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表

McAfee Data Loss Prevention Prevent
強制執行原則以保護您的敏感資訊

有越來越多的人以電子化的方式分享資料，因此意外或蓄意將敏感資料傳送給未經授權之
對象的機會也隨著增加，導致機密的企業資料暴露在風險中。不論是電子郵件、Web、即
時傳訊 (IM) 或 FTP，資訊都能經由許多不同的管道離開公司。儘管某些訊息或交易是可允
許的，但仍需透過加密來維護資料隱私。無論何時均不接受其他的通訊類型，而且必須加
以封鎖。在正確的時間強制執行適當的原則，是確保資料安全性、法規符合性及智慧財產
保護的重要一環。
針對傳輸中的資料強制執行安全性原則

密、封鎖、重新導向、隔離等動作)，因此您可以確保以

不論在公司的哪個部門，使用者經常會使用多種應用程式

符合法規的措施來管理敏感資訊的隱私，降低安全性威脅

與各種通訊協定來共用資料。主動防範敏感資訊離開網

的風險。

路，以預防意外或蓄意的資料外洩，並強制執行正確的業

透過 McAfee ePolicy Orchestrator 軟體達到完全
統合

務程序。
McAfee® Data Loss Prevention Prevent (McAfee DLP
Prevent) 能藉由使用簡易郵件傳送通訊協定 (SMTP) 或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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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通用的原則管理、事件管理和案例管理，讓 McAfee

鎖、退回、加密、隔離及重新導向來
保護企業電子郵件。
■

藉由與符合網際網路內容調
適通訊協定
Proxy

(ICAP)

的

Web

進行整合，來封鎖透過

HTTP、HTTPS、IM、FTP

或

主動針對所有類型的資訊強制執行原則
■

保護超過 300 種獨特的內容類型。

■

針對已知的敏感資訊與未知的資訊強

®

(McAfee DLP Endpoint) 達到完全統合。管理員可以在

McAfee Data Loss Prevention Prevent

使用 SMTP 搭配 X 標頭與郵件傳輸
代理程式 (MTA) 閘道整合，藉由封

DLP Prevent 與 McAfee ePolicy Orchestrator (McAfee
®

ePO™) 軟體可和 McAfee Data Loss Prevention Endpoint

McAfee DLP Prevent 能讓您採取多種動作 (包括套用加

■

流量強制管制措施。

協助您針對透過電子郵件、網頁郵件服務、IM、Wiki、部
的資訊強制執行原則。在發現原則違規的情事時，

運用現有基礎架構

網頁郵件服務傳送的內容違規，提供

合 ICAP 的 Web Proxy 與郵件傳輸代理程式閘道整合，
落格、入口網站、HTTP/HTTPS 及 FTP 傳輸而離開網路

主要優點

McAfee ePO 軟體建立單一電子郵件與 Web 防護原則，
並將其部署到端點和網路。此外，McAfee DLP Endpoint
與 McAfee DLP Prevent 共用通用分類引擎，因此適用

制執行原則。
■

能予以擴充以支援數十萬個同時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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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的電子郵件與 Web 原則。通用字典和規則運算式

