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简介

McAfee MVISION Cloud
云安全为业务发展提速

McAfee® MVISION Cloud 通过单一云原生实施点跨 SaaS、PaaS 和 IaaS 保护数据和阻止云中的
威胁。

可见性

关键用例

控制

■■

获得对所有云利用以及数据的可见性。
控制任何来源的数据和云活动。

保护

防止云威胁和错误配置。

对云中的数据强制实施数据丢失防护
(DLP)（与终端 DLP 同步）。

■■

防止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与错误人员
共享敏感数据。

■■

■■

■■

阻止将企业数据同步/下载到个人设备。
检测帐户盗用、内部威胁和恶意软件。

使用仅您本人可以访问的密钥对云数
据进行加密。

■■

获得对非认可的应用程序的可见性并
控制其功能。

■■

根据行业基准审计错误配置并自动更
改设置。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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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ISION Cloud 平台
统一策略引擎

对所有云服务中的静态数据和传输状态下的数据应用统一
策略。
可利用策略模板，从现有解决方案中导入策略，或创建
新策略。

预构建的策略模板

根据业务需求、法规遵从性，行业、云服务和第三方基准提供
开箱即用的策略模板。

策略创建向导

使用通过布尔逻辑连接的规则、例外情况以及基于事件严重
性的多级补救机制来制定自定义策略。

策略违规事件管理

应用程序内指导

和权限的统一界面。

用户提供实时指导。

可审核事件，执行手动操作和回滚自动修补操作以恢复文件

云注册表

通过基于 261 点风险评估的 1-10 CloudTrust 评级，提供世
界上最大且最为准确的云服务注册表。

隐私防护

利用不可逆的单向过程使内部用户识别信息令牌化，并对企
业身份进行模糊处理。

自动补救

指导用户纠正策略违规事件，并在纠正后自动解决事件警
报，以减少对事件的人工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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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生事件的本机电子邮件、消息传递和协作应用程序内为

人工智能驱动的活动映射程序

利用人工智能了解各个应用程序，并将用户操作映射到一组
统一的活动，进而在各个应用程序中实现标准化的监测和
控制。

多云保护

跨所有云服务强制实施一组统一的安全策略，并且可以将违
法策略行为与各个服务的调查活动、异常以及威胁相关联。

产品简介

所有云利用以及数据的可见性

云使用情况分析

利用关键字、预定义的字母数字模式、正则表达式、文件元数

务、数据量、上传计数、访问计数以及允许/拒绝的活动。

内容分析

据、文档指纹和数据库指纹识别云服务中的敏感数据。

协作分析

检测与单个用户、组织内的每个人员或具有链接的任何人员

所共享的文件和文件夹的详细权限信息，包括查看者权限、
编辑者权限和所有者权限。

访问分析

了解访问相关信息，包括设备操作系统、设备管理状态、位置
和企业/个人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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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段时间内的云使用情况，包括用户所使用的各种云服

云活动监控

捕获所有用户和管理员活动的完整审核跟踪记录，以便为事
件后的调查和取证提供支持。

“McAfee MVISION Cloud

提供关于 IT 服务差距的

洞见，让我们发现其中的
趋势和模式，从而向客户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并为

我们的长期战略规划和投
资制定更好的决策。
”

―David Stevens，马里科帕县首席信
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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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云中的数据和活动
云数据丢失防护 (DLP)

根据您自己的内容规则强制实施策略，以防止云应用程序和
基础设施中的数据丢失（包括文件、结构化以及非结构化数
据）。
内部部署的 McAfee® Data Loss Prevention (DLP) 内

容规则和策略可与 MVISION Cloud 同步，并将其应用到云
服务。

多云控制

为上传到云，在云中创建，与合作者共享，在云之间从一种
服务到另一种服务共享以及从云下载的数据强制实施 DLP
策略。

多级响应

信息权限管理

制实施不同的响应操作。
在审计中找到的错误配置可以自动

保敏感数据在任何地方都能受到保护。

按照多个严重性等级定义策略，并根据事件的严重性等级强
触发响应操作（如 DLP 扫描）。

隔离

将触发策略的文件隔离到在其中发现这些文件的云服务内
的安全管理位置。
McAfee 从不存储隔离的文件。

加密

通过经同行审核的功能保留加密方案来保护敏感数据，此类
方案使用由客户控制的密钥来保护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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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传到云服务或从中下载的文件应用权限管理保护，以确

协作控制

将指定用户所具有的文件和文件夹权限降级为编辑者或查
看者，移除权限，以及撤销共享的链接。
根据数据敏感性分配
权限。

互连应用

提供对连接到认可的云服务的第三方应用程序的可见性，如
市场应用。
根据具体的用户、应用程序或访问权限，对第三方
应用执行策略驱动的控制。

“借助 McAfee 可以通过

在云中设计的单一安全平
台为云端数据强制实施数
据丢失防护 (DLP)、权限

管理、数据分类、威胁防护
和加密等安全策略。
”

―Mauro Loda，DuPont 首席云安全
架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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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从违法策略的云服务永久删除数据，从而遵守合规条例。

