健

康信息(PHI)的设备或能收集支付卡信息收集(PCI)的设备。 

系统采用各种无代理和被动的数据收集方法去识别和配置连接设备。部署在网络中的传感器通

过检查由 SPAN 或侦听方法获得网络流量进行自动发现，并将其绑定到扩展设备配置文件库以及动

态的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分类技术上，这样就可以开始描绘每个观察到设备。流量在多个层次上进行

分析。 

 

除了基本的 5 元组流数据(源/目的 IP+源/目的端口+协议)，Ordr 系统控制引擎（SCE）在应用

层分析流量，通过协议解码中提取元数据，这就能揭示端点详细信息包括其身份，制造商，型号，

以及通常还有序列号和软件版本。SCE 可以解码超过 50 个协议，包括DICOM， HL7， POCTX， 

Med-X， Powerlink， MUD， BACNET， PROFINET 和 Modbus 等协议。通过这种高级的检测，



ORDR 系统控制引擎  白皮书 
 

3 
 

本产品可以区分不同的设备，甚至能区分设备是直接连接到网络抑或通过工作站连接网络还是通过

一个物联网网关连接网络。 

为了收集更多情报，Ordr 系统控制引擎（SCE）会探测和查询网络交换机以收集连接端点的详

细信息，如他们的网络属性(MAC/IP 地址、子网、接口、VLAN，SSID名称，等等)，CDP/ LLDP

数据和其他统计数据。 

本产品也能从公共服务如域名服务器和活动目录中得到一些设备的细节信息。例如，它可以使

用 Windows 远程管（WindowsRM）理获取操作系统版本，补丁，热修复，应用软件和其他关于

Windows 系统的细节信息。本产品使用可选的特定的探针包括 SNMP，UPnP 和 mDNS 来通过设

备本身获取详细信息。所有的非被动收集方法都是可配置的，这样能让管理员指定哪个部分网络应

该被包括或排除; 所有查询方法默认都是禁用的，但只要简单点击一下鼠标就能够激活。 

Ordr 系统控制引擎（SCE）使用可以和常见的企业工具之间双向分享设备属性信息，这样企业

就可以对所有联网的的资产的所有的业务功能有一个共同的视角。扩展的的企业工具集成包括如

ServiceNow 这样的 IT 服务管理(ITSM)工具，像 Splunk 这样的安全信息事件管理(SIEM)工具，还

有网络访问控制(NAC)产品，包括 CiscoISE、HPE-Aruba ClearPass 以及 ForeScout CounterACT，

网络防火墙包括 Palo Alto、Fortinet 和 Cisco，以及像Nuvolo 这样的公司资产管理（EAM）和配

置管理数据库(CMDB)工具。本产品提供了 RESTful API，所以可以很容易部署新的连接器。并且有

一个电子表格(CSV)导入和导出选项。 

 



ORDR 系统控制引擎  白皮书 
 

4 
 

设备流分析和创建基线 

Ordr 系统控制引擎（SCE）被动地监控网络通信并为每个连接设备创建一个会话映射，称为流

基因。本产品也能够学习网络拓扑——VLAN，子网，路由和访问层连接图，标识每一个交换机端

口和无线接入点上连接了哪些设备。系统将这些信息存储在一个优化的数据库中，包括设备、流和

拓扑对象。图形用户界面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展示层和工作流来分析这些信息，确定单个设备，一组

类似设备，或者基于业务功能的一组设备甚至在网络拓扑之上进行复用情况下的通讯映射关系； 

由于流分析是高精度解析设备资产详细信息的基础，操作员可以很容易地了解每个系统在网络

里的实际行为。这个产品还有独特的视角，让您能够： 

• 审计每一台设备的通信，检查其通讯对象，包括 IP 地址，网站/ URL 和所使用的应用协议。 

• 检查相同类型的所有设备的通信模式，如 Axis 监控摄像头，Rockwell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hillips 病人监测系统，去识别异常，提高网络分段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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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设备和协议识别所有不同的 VLAN 和子网之间的通讯，以简化防火墙和交叉网络政策