它能警告啟動作業的應用程式由於傳輸違反原則，因此遭

分類、分析及解決資料漏洞

(Regex) 語法為建立通用 Web 和電子郵件保護規則提供連

到拒絕。由於 McAfee DLP Prevent 能得知何為應受保護

■

貫性。McAfee DLP 解決方案採用集中式管理，提供透過

的資料並阻止應用程式嘗試執行相同的行為，因此能為組

單一窗口掌握可見性，有助於提升營運效率，並減少管理

織帶來更完善的資料保護。

知風險。
■

針對所有類型的內容編制索引及強制
執行精細的安全性原則。

的經常性開支。

保護已知與未知的敏感資訊

■

套用與內部檔案共用存取權限相關的

監控行動電子郵件

憑藉著能分類超過 300 種不同內容類型的能力，McAfee

適用於行動電子郵件的 McAfee DLP Prevent 能透過

DLP Prevent 不但可協助您維護已知資訊 (如身分證號

ActiveSync Proxy 搭配 DLP 功能，攔截下載至行動裝置

碼、信用卡號碼及財務資料) 的安全性，還能幫您瞭解有

的電子郵件，為行動電子郵件提供內容方面的保護。

哪些資訊或文件 (如非常複雜的智慧財產) 需要保護。

此外，此套件能夠在內部部署的 Microsoft Exchange

McAfee DLP Prevent 含有一系列廣泛的預建原則，從法

以及 Microsoft Office 365 Hosted Exchange 上攔截

規符合性到智慧財產的合理使用方法都涵蓋在內，因此

系統輸送量

ActiveSync。此套件可由 McAfee ePO 軟體全面管理，而

您可以根據一組全面的規則集來比對文件的完整與部分內

高達 150 Mbps 的完整內容分析、索引

且包含在 McAfee DLP Prevent 授權當中，不需要在行動

容，進而保護所有已知與未知的敏感資訊。

及儲存輸送量。

裝置上安裝任何代理程式。有了適用於行動電子郵件的

原則，預防使用者以未經授權的方法
存取資訊或存放庫。

規格

網路整合

McAfee DLP Prevent，企業可以監控電子郵件的符合性和

可自訂檢視方式與事件報告

收集證據，並能一併保護受管理和未受管理的行動裝置。

McAfee ePo 軟體能讓您依據任兩個內容相關樞紐點來自

ICAP 之 Web Proxy，且於資料路徑中

訂安全性事件與後續行動的摘要檢視。您只需點擊滑鼠即

作用的路徑外裝置。

可切換為清單與詳細資料檢視，以及附有趨勢走向的摘要

內容類型

McAfee DLP Prevent 能藉由與 Web Proxy (使用 ICAP) 及

檢視。McAfee DLP Prevent 亦含有大量的預建報告，您

支援超過 300 種內容類型的檔案分類：

MTA 進行整合 (使用 X 標頭) 來採取所需的動作。McAfee

可以檢視報告、儲存報告以供日後使用，或排定報告的時

■

Microsoft Office 文件

DLP Prevent 能在應用程式層終止未經授權的交易 (不僅

程以便定期產生報告。

■

多媒體檔案

■

P2P

■

來源碼

■

設計檔案

■

封存檔

■

加密檔案

與 Web Proxy 及 MTA 進行整合以獲得更完善的保護

只是將未修改應用程式行為的 TCP 工作階段丟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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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及控制敏感資訊以抵禦已知與未

McAfee Data Loss Prevention Prevent

能整合到網路中作為使用 MTA 與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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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資料分類

機型與裝置選項

支援的通訊協定

McAfee DLP Prevent 能讓您的組織保護所有類型的敏感資

McAfee DLP Prevent 以硬體或虛擬裝置的形式提供。如

支援透過 ICAP 通訊協定通往符合 ICAP

作表。

和 IM 通訊協定。如需瞭解 Proxy 支援

料，不論是常見的固定格式資料，或是複雜且型態不一的智
慧財產。藉由合併這些物件分類機制，McAfee DLP Prevent
能運用精準度高且詳細的分類引擎，並透過引擎來封鎖敏感
資訊及識別隱藏或未知風險。物件分類機制包括：
■

多層式分類：涵蓋內容相關資訊與階層格式中的內容。

■

文件註冊：包括資訊變更時的生物識別特徵碼。

■

■

■

文法分析：偵測文字文件、試算表或原始程式碼等所有
內容中的文法或語法。
統計分析：追蹤特定文件或檔案中與特徵碼、文法或生
物識別特徵相符項目的出現次數。

規範之 Proxy 的 HTTP、HTTPS、FTP
的通訊協定，請洽詢 Proxy 廠商。透
過與 MTA 的整合支援 SMTP。
內建原則
■

提供多種適用於共同需求的內建原則
與規則，包括法規符合性、智慧財產
及合理使用方法等。

■

您可以運用 McAfee 擷取資料庫來完
成徹底的規則自訂化，以滿足業務的
特定需求。

檔案分類：跨越檔案或壓縮檔的副檔名限制，識別內容
的類型。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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