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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请仔细阅读本协议。安装、下载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软件即表示您同意本协议的条款。如果您不同意这些条款，请不要下载、安装或使用本软

件。如果您不同意本协议的条款，NetIQ 将不会向您授予本软件的使用许可。在这种情况下，您可能无法使用或复制本软件，您应该立即销毁

本软件的所有副本及随附文档，或者通知 NetIQ 以获取有关按照其归还政策归还未使用软件的说明。未经 NetIQ 授权，不得出售、转让或进

一步分发本软件。

本最终用户许可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是您（作为实体或个人）与 NetIQ Corporation（以下简称“NetIQ”）之间的法律协议。本协议

的标题、任何媒体和随附文档中所指的您已获得许可的软件产品（统称为“软件”），受美国（“U.S.”）和其它国家/地区版权法和条约保

护，并受本协议条款的制约。对于下载或收到的任何本软件的更新或支持版本，如果没有随附明示取代本协议的许可协议，仍视为本软件并且

需要遵守本协议。如果本软件为更新版或支持版，则在安装或使用本更新版或支持版之前，必须获得与所更新或支持软件的版本和数量相对应

的有效许可证。

本软件可能包含或捆绑有其他软件程序，这些软件程序适用于不同的许可条款并/或由 NetIQ 之外的许可证颁发者许可。使用附带单独许可协

议的任何软件程序需受该单独许可协议的约束。任何可能随本软件一起提供的第三方软件均按“原样”提供，您可以选择使用，但必须独自承

担风险。

定义

“收集器”指对各种设备上的内容进行收集、规范和分析的功能脚本或代理。

“执行点”指为 IT 网络提供网络安全功能的外围安全设备。这包括但不限于防火墙、代理服务器和 VPN 设备。

“每秒总运营事件数 (EPS)”指所有 Sentinel 收集器为某个组织在每天 24 小时内平均每秒收到的总事件数。收集器收到的所有事件均属此

测量，即使被收集器过滤或丢弃。

“实例”指执行本软件所必需的软件的原件以及存储或加载到内存或虚拟内存的软件的每个额外副本（或部分副本）。

“管理器”指用于监视接收的信息、对接收的信息进行操作或报告此类信息或操作的任何单个硬件设备、程序或应用程序，本软件中可能支持

此类功能。

“监视”指直接或间接地接收有关信息。

“设备”指任何类型或种类作为日志事件的源的网络可寻址实体（例如网络或安全设备、 Microsoft Windows 或 Unix 服务器、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应用程序实例，等等）。

“设备类型”指对象的类型或种类（例如 Unix 服务器或通用适配器）。

“传感器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入侵传感器和检测器传感器。

“Advisor”指 Sentinel 漏洞和攻击检测映射数据传递。

“插件软件开发包”（也称为“Sentinel 插件 SDK”）指可用来构建或修改收集器、操作和报告的工具箱。

“组织”指一个法人实体，不包括为税收或法律人格目的而单独存在的子公司和分公司。例如，私营领域的组织可以是一个有限公司、合伙企

业或联合企业，但不包括该组织旗下具有单独的报税识别号码或公司注册号码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公营领域的组织可能是一个特定的政府机构

或当地政府公共机构。

“准许衍生作品”指您按照下面的许可证授予为内部使用而创建的收集器、操作、报告和解决方案包的衍生作品。

“Sentinel Log Manager 服务器”指以下组件的统称：通讯服务器、数据访问服务 (DAS)、数据库、报告服务器和 Web 服务器。

“Sentinel 服务器”指以下组件的统称：通讯服务器、关联引擎和数据访问服务 (DAS)。

“Server 组件”指本软件的通讯服务器、关联引擎和数据访问服务 (DAS) 组件。

“解决方案包”是一组预先定义的 Sentinel 内容，可使用本软件的 Sentinel 控制中心组件中的 Solution Manager 导入并部署到现有的 

Sentinel 安装中。解决方案包中的内容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关联规则部署，包括部署状态、相关的关联规则、关联操作和动态列表；报告；

iTRAC 工作流程，包括相关职能；事件富集，包括映射定义和事件元标记配置；以及创建解决方案包时添加的其他相关文件，如文档、示例报

告 PDF 或样本映射文件。



“传输”指访问、递送信息或数据或者将信息或数据提供给本软件的任何组件。

“类型 I 设备”指作为单个服务器操作系统、数据库、安全或网络设备（如，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 (IDS)、入侵防护系统 (IPS)、路由器、

