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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OTY 安全
远程访问(SRA)
无障碍、可靠且高度安全地远程访问工业网络
工业网络远程访问挑战
我们创建 Claroty SRA 是为了解决运行技术(OT)远程访问的挑战。具体而言，虽然 OT 远程访问对工业企业来说至关重要，但
一直存在风险和困难，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终端用户的复杂性：
增加 MTTR

管理员的复杂性：
增加 TCO

不良的可见性和安全性管控：
增加暴露风险

由于大多数传统的远程访问工具都

内部用户和第三方用户必须在需要

OT 远程用户可能会进行未经授权的

是设计用于 IT 网络，通常都存在不适

维护或其他操作时能够远程访问工

更改，从而带来操作风险。使用传统

合 OT 需求的繁琐访问机制和界面。

业资产。

的远程访问工具，使网络安全人员对
用户活动的可见性较差，且无法使工

使用这些工具前，终端用户通常需要

然而，管理此种访问需要管理员维护

作人员为用户实现基于角色和策略

接受长时间的培训—而且这些工具

昂贵复杂的基础设施，同时需要解决

的访问控制，从而加剧风险。

的复杂性和低效率意味着，无论用户

用户的培训和故障排除需求。

接受了多少培训，他们可能仍然难以

这些工具通常在本质上是不安全的，
第三方用户尤其难以提供支持，因为

这也令人担忧，因为使用的是脆弱的

他们通常不能与其他供应商共享开

RDP 协议，不符合普渡模型，从而违

这些情况增加了用户的平均修复时

源堡垒机或其他基础设施，这使管理

反了工业网络安全的最佳举措。

间(MTTR)，在必须立即进行紧急修复

员的工作更加复杂。

尽快修复工业资产。

以避免或减少停机或其他严重后果
的情况下，更容易出现问题。

因此，网络安全人员无法识别或控制
此过程既昂贵又耗时，使得 OT 环境

用户何时何地以及为何登录。他们也

中传统远程访问工具的总拥有成本

无法识别或响应与这些用户活动相

(TCO)很高。

关的事件，所有这些都使 OT 环境面
临更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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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Claroty SRA

主要的优点

Claroty SRA 通过为内部用户和第三方用户提供无障碍、可靠且高
度安全的 OT 环境远程访问，解决了 OT 远程访问的挑战。不同
于传统的远程访问解决方案—大多数都是专门为 IT 网络设计的
—Claroty SRA 是专门为工业网络的具体运行、管理和安全需求而
设计的。

 SRA 通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更快、更容易地连
接和修复 OT、IoT 和 IIoT 资产，减少了 MTTR 并
提高了正常运行时间。
 SRA 通过提供灵活的配置选项、集中管理以及内
部用户和第三方用户所需的一切，降低了安全可

最终采用一种独特的解决方案，可减少平均修复时间(MTTR)，最
大限度地降低 OT 远程用户配置和管理访问的成本和复杂性，并
减少 OT 环境由于非托管、非受控和不安全访问带来的风险。

靠的 OT 远程访问的复杂性和成本。
 SRA 使您能够控制、获取并充分了解网络中的所
有远程连接和活动，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 OT 远
程访问的风险。

SRA 特性和功能
减少 MTTR 的用户体验
通过降低 OT 远程访问的终端用户的复杂性，SRA 让用户能在必要时更快速更轻松地访问，进行故障排除以及修复工业资产。
亮点包括：
 即时(JIT)用户调配设置：SRA 通过 SAML 和 OpenID Connect (OIDC)集成了各种身份提供商(IdP)，让管理员能实现 SRA 用户账
户创建的自动化和精简，作为单点登录流程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可以自动将新用户添加到 SRA 中并立即开始使用 SRA—所
有这些都无需管理员提供任何额外的步骤。
 高效的身份验证和访问：SRA 还提供原生多因素身份验证且不使用开源堡垒机。因此，经过授权的 SRA 用户可以在最需要
的时候快速、安全地进行身份验证和访问。
 直观的界面：SRA 界面反映了每个用户已具备的技术经验，可提供无与伦比的可用性，没有学习难度或无需大量培训。
 高可用性：SRA 包括一个高可用性机制，确保用户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进行访问。

利用活跃远程连接查看 SRA 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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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管理 OT 远程访问 TCO 的管理特性
SRA 通过提供灵活的配置选项、集中管理以及内部用户和第三方用户需要的一切来支持 OT 远程访问用例，降低了管理员 OT
远程访问通常较高的总拥有成本(TCO)。亮点包括：
 JIT 用户调配设置：除了使 SRA 用户受益外，JIT 用户调配设置还能使 SRA 接受培训的新用户大部分调配设置和安全访问的
手工耗时过程自动化，从而使 SRA 管理员节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灵活部署和配置选项：部署和配置 SRA 都无需使用开源堡垒机、复杂的防火墙规则或传统远程访问解决方案中常见的其他
昂贵和复杂的架构组件。因此，SRA 管理员可以花费更少的时间和金钱部署管理用户的远程访问基础设施，从而降低 TCO。
 全面支持所有的 OT 远程访问用例：SRA 是真
正的 OT 远程访问一站式解决方案，因为其包
含支持所有 OT 远程访问用例所需的全部特性
和功能。其中包括 OT 专门构建的用户界面、

第三方技术人员

第三方技术人员

远程员工

远程员工

多因素身份验证的多选项、密码保险、安全文
件管理、高可用性、全面监控等等。这意味着
您可以满足内部用户和第三方用户的 OT 远程
访问需求，无需购买、部署和维护多个解决方

