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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迈克菲

迈克菲基本资料

McAfee® 是全球领先的独立网络安全公司之一。秉承“联合
就是力量”的精神，迈克菲致力于创建面向企业和个人用户的
安全解决方案，使我们的世界更加安全。我们整合、自动化、
开放的安全平台可使您所有不同的产品在数字环境中的任何地
方共存、沟通和共享威胁情报。通过将机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
相结合，帮您更有效地简化工作流程；通过将您的团队从繁琐
的运维工作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更多地关注于战略性安全
防御；通过凭借一个单一管理平台管理所有安全，极大地简化
了您的工作；通过赋予您所有安全产品自适应新威胁并协同工
作的能力，在整个威胁防御生命周期中提高防护、加快检测和
修正。
客户

市场

迈克菲拥有从政府机构到数百万家庭用户
在内的各类客户。企业客户包括最小型的
创业公司到最大型的企业。家庭用户则通
过网络和全球零售商店购买迈克菲的技
术，或者通过手机运营商、互联网服务提
供商 (ISP)、设备制造商或其他迈克菲合作
伙伴获得保护。

个人用户

我们大部分企业客户都是通过迈克菲授权
合作伙伴购买产品，合作伙伴会根据客户
的特定需求为他们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
案，以便为其提供恰当的保护。解决方案
可通过软件、设备或基于云的服务等形式
进行交付。迈克菲的集成平台使我们的客
户每天能够获得优化的安全保护，支持业
务稳定运营，同时降低风险、促进合规，
提高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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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为个人用户提供高效、易用的解决方
案，使他们能够安全使用计算机。全球数
百万个人用户信赖我们的解决方案，这些
解决方案都包含在线订购服务，能够确保
用户始终获得最新的安全保护，获得最新
的技术。迈克菲解决方案能够帮助个人用
户有效防范身份信息窃取、网络钓鱼诈
骗、间谍软件、恶意网站以及其他危害上
网体验的威胁。
小型企业
面向小型企业的迈克菲集成解决方案与服
务可为计算机、服务器和网络提供及时更
新且不间断的保护。
借助“安全即服务”的方式，迈克菲可为
小型企业提供全天候的安全技术支持，使
他们无需聘请专职 IT 人员，即可做到高枕
无忧。易于管理的迈克菲产品能够帮助小
型企业防范各类威胁，包括恶意软件、垃
圾邮件和未经授权的网络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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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0 多名员工
遍布 120 个国家和地区
130 多家创新联盟合作伙伴
250 名威胁研究员
800 多项安全专利
为全球 1.88 亿台端点提供
保护
为全球 9000 万台企业端点
提供保护
为 2 亿名个人用户提供保护
为 90% 的全球财富 100 强
企业提供保护
为 82% 的全球财富 500 强
企业提供保护
为 62% 的全球 2000 强企
业提供保护
为 82% 的全球最大的银行
提供保护
为 74% 的全球 500 强零售
商提供保护

位列三项 Gartner 魔力象
限的领导者象限
• 入侵检测和防御系统
• 安全信息与事件管理
• 企业级数据丢失防护

了解更多关于迈克菲的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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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市场
拥有超过 250 名员工的中型企业一般配有
全职 IT 人员，不过往往没有太多时间来
关注安全问题。迈克菲能够为成长型企业
提供智能、简便、可靠和易管理的解决方
案，让它们尽享更出色的安全保护。
大型企业
借助我们集成且自动化的安全平台，大型
企业可以优化安全投资，前瞻性保护最重
要的资产。迈克菲整合而协调的安全方法
已成为大型企业事实上的安全标准，这些
解决方案可保护所有基础设施——端点、
网络、Web、移动设备和嵌入式设备，以
及云。迈克菲解决方案还可帮助大型企业
更高效地管理风险，满足监管机构、行业
和内部合规需求。IT 专业人员可以使用我
们的方法（从策略创建到保护战略再到合
规报告）来为其企业确定合适的安全保护
级别。

移动
迈克菲移动安全解决方案通过保护设备
（例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企业网
络，来保障用户安全。借助我们的移动安
全产品，企业能够可靠地管理移动设备和
其中的企业数据。家庭用户能够有效防范
其移动设备和个人数据被盗或丢失。我们
还能帮助移动运营商保护他们的用户和网
络，远离针对移动设备的威胁。