交换机等）的 Sentinel 设备。将事件日志发送到管理控制台/设备/软件或 syslog 服务器的 Sentinel 设备或软件会计算在生成日志的主要

源设备的数量之内。 

“类型 II 设备”指作为单个台式机（如，每个台式机上的病毒扫描程序）、手持式或便携式设备上的应用程序或操作系统的 Sentinel 设备。

“类型 III 设备”指作为漏洞扫描程序设备或软件的 Sentinel 设备。

“类型 IV 设备”指作为非安全性企业应用程序（如，企业资源规划 (ERP) 软件、电子邮件、应用程序交付等）、日志管理应用程序或软件

的 Sentinel 设备，但不包括 syslog 服务器。此外，类型 IV 设备还包括其他任何不属于类型 I、类型 II、类型 III 或类型 V 设备的 

Sentinel 设备。

“V 类设备”指作为要受监视的大型机安全逻辑分区 (LPAR)（如，RACF、TopSecret 和 ACF2）或中型服务器（如，AS400）的 Sentinel 设

备。

“身份跟踪”指某个实体（个人或对象）和与其相互作用的相应系统、数据库和/或应用程序中的安全事件之间的关联。该实体的身份属性与

安全事件的数据结合起来，提供上下文数据用于分析和研究。

“软设备”指设计为按虚拟机映像交付时在虚拟机环境中运行或者按 ISO 映像交付时在基础硬件上运行的 Sentinel 软件和任何其他软件组

件的独立安装。

许可使用

商用软件。在您支付适当费用并遵守本协议各项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NetIQ 特此授予您非专属性、不可转让的许可证，允许您在协议期间安

装和执行本软件和准许衍生作品的实体形式。

SLES® 设备许可证。Sentinel 软件设备包括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产品。您确认并同意以下与 SLES 的使用有关的限制。

尽管与本软件一起发送的 SLES 副本随附的 SLES 许可协议中向您授予了许可，您同意仅将 SLES 用于运行软件的目的，而不将其作为一种通

用的操作系统使用。SLES 包括一些组件，这些组件是其使用受单独许可证条款限制的开放源代码包。这些许可条款规定了您对具有单独许可

条款的各个组件所享有的许可权利；本协议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约束、限制或以其它方式影响根据这些开放源代码许可条款您可能具有的任

何权利或义务，或可能需要遵从的任何条件。

评估软件。如果软件为评估版本或者按照评估目的提供给您，则根据您接收本软件的评估版本的条款，您使用本软件的许可证仅限于内部评估

目的，并将在安装之日起的 90 天（或者由本软件指定的其它时段）后过期，届时本软件将无法继续使用。评估期限届满之时起，您必须停止

使用本软件，将使用本软件执行的任何操作恢复至原始状态，并从系统中彻底删除本软件。本软件可能包含禁止在特定时间段后继续使用该软

件的自动禁用机制，因此，应对您的系统进行备份或采取其他措施来防止丢失任何文件或数据。使用本软件完全由您自担风险。

购买 SENTINEL 7、SECURITY MANAGER 6 以及这些产品以后版本后具有的权利

Sentinel 许可

企业   EPS  ：您的 Sentinel 部署受到许可的每秒总运营事件数 (EPS) 不得超过所购买的总 EPS 速度以及采购协议中所述的事件源设备限制。

EPS 速度和设备限制许可是累积性的，为定义受许可容量的总数量。例如，如果购买了一个 500 EPS 许可和一个 1000 EPS 许可，则受许可

的总 EPS 可以累积，提供 1500 EPS 的权利。即使您使用的软件、硬件或任何其他设备可减少直接访问或利用本软件的源事件设备数量（如，

“多路转换”或“池”软件或硬件），也不会减少所需的许可证数量；所需的许可证数量等于到多路转换或池软件、硬件或设备“前端”的不

同输入的数量。

企业 EPS 许可允许您部署合理数量的软件或软设备副本，该数量受到购买文档中以及上述“企业 EPS”段落中所述容量的限制。

对于类型   V   设备  ，将单独为 Sentinel Server 和 Sentinel Log Manager Server 从中收集事件日志的每个类型 V 设备进行许可。企业 EPS 