DMZ 防火墙

案。
防火墙

SSH 反向隧道

历史数
据库

SCADA
服务器

工程工作站

SRA 的部署架构示例展示了对多种类型的远程用户的简单配置

访问和身份验证控制可最大限度地降低远程用户带来的风险
SRA 管理员可以跨多层控制对工业网络的访问，以确定谁可以访问哪些资产、如何访问、何时访问、出于何种目的以及使
用何种协议。亮点包括：
 安全身份验证：SRA 包括原生多因素身份验证和凭据管理选项，支持实施密码卫生措施要求，并能与基于 SAML 和 OIDC
的身份提供商集成。
 集成身份提供商：选择将系统与现有的身份提供商集成的 SRA 管理员可以自动将组织中已有的基于 SAML 或 OIDC 的身
份验证策略和密码要求的实施扩展到他们的 SRA 用户帐户中，从而确保对 OT 员工和第三方的强大用户身份验证。该功
能还能使前员工的 SRA 凭据自动失效，从而消除在特权升级和密码重用攻击中经常使用的高风险攻击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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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角色和策略的访问：SRA 管理员可以在多个层级和地理位置上为工业资产定义和执行极细粒度的访问控制，最终简
化用户工作流，同时屏蔽非必要访问的关键功能。此类控制支持零信任及最小特权安全原则。
 安全许可和紧急访问：对于远程访问时存在安全风险的资产，可以创建额外的策略，确保每种资产环境的健康度和可操
作性。

SRA 中的分组详情

固有的安全架构和特性可减少攻击面
将工业网络中的关键资产与外部连接隔离，主动防范恶意软件，对于减少攻击面和远程用户带来的风险至关重要。
SRA 通过以下方式提供这些功能：
 使用加密隧道传输数据：SRA 对两条加密隧道之间传输的数据进行分割，以减少连接到网络的设备数量和防火墙
中开放的端口数量，从而减少攻击面。
 保持普渡模型：所有 SRA 部署选项都遵循工业网络安全的最佳举措，保持普渡模型，这有助于确保一个连接点不
会提供广泛的网络访问。
 集成防病毒解决方案：SRA 集成了所有基于 ICAP 的防病毒解决方案。该功能通过提高对工业资产进行远程维护和
相关任务所需的上传文件的安全性，有助于保护工业网络免受恶意软件的攻击。如在该事件中，此文件是恶意文
件，SRA 用户将立即得到通知，并阻止其上传到各自的资产中。
远程用户
基于应用程序
的远程访问

SSL VPN

SRA 站点

SRA SAC

SSH
反向隧道

PLC

SSH
反向隧道

SRA 加密隧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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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功能可简化审核并优化调查
通过提供全面的监控功能，远超大多数传统远程访问技术提供的基本日志记录功能和有限的审核跟踪，SRA 使您能够全面实
时了解 SRA 用户的活动，简化审核并优化事件调查。亮点包括：
 实时全面监控：SRA 管理员可以选择实时监
控 SRA 活跃会话，从而方便地进行故障排除
和用户监督，并在必要时紧急终止风险会话。
 完整长度的视频记录：除了保留所有远程会
话的详细日志，SRA 还能自动记录每次会话
完整长度的视频，以支持响应行动、调查和
审核。

SRA 管理员对用户 SRA 远程连接的实时全面监控

广泛支持远程事件管理
SRA 与 Claroty 持续威胁检测(CTD)无缝集成，使 Claroty 平台成为业界首个提供完全集成的远程事件管理功能的工业网络安全
解决方案。
这些功能覆盖整个事件生命周期，使您能够从任何位置在最宽泛的攻击表面内检测、调查和响应工业网络安全事件。因此，
您可以轻松地在远程、分布式和/或高度可变的工作环境中发展并调整组织的总体安全态势和工作流。亮点包括：
 接收与 OT 远程用户活动相关的警报：当通过 SRA 连接到工业网络时——如用户参与未经授权或异常的活动——如配置下
载或在预定的维护窗口外维修资产时，CTD 就会发出警报。这些警报包括诸如 SRA 用户、会话意图、相关指标、涉及的资
产等细节，以及支持优先级和分类工作的根源分析。
 调查 OT 远程用户活动：所有与 OT 远程用户活动相关的 CTD 警报都包括与相关 SRA 会话的直接链接，以及实时监控该会
话的能力。如果会话不再活跃，警报将直接链接完整长度的视频记录，为调查目的可进行查看。
 响应 OT 远程用户活动：所有与 OT 远程用户活动相关的 CTD 警报还能使管理员在必要时立即断开相关的 SRA 会话，可作
为响应行动防止、遏制和/或补救由 OT 远程用户进行的未经授权的更改或其他活动造成的任何损害。

所有由 SRA 用户活动触发的 CTD 警报都能链接至各自的 SRA 会话，并允许管理员查看，
如有必要，可以直接从 CTD 的警报查看页面断开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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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Claroty
Claroty 是一家工业网络安全公司。Claroty 帮助客户揭示、保护和管理其 OT、IoT 和 IIoT 资产，获得全球顶尖企业
的信任。该公司的综合平台可与客户现有的基础设施和程序进行无缝连接，同时为可视性、威胁检测、风险和漏
洞管理以及安全远程访问提供全方位的工业网络安全控制，大幅降低总拥有成本。Claroty 拥有庞大的合作伙伴生
态系统及屡获奖项的研究团队，获得全球领先的工业自动化供应商的支持和采用。该公司总部位于纽约，在欧洲、
亚太和拉丁美洲都有业务往来，在七大洲均进行部署。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laroty.com。

联系我们
contact@claro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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