控制。 

• 监视和公司外部进行通讯的设备，包括流量发给黑名单网站，比如网络钓鱼网站，恶意软

件，挖矿软件。 

• 基于设备的业务目的显示其通信模式，类似于医疗设备，生产线设备和零售系统设备。 

 

本产品特色是专有的人工智能/ 机器语言为基础的行为分析引擎，为 IoT 设备和 OT 设备的

正常通信确定基线。本产品能够自动化这个过程，它不需要人工干预，然而操作员可以对内置的

工作流进行确认或调整。将一个设备实体和其正确的通讯配置文件进行匹配是可行的，因为非用

户设备有一个狭窄和确定的一组相互作用的系统。例如，一个视频监控摄像机与视频存储数据库

和摄像头管理系统进行通讯，或者一个医疗诊断设备只会和电子病历系统和补丁更新服务器通讯。 

进出 IoT 设备和 OT 设备设备的异常通信会被认为是正在遭受攻击、已经受损、或错误配置。

Ordr 服务控制引擎（SCE）当检测到任何异常的问题时会发布安全事故。举个例子，如果一个用

户工作站试图使用 SMB 访问制造设备或医疗设备，这就表明该工作站可能已经被感染恶意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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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一个未经批准的设备正在进行 ping 扫描或端口扫描的任务，它就会生成一个警告。可以调整

通知用于过滤非业务关键设备。 

使用微分段保护设备 

如今每个公司的 IoT 设备都在增多，不可能个别地去确保其安全。这些设备通常运行老旧的

操作系统，只有最小的补丁功能甚至没有补丁，无法保护自己。但是整合的网络以及跨域通信要

求 IoT 设备共享相同的基础设施和物理通信路径。因此，网络分段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手段来保护

IoT。只要正确执行，IoT/OT 的网络分段和微分段会强制执行一个零信任的架构，将设备从威胁

中隔离开来，大大降低企业的安全风险。 

Ordr 系统控制引擎（SCE）自动标识设备，使用人工智能给正常通信行为确定基线，然后将

这些行为转换为特定设备的安全策略。政策可以通过 API 进行传递，去行业领先网络访问控制

(NAC)工具，或去控制交叉网络通信边界防火墙，或直接推到交换机、无线控制器。在这过程中

不需要新技术，因为这些精确控制是使用现有的网络基础设施执行的。启用这个功能将限制已批

准的系统进行网络通信，减少物联网遭受攻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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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有丰富的和行业领先的网络准入控制工具集成的能力，比如思科的身份服务引擎(ISE)，

ForeScout 的 CounterACT ，HPE-Aruba 的 ClearPass，在网络基础架构商强制执行安全策略。

虽然有许多产品也可以与网络准入控制工具共享设备属性和分组信息，甚至对已经受损的或不受

控制的资产强制触发黑名单政策，但是 Ordr 的解决方案提供了高级的集成技术，组织可以使用

VLAN 分配、访问控制列表(ACLs)，甚至更高级的标记技术比如 Cisco 的可扩展组标记（SGTs）

对环境中的每个 IoT/OT 设备实现零信任策略。 

许多安全团队使用防火墙限制 IoT 网络和 OT 网络之间的通信，如生产线设备，医疗设备，

基础设施控制器，和物理安全系统。Ordr 系统控制引擎（SCE）整合了领先的防火墙供应商产品

包括 Palo Alto，Cisco，CheckPoint和 Fortinet。使用实时的 API，本产品使用高精度的设备详

细信息来定义更细颗粒化的设备组。然后基于 ACLs 或者更高级的技术比如 Palo Alto 组标记为这

些组创建和配置访问控制策略列表。 

对于那些不使用网络准入控制或防火墙去执行网络分段的公司，Ordr 系统控制引擎（SCE）

仍然可以保护高危的系统，例如那些有暴露的漏洞和缺乏补丁来修复的系统。产品可以建立零信

任策略，在现有网络设备供应商如 Cisco、HP、Aruba、Extreme 和 Arista 上执行。本产品可以

用目标执行系统所理解的语言创建策略。管理员可以选择复制这个策略去手动更新策略服务器或

政策执行装置，或通过在目标系统上可用的原生的连接器比如 CLI 或 API 去“推送”这个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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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漏洞和风险评估 