许可证中不包含类型 V 设备组件权利。

NetIQ   漏洞检测和   Advisor   订阅  按年度单独许可。企业 EPS 许可证中不包含 NetIQ 漏洞检测和 Advisor 订阅权利。

创建“准许衍生作品”的许可。（仅在本文档中提供）NetIQ 特此授予您非专属性、不可转让的许可证，允许您使用 NetIQ Plug-in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创建供内部使用的自定义收集器、操作或报告。此外，仅在您取得解决方案包许可证的前提下，NetIQ 特此授予

您非专属性、不可转让的许可证，允许您创建供内部使用的解决方案包的衍生作品。这些准许衍生作品仅可与本软件一起使用，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

EPS   许可的受限使用  。如果您以受限使用的方式购买本软件，则将允许您在采购协议规定的 EPS 和设备限制范围内从 NetIQ 产品收集事件。

如果您满足此条件，则可以部署合理数量的软件或软设备副本。



身份跟踪解决方案包许可

受许可容量：您的身份跟踪解决方案包购买提供了对 Sentinel 的受限使用许可证。此许可证提供的权利允许从许可的 NetIQ Identity 

Manager 集成模块所对应的设备收集事件并进行处理，不包括大型机和中型机集成模块。根据 NetIQ Identity Manager EULA 中的定义，该

许可证按用户授权（即唯一目录对象）。例如，如果您已经部署了 Blackboard 集成模块，则不但允许您从 Blackboard 集成模块本身收集事

件，而且您还可以直接从 Blackboard 收集事件，但只能用于身份跟踪目的。但是，身份跟踪解决方案包许可证是有限制的，在以下情况下视

为超出范围：1) 用于分析一定数量已购买用户账户的活动，以及/或者 2) 在收集和处理事件时，将 Sentinel 部署用于身份跟踪以外的目的，

以及/或者 3) 从设备收集事件时，该设备不是许可的 NetIQ Identity Manager 集成模块所对应的设备。

身份跟踪解决方案包许可证不同于并独立于与企业 EPS、实例许可和设备许可证模型。身份跟踪解决方案包许可证不会替代、减少或改变这些

许可证模型中所赋予的权利。 

在版本 7 之前购买 SENTINEL 产品具有的权利

Sentinel 许可

实例许可：您的 Sentinel 部署受到许可能与您拥有权利的已购买实例配合工作。对于每个 Sentinel 服务器以及存储器或虚拟存储器中存储

或加载的 Sentinel 服务器的其他副本（或部分副本），都需要一个实例许可证。

对于任何 Sentinel 服务器和 Sentinel Log Manager 服务器为其收集事件日志的类型   I/II/III/IV/V   设备  ，都需要单独进行许可。对于未

