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简介

McAfee 设备到云 DLP
统一数据保护

为了让员工更加灵活方便地访问核心业务应用程序，大大小小的公司都在采用基于云的服务

主要优势

中的数据，并且不能在云中控制协作或共享。许多组织在考虑为自己的云环境添加单独的云保

无缝集成

（如 Microsoft Office 365）。
内部部署数据保护解决方案通常不能监控云服务（例如 Office 365）
护解决方案，但是这样会导致他们的策略、报告和事件响应碎片化。这还会提高运营开销，并且
导致跨设备、网络和云服务的数据保护不一致。
McAfee® 设备到云 DLP 集成了两大行业领先技术，可跨终端、
网络和云提供统一数据保护：
McAfee® Data Loss Prevention

(McAfee DLP) 和 McAfee® MVISION Cloud。
这种集成可以为

组织提供无缝统一的数据保护体验，在最大限度提高运营效
率的同时，将数据丢失风险降至最低。

碎片化的数据保护解决方案效率低下

为了在云中实现 DLP，以前需要在云中重新构建已为内部部
署上下文创建的 DLP 规则。
内部部署 DLP 规则还缺乏“云原

一致。
内部部署的 DLP 无法监控由于协作或云中共享链接造
成的数据丢失。

轻松连接和同步内部部署 DLP 和云 DLP

McAfee ePolicy Orchestrator (McAfee ePO™) 软件大
®

®

大简化了设备到云 DLP 工作。通过将 MVISION Cloud 与
McAfee ePO 软件配合使用，可以比以往更快地保护任何云

服务中的数据，并具备云原生协作与共享的完整上下文。轻

在 McAfee ePO 软件中一次性分类数据，
并将分类用于设备、
网络和云上下文。

■

轻轻一点即可在一分钟内连接内部部
署和云 DLP

一致的数据丢失防护
■

跨多个环境发挥作用的共享策略和分
类引擎。

■

无需在多个控制台上执行更改。

涵盖所有事件管理和报告的统一视图
■

■

依靠对多个环境中的事件的集中式管理。
无需切换控制台即可查看事件和报告。

轻一点，两款解决方案不到一分钟就可以实现连接。1 您在

生协作”或“与云服务中的第三方共享”的上下文。这导致在

McAfee ePO 软件中为自己的设备和网络构建的 DLP 规则

时间过长，并且在不同的 DLP 引擎中，策略强制实施可能不

务以及绕过您的网络的任何云原生流量。
您的数据分类会被

复制已经为设备和网络上的数据完成的现有工作时花费的

■

会被推送至 MVISION Cloud，其中可将它们应用至任何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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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确保终端和云中的数据丢失防护一致。所有事件都会
发送至 McAfee ePO 软件，为您提供从设备到云的单一 DLP
工作流。

企业如何通过设备到云 DLP 实现运营效率

采用 McAfee ePO 软件的客户已利用该集成尽可能简化了
云服务中 DLP 的强制实施及其相应操作。
例如，一家大型食

品服务制造商在需要确定云中数据位置的终端和网络文件
共享上使用了 McAfee DLP，并制定了策略来保护数据。
该组
织从 McAfee® Web Gateway 开始，通过分析 Web 流量，确

定最常用的用户目的地，以及云中保留公司数据的位置。由
此，组织发现它的大部分数据其实集中在 Microsoft Office
365 中。

这家公司对云中数据的保护要求其实与内部部署并无差别，

但云中的文件共享和协作等上下文差异带来了新的挑战。
例如，该公司需要按需在 Office 365 中扫描数据（类似于内
部部署扫描）
，同时还需要对进出 Office 365 的数据强制实

施 DLP 规则，这是云独有的，超出了他们的网络监控范围。

图 1. 在 McAfee ePO 软件中将 DLP 策略同步到 MVISION Cloud。

解决方案，并评估了市场上的多种产品。
最终，该组织采用了

的分类为 Office 365 制定策略。
现在，无论是在设备上还是

中的现有 DLP 规则集成。
安全团队从 McAfee ePO 软件将内

以及来自 McAfee Web Gateway 的 Web 流量报告 - 一切都

该公司确定云访问安全代理 (CASB) 是解决这些需求的最佳
MVISION Cloud，因为它可以紧密地与其 McAfee ePO 软件

部部署数据分类推送至 MVISION Cloud，然后使用预先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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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中，该组织都有单一的位置来管理数据分类、DLP 事件、
在 McAfee ePO 软件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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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选择 McAfee MVISION Cloud 作为我们的 CASB，

McAfee® 云 DLP 引擎

McAfee ePO
策略/事件

正是因为它可以监控我们的数据去向以及谁有权访问数
据，同时还可以让我们轻松了解云服务的相关风险。
”

— 一家全球物联网制造商的 CISO

策略/事件

据
数

分

类

集中式事件管理和报告

借助 McAfee ePO 软件，用户管理所有 DLP 违规和报告时可
以获得单一管理控制台体验。不管 DLP 违规来自企业设备

McAfee
MVISION Cloud

McAfee DLP

制台还有助于降低审核和法规合规性方面的复杂性。

McAfee 设备到云 DLP 为组织提供跨多个环境的无缝和统

随着在云中创建和发送到云中的数据日益增加，配置一套可

mcafee.com/dataprotection

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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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用于 McAfee 设备到云 DLP 事件管理的一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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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云应用程序，您无需切换控制台即可查看事件和生成报
告。通过对多个环境中的敏感数据进行监控，这一集中式控

了解更多信息

一的数据保护体验，通过提高运营效率可节省时间，并有助
于将数据丢失的风险降至最低。

以防范数据的任何泄露媒介（不管是企业终端、非托管设备
还是网络，甚至包括云应用程序）的一致 DLP 策略的重要性
也日益凸显。

1. 基于一致的 McAfee 内部实验室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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