Ordr 服务控制引擎（SCE）利用广泛的安全情报源，基于人工智能的行为异常检测以确定漏

洞，检测活动的威胁，并且评估每个设备的风险指数。这套安全服务设备不断地监视每个设备，

保持风险系数和有关安全问题的不断更新。安全信息源括: 

• NVD ，ICS-CERT 数据库 (https://nvd.nist.gov/vuln/data-feeds#JSON_FEED) 

• ICSA 针对 ICS-CERT 公告 (https://ics-cert.us-cert.gov/advisories) 

• 医疗漏洞源包括 FDA 召回数据库，MD-Viper 和支持 MDS2 形式 

• 行为分析（通讯）识别未遂的攻击或危险的迹象 

• OpenVAS 漏洞源(http://www.openvas.org/) 或者从其他漏洞管理工具比如 Tenable 和

Rapid7 接收到的数据 

• Cisco Talos (https://www.talosintelligence.com/) 

• Proofpoint (https://www.proofpoint.com/us/products/et-intelligence) 

• Webroot BrightCloud 威胁情报 (https://www.bright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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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声誉 (https://frehol.org/) 和恶意网站的 IP/Geo 

(https://www.maxmind.com/en/home) 

• Hydra Open 密码扫描和弱/开发密码检查(https://sectools.org/tool/hydra/) 

 

安全问题映射到对应的设备并提供的问题信息，严重程度，影响，和修复建议。通常会包括

嵌入式链接，事件响应团队可以在采取修正行动之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通过解析获得的高精度设备数据包括了操作系统、硬件/软件版本，补丁级别、正在使用的应

用程序。这使它容易识别过时的或已知的脆弱设备，从而确定补救计划，比如安装补丁，实现补

偿控制，如微分段和提前资产更新。 

Ordr 服务控制引擎（SCE）结合了安全智能与对资产清单和网络拓扑结构的详细的理解。优

化的用户界面方便地在整个设备群的总体风险信息和特定安全事故或危险设备的深入视图之间进

行转换。这就导致在调查和响应事件时能大量减少所需的时间和资源。本产品与领先的安全信息

集成事件管理(SIEM)和安全操作团队所使用 IT 工作流工具集成，来协助完成工单生成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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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数据导出和传感器部署 

Ordr 系统控制引擎（SCE）支持多个部署模型，包括完全本地，私有云，托管在管理服务提

供商。该系统有三个关键组件: 

• 服务控制引擎中心： Ordr 运营的云服务，可以帮助实现零接触进行部署，并保持它更新

到最新的威胁源和 IoT 设备概要文件。 

• 服务控制引擎分析器：部署在数据中心或云端的物流设备或虚拟机，能进行行为分析，识

别异常，作为企业中解决方案的策略决策点。 

• 服务控制引擎传感器： 部署到网络的访问层、汇聚层或核心层的物理设备或虚拟机，以

一个完全被动不影响正常操作的方式接收 SPAN 数据、监听数据、或流数据，来发现和跟

踪 IoT 设备和监视它们的通信。 

分析器和传感器可以以软件镜像的方式部署，或者预装在物理设备上。 

通常，每一个主建筑都需要一个传感器，并且安装时需要在建筑的核心交换机或汇聚交换机

上配置 SPAN、RSPAN 或者监听。部署一个传感器只需要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包括设备上架和

设备上电的时间。对于分支站点或大型分布式的部署，利用从Netflow，IPFIX 或者 sFlow导出

的流量，可以获得远程数据的可视性，而不需要在本地部署传感器。随着完整应用程序数据流的

可视性，本产品所有的功能都是可用的。仅数据流可视性可能会限制系统收集某些高精度设备数

据如序列号和软件版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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