上下文访问控制

根据服务级别风险、设备类型和细粒度活动级别控制强制实
施粗粒度允许/阻止访问规则，以防止上传和下载数据。

适应性身份验证

根据访问控制策略，通过与身份管理解决方案的集成，实时
强制执行额外的身份验证步骤。

云应用程序控制

非认可云服务的细粒度策略，包括允许或阻止活动的能力以
及控制从 MVISION Cloud 控制台对所有非认可租户的访问
权限进行控制的能力。

防止云威胁和错误配置
安全配置审核

了解当前的云应用程序或基础设施安全设置，并根据行业标
准（如 Center for Internet Security 基准）提出修改建议以提

升安全状态。
在将代码部署到基础设施即服务 (IaaS) 中之前
可以运行审计，从而预先迁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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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修正配置

支持对在审计中发现的错误配置进行基于策略的响应，从而
自动更改设置，如禁用 IaaS 存储桶的公共访问权限。

用户和实体行为分析 (UEBA)

根据多启发式和机器学习自动构建自我学习模型，从而识别
多云服务中表明有用户威胁的活动的模式。

引导式学习

向机器学习模型提供人为干预，并提供实时预览，以显示敏
感度变化对系统检测到的异常所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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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户盗用检测

分析登录尝试以识别不可能的跨区域访问、暴力攻击和表明
帐户已泄露的不受信任位置。

内部威胁检测

利用机器学习检测表明存在疏忽行为和恶意行为（包括内部
人员盗取敏感数据）的活动。

特权用户分析

识别用户权限过多、不活动帐户、不当访问，及毫无根据的特
权升级和用户配置升级等情况。

恶意软件检测

识别恶意软件和检测正在从云服务渗透数据的恶意软件的
行为。
可以针对历史入侵按需和实时扫描云服务。

删除恶意软件

通过永久抵消和删除恶意软件来消除高级威胁。

“McAfee 帮助我们了解员工如何使用 Salesforce

来识别内部威胁、入侵、凭据以及过度授予特
权的用户访问。
”

―Mike Bartholomy，Western Union 信息安全高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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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集成
■■

■■

■■

■■

■■

■■

■■

■■

■■

数据丢失防护 (DLP)

安全信息和事件管理 (SIEM)
安全 Web 网关 (SWG)

下一代防火墙 (NGFW)
关键管理服务 (KMS)

身份信息和访问管理 (IAM)
信息权限管理 (IRM)

企业移动管理 (EMM/MDM)
目录服务 (LD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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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模式

McAfee Sky Link

连接到云服务 API 以获得对数据和用户活动的可见性，并对
上传或近实时或共享的数据以及静态数据强制实施策略。

McAfee Sky Link
McAfee Lightning Link

McAfee Lightning Link

建立与云服务的直接带外连接，以实时实施策略，同时全面
覆盖数据、用户和设备。

McAfee Ground Link

用作 McAfee 与内部部署的 LDAP 目录服务、DLP 解决方案、
代理、防火墙和密钥管理服务之间的连接代理。

McAfee Sky Gateway
通用模式
McAfee Sky Gateway
电子邮件模式

McAfee Sky Gateway

针对流通数据实时实施内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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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邮件模式：利用本地邮件流对内联或被动监控模式下

■■

通用模式：在用户和云服务之间进行内联，并在身份验证

的 Exchange Online 发送的所有邮件强制实施策略。

后控制流量，以覆盖所有用户和所有设备，但不包括代理。

McAfee MVISION Cloud

McAfee Ground Link

产品简介

Cloud Security Advisor

Cloud Security Advisor 是 MVISION Cloud Security 平台上

的一个门户，可用于支持客户跟踪其云安全进展。就云安全
控制的实施而言，对于如何确定工作的优先级，它可以为企
业提供独到的建议。

Cloud Security Advisor 包括：
■■

云安全报告：关键使用情况统计信息的概述，主要包括关

■■

Cloud Security Advisor 评分和象限：为可见性和控制

键安全指标，如云足迹、事件、有风险的数据和用户数量。

评分（总分均为 100）。
这些评分基于云安全指标和实施进
度，并与同行业的其他同类公司（类似规模）对比。

■■

云安全建议：按优先顺序为企业提供一组独到的规范建

议，以改善云安全状态。这些建议根据其潜在影响而分配
以分数计算的相应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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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ISION Cloud for Containers

容器工作负载是虚拟化的自然发展，经过优化后可以充分利
用云的优势。
MVISION Cloud Container Security 为动态和

不断变化的容器工作负载及其依赖的基础设施提供了统一
的云安全平台以及容器优化策略。

MVISION Cloud for Containers 提供：
■■

针对容器组件的安全漏洞评估

− 评估在构建时和定期嵌入到容器中的代码，以确保已公

开或迁移已知风险，从而降低恶意攻击者侵入容器工作
负载的几率

■■

用于容器基础设施和编排系统（如 Kubernetes）的 云安全
状况管理

− 确保环境配置不是风险来源

− 确保环境配置不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从而意外暴露风险
■■

用于容器间通信的纳米分段

− 零信任：始终验证，从不信任。以可以处理容器的多变性

质和不依赖 IP 地址等外部因素的方式发现和监控容器

− 根据用户首选项检测异常通信并进行通知或阻止

− 当应用程序随时间演化时，检测容器版本之间模式的
变化

− 利用已知的良好配置作为保护工作负载的方法，而不是
跟踪已知的错误配置

进程之间网络通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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