云
迈克菲的云服务平台可以解决公有云、私
有云和混合云面临的安全挑战。我们奉
行“云第一”的安全理念，致力于保护云
的安全。我们集成的生命周期防御体系可
以保护在云中、数据中心和端点上的工作
负载，还可保护传输中的工作负载。迈克
菲能够帮助您监控、分段和保护混合云到
端点的工作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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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菲平台通过提供基于云的安全服务来
保护用户、数据和设备的安全。统一化的
管理、运营效率和精简的工作流可以提供
集中化的可视性、完整性和控制。我们的
云战略可以优化运营、降低风险、适应不
同业务以及降低成本。

集成且易于管理的解决方案
从网络钓鱼诈骗到网络间谍，信息安全威
胁正变得日益狡猾和复杂。当今的安全挑
战包括勒索软件、垃圾邮件、间谍软件、
数据泄漏、主机入侵、管理、移动恶意软
件、社交网络漏洞、网络钓鱼诈骗和针对
Web 2.0 应用程序的威胁。
每部设备都是一个潜在的攻击目标和入侵
点。2016 年二季度，我们的全球安全研
究团队迈克菲实验室 (McAfee Labs) 发现
了 4100 万个新的恶意软件，平均每分钟
大约 316 个新威胁，或每秒钟五个。其中
许多多媒介威胁利用了网络和系统中的漏
洞。应对这类攻击需要集成的安全保护。
借助业界最全面的安全产品，迈克菲能够
为网络、系统、数据和 Web 提供前瞻性
的集成保护。来自迈克菲实验室全天候
的威胁研究以及由迈克菲全球威胁智能
感知系统 (McAfee Global Threat Intelligence™) 采集的实时数据为我们的保护提
供了强大的支持，可确保有效预测和防范
新的恶意软件。
我们的产品可由 McAfee® ePolicy
Orchestrator® 这一控制台进行集中管
理，通过提高运营效率和增强保护来优化
您的安全投资。McAfee ePolicy
Orchestrator 管理平台可帮助企业确保系
统合规，并能有效管理相互依存的各层保
护。迈克菲将使客户体验到无处不在的全
天候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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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与支持

创新

迈克菲专业服务（包括咨询、产品培训和
屡获殊荣的技术支持）可帮助您最大限度
发挥迈克菲解决方案的价值，并确保始终
获得最新的安全保护。

迈克菲全球威胁智能感知系统（McAfee
Global Threat Intelligence，简称 McAfee GTI）可提供业内最全面的威胁情报。
借助分布于全球范围内的威胁传感器和全
球专业研究团队，它可以为用户提供覆盖
文件、Web、邮件和网络等主要威胁媒介
和整个 IT 行业的可视性。不同于传统依靠
数天才能完成的打补丁和基于特征码的防
护模式，McAfee GTI 能够即时保护您的组
织，并且通常能够在威胁真正执行前提供
前瞻性的防护。这不仅意味着更好的检测
和更少的安全事件，还意味着为您节省了
高昂的补救费用。

我们通过与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合作伙
伴合作，来帮助客户优化我们的解决方
案。McAfee Foundstone® 专业服务从客
观实际出发，为您提供独一无二的工具和
培训组合，以帮助您确定和实施最有效的
解决方案，满足您的特定需求。
迈克菲客户服务和技术支持可为客户提供
由认证的安全专家提供的专家支持，以及
丰富的资源，如深度的知识库。支持服务
包括全年全天候不间断的支持、响应服务
以及前瞻性优化。

研究
迈克菲实验室 (McAfee Labs) 是业界最
领先的威胁研究、威胁情报和网络安全思
想领袖源泉之一。借助分布在全球覆盖文
件、Web、邮件和网络等主要威胁媒介的
数百万台传感器，迈克菲实验室能够提供
实时的威胁情报、关键分析和专家建议，
以提高防护水平，降低威胁。

迈克菲推出的开放数据交换层 (Open DXL)
意在为了解决业界碎片化的安全现状。
Open DXL 可以使产品和功能在一个多变
的厂商环境中部署，实现产品之间的互联
互通。在这一环境下，某一产品发现的
威胁情报可以传递给连接 DXL 的其它产
品。这一方式将威胁情报共享推向了新的
高度，使您能够获得一个来自多厂商的智
能、互联的安全体系。您将无需被迫在不
同厂商的产品之间进行选择，因为这一集
成平台可充分满足您的需求，而且还可以
在同一架构内不断进行功能创新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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