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工作表

McAfee Device Control
防止未經授權使用卸除式存放裝置。

主要優點
■

■

■

■

無可匹敵的資料保護 – 針對
任何卸除式存放裝置中的機
密資料指定詳細的硬體型
與內容型篩選、監控及封鎖
功能。
全方位的裝置管理 – 讓您安
全地使用卸除式媒體裝置，
無需「全部封鎖」，不影響
工作生產力。
McAfee ePO 集中式管理平
台 – 集中部署並管理安全性
原則，以防止機密資料從卸
除式媒體遺失。
完整的可見性 – 向稽核人
員、董事會成員及其他股東
證明公司履行內部與法規遵
循措施。

USB 隨身碟、MP3 播放器、CD、DVD 及其他卸除式媒體雖然非常有用，但也
為組織帶來相當大的威脅。這些外型小巧，儲存容量卻很大的卸除式媒體，很
容易就能將客戶的機密資料和智慧財產直接洩露出去，並因為遺失或遭竊而落
入不肖份子之手。您無從得知使用者的身分、他儲存的內容、以及他所使用的
類型裝置。而且即使他們具有資料的使用權限，您要如何確定他們會保障資
料的安全？
概觀
McAfee® Device Control 可以防止透過如 USB 隨
身碟、Apple iPod、Bluetooth 裝置、可燒錄光碟
或 DVD 等卸除式媒體，將重要資料攜出公司。它
可提供工具，來監視並控制所有桌上型電腦和筆
記型電腦所進行的資料傳輸，無論使用者的位置
與機密資料流向為何，即使他們未連線到公司網
路也能進行監控。

裝置控制管理
全方位的裝置管理可以協助控管及封鎖任何卸除
式存放裝置中的資料副本。您可以指定各項裝置
參數 (例如：產品 ID、廠商 ID、序號、裝置類別、
裝置名稱等)，並予以分類。除此之外，還可依據
載入至裝置中的內容，強制執行各種不同原則 (例
如封鎖或加密)。
管理原則包括，但不限於：
■

支援隨插即用裝置與卸除式存放裝置。卸
除式存放裝置定義可支援：僅限 Mac OS X、
僅限 Microsoft Windows，或兩者。

■

■

■

■

■

■

可封鎖卸除式存放裝置，或將其設為
唯讀。
為卸除式存放裝置提供內容感知防護。
與 McAfee Endpoint Encryption 整合，
提供檔案資料夾與數位權限管理 (DRM) 解
決方案。
為儲存於卸除式存放裝置中的檔案提供檔
案存取保護。

Citrix 裝置規則可封鎖存取精簡型用戶端
裝置對應：本機磁碟、卸除式存放裝置、
印表機、CD/DVD、剪貼簿等。
非系統硬碟規則可封鎖及監控唯讀檔案，
並針對使用者在固定磁碟機上的動作發出
通知。

資料工作表

透過 McAfee ePO 軟體的集中式管理

McAfee ePO 伺服器管理主
控台的系統需求
作業系統
■ Microsoft Server 2003 SP1、
2003 R2
硬體需求
■ 磁碟空間：250 MB
■

■

RAM：512 MB，建議使用
1 GB

■

與 McAfee® ePolicy Orchestrator® (McAfee ePO™)
軟體整合，可提供即時的事件監控以及集中式原
則與事件管理功能。讓您輕鬆收集重要的使用資
料，例如寄件人、收件人、時間戳記和資料證據
等。只要按一下按鈕，McAfee ePO 軟體就能產生
詳細的報告，以供您向稽核人員、資深管理階層
及其他利益關係人證明公司能確實執行內部規範
與法規遵循措施。
這麼做的優點包括：
■

透過 McAfee ePO 軟體部署及更新
McAfee Device Control 代理程式。

■

■

透過 McAfee ePO 軟體，管理 McAfee
Device Control 原則與事件。
與 McAfee ePO 軟體整合，具備事件監
控、集中式報告以及稽核能力。
可藉由 McAfee ePO 軟體設定角色型存取
控制 (也稱為「職責劃分」)，以執行事件
檢視。

■

自動通知違規者及/或管理員。

■

可存取服務台介面。

深入瞭解
如需詳細資訊，請造訪我們的網站，網址為：
www.mcafee.com/tw/products/device-control.
aspx。

CPU：Intel Pentium II 等級
或更高，至少 450 MHz

McAfee Device Control
的系統需求
作業系統
■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1 或更新
版本
■

■

McAfee ePO 管理主控台

Microsoft Windows 2000
SP4 或更新版本
Mac OS X Lion、
OS X Mountain Lion 及
OS X Mavericks

原則

裝置與資料事件

硬體需求
■ RAM：512 MB，建議使
用 1 GB
■

■

磁碟空間：至少 200 MB
網路連線：遠端存取所需
的 TCP/IP

其他

序列/平行

WI/IRDA

CD/DVD
Firewire

USB

Bluetooth

圖 1. McAfee Device Control 指定可以使用哪些裝置以及可以複製的資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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