与 Sentinel 服务器所包含的其他服务器组件一起安装、存储或加载的服务器组件，您必须取得每个安装的适用类别的实例许可，另外，除了

执行硬件上安装的此类服务器组件所必需的初始副本外，您还必须取得内存或虚拟内存中存储或加载的此类服务器组件的每个附加副本（或部

分副本）的适用类别实例许可。

NetIQ   漏洞检测和   Advisor   订阅  按年度单独许可。企业 EPS 许可证中不包含 NetIQ 漏洞检测和 Advisor 订阅权利。

Novell 合规管理平台

许可容量：您购买的 Novell 合规管理平台提供对 Sentinel 的有限使用许可证。此许可证提供的权利可以从受许可的 Novell Identity 

Manager 集成模块所对应的设备收集事件并进行处理，不包括大型机和中型机集成模块。根据 NetIQ Identity Manager EULA 中的定义，该

许可证按用户授权（即唯一目录对象）。例如，如果您已经部署了 Blackboard 集成模块，则不但允许您从 Blackboard 集成模块本身收集事

件，而且您还可以直接从 Blackboard 收集事件，但只能用于身份跟踪目的。但是，Novell 合规管理平台许可证是有限制的，在以下情况下

视为超出范围：1) 用于分析一定数量已购买用户账户的活动，以及/或者 2) 在收集和处理事件时，将 Sentinel 部署用于身份跟踪以外的目

的，以及/或者 3) 从设备收集事件时，该设备不是许可的 NetIQ Identity Manager 集成模块所对应的设备。

Novell 合规管理平台许可证不同于并独立于与企业 EPS、实例许可和设备许可证模型。身份跟踪解决方案包许可证不会替代、减少或改变这

些许可证模型中所赋予的权利。

在版本 6.0 之前购买 SECURITY MANAGER 产品具有的权利

实例许可：您的 Sentinel 部署受到许可能从购买协议中规定的相应数量的各种类型设备收集事件并进行处理。如果您使用的软件、硬件或任

何其他设备可减少直接访问或利用任何本软件的 设备数量（如，“多路转换”或“池”软件或硬件），则这不会减少所需的许可证数量；所

需的许可证数量等于到多路转换或池软件、硬件或设备“前端”的不同输入的数量。

限制

许可证限制。NetIQ 保留所有未明确授予您的权利。本软件仅许可您内部使用。未经 NetIQ 书面许可，您不得 (1) 对软件进行反向工程、反

编译或反汇编，除非经过适用法律明确许可，且仅在明确许可的范围内进行；(2) 修改、更改、出借、分时共享、托管或出租本软件或对本协

议授予您的任何权利进行再授权；或者 (3) 全部或部分转让本软件或本协议授予您的许可权利。 

EPS   许可证  。如果在前 30 日内每天平均数至少 2 次超过受许可的 EPS，则为超出 EPS 许可证。

套件许可证。如果您对本软件的使用许可证是针对产品套件，则每个许可证只允许一个用户使用套件中的产品。如果套件许可证是以用户为单

位颁发的，则不允许多个用户使用套件中的单件产品；如果是以设备或服务器为单位颁发的，则不允许多个设备使用套件中的单件产品。

升级保护。如果您按 NetIQ 或以前公司的方案购买了本软件的升级保护或维护，则您仅有权升级整个软件，而无权升级任何组件程序或与本

软件捆绑出售的产品。如果本软件作为产品套件获得了授权，则您无权升级套件中包含的任何单件产品。如果 NetIQ 的现行政策和方案允许，

可为本软件的单个组件单独购买升级保护。

升级软件。本节适用于以升级价格购买本软件的用户。“原始产品”指对其进行升级的产品。仅当您是原始产品的授权用户并且满足以下条件

时，才有权使用本软件：(1) 您已获得了使用本软件唯一替换您合法获得的原始产品的权利，并且根据您获得本软件时现行的 政策，允许您

用本软件对该原始产品进行升级；(2) 您是按照适用的许可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来安装和使用原始产品的；(3) 您不会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持

有的原始产品。



支持。除非您购买的产品中明确包含支持服务，否则 NetIQ 没有义务提供支持。如果您购买的产品符合上述要求，并且没有专门适用于支持

服务的单独协议，则本协议的条款或适用产品计划将约束此类支持服务（以下简称“服务”）的提供，除非 NetIQ 另有书面说明。有关 

NetIQ 目前提供的支持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netiq.com/support/default.asp。

所有权

本软件的所有权并未转让给您。NetIQ 和/或其许可证颁发者保留本软件和服务（包括本软件的任何改编版本或副本）中所有知识产权的全部

权利、所有权和利益。您获得的只是使用本软件的有条件许可证。

有限担保

自购买之日起九十 (90) 天内，NetIQ 担保：(1) 承载本软件的任何媒体不存在物理缺陷；并且 (2) 本软件与随附文档所述基本相符。在您

购买之日起九十 (90) 天内，如果将有缺陷的产品退还给 NetIQ 或向 NetIQ 报告软件与文档不相符的问题，NetIQ 将自行决定是解决该不相

符的问题，还是退还您为本软件支付的许可证费用。如果对本软件进行任何非授权的使用或修改，均会使本担保无效。上述担保是您唯一的和

独有的补救措施，它将取代所有其他明示或暗示的担保。（上述担保不适用于免费提供的软件。此类软件按“原样”提供，不提供任何种类的

任何担保。）

本软件在设计、制造或使用目的上，不是为了用于或分发于在危险环境中使用的、需要故障自动防护性能的在线控制设备，如核设备、飞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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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割性。如本协议中的任何条款无效或不可执行，应在必要的范围内对该条款加以解释、限制、修改或必要时对其分割，如果必需，还可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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