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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自 1990 年代以来，电邮已从技术和研究专业人员使用的主要工具变为企业使用的主要沟通工具。现在

每天交换的公司电邮信息超过 1000 亿。1安全自然成为重中之重。但是群发垃圾邮件活动不再是唯一的

安全问题。垃圾邮件和恶意软件只是当今复杂环境的一部分：

• 入站威胁变得更有组织、更个性化，并且更加无处不在。

• 同时，出站泄露的可能性也很大，并对您的信誉和财务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为了消除这些威胁，思科® 电邮安全解决方案可以提供：

• 先进的威胁防御

• 一流的数据安全

• 简化的管理

扩大的入站威胁环境

电邮攻击变得愈发复杂和老练。

更有组织

目前技术高超的犯罪分子创办企业来编写恶意软件，发现漏洞，制作安装恶意软件的工具包，并出售僵尸

网络垃圾邮件网络和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 进攻服务。还有人出售相关服务，提高这些危险行为的成

功率。为了提高负载和恶意链接的可交付性，犯罪分子提供的程序可以根据开源垃圾邮件过滤器以及在

众多黑名单服务严密监视下的低流量垃圾邮件-僵尸网络，来测试垃圾邮件。

更个性化

攻击也越来越有针对性。通过四处搜索社交媒体网站，犯罪分子可以发现有关受害者的信息，并以社交

方式设计鱼叉式钓鱼电子邮件。这些电子邮件针对个人或特定人群，并包含植入漏洞利用工具包的网站

的链接。根据思科 2015 年度安全报告，“多年来，网络攻击者将鱼叉式网络钓鱼邮件应用得越发地得心

应手，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最终用户也很难辨别真假。”2 

该报告还指出，垃圾邮件是恶意软件植入电邮的主要传递方法，从 2014 年 1 月至 11 月，垃圾邮件数量

增加了 250%。3 

更加无处不在

员工以前是在公司防火墙后的工作站上查收文本型电邮，但现在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在多种设备上与丰富

的 HTML 邮件进行交互。HTML 为混合攻击提供更多途径，而无处不在的接入创造了新的网络入口点，

模糊了过去曾经清楚发明的安全层界限。不知情的恶意软件电邮收件人打开附件或点击 URL 就传播了

这种攻击，导致更多员工和基础设施暴露在攻击下。

出站电邮风险

除了威胁防御以外，数据安全是大部分组织的重中之重。通过电邮发送的业务敏感数据和个人身份识别

信息与日俱增，这意味着出站泄露的可能性很大。例如，2014 年 7 月，全球投资银行公司高盛集团向客

户发出数据泄露警告：某个外部承包商无意间将包含“高度保密的经纪账户信息”的客户数据通过电子邮

件发送给陌生人的 Gmail 帐户。没人知晓有多少高盛集团客户受到本次泄露的影响。4 

在很多国家，含有个人身份识别信息(PII)的所有电邮必须加密发送。根据具体的行业，如果任何未授权的

人可以阅读未加密的电邮，组织就没有遵守支付卡行业数据安全标准(PCI DSS)、健康保险转移与责任

1 电邮统计报告, The Radicati Group, Inc.；2012–2016 年。2 思科 2015 年度安全报告, Cisco, 2015 年 1 月；3 Ibid.; 4 “Chronology of Data Breaches,” Privacy Rights Clearinghouse, 2013 年 12 月 31 日更新。  

http://www.cisco.com/web/offers/lp/2015-annual-security-report/index.html
https://www.privacyrights.org/data-b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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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se Pagliery, “What We Know About the Bank Hacking Ring—And Who’s Behind It,” CNN Money, 2015 年 2 月 16 日；6 Ibid.; 
7 Bryan Krebs, “Email Attack on Vendor Set Up Breach at Target,” KrebsOnSecurity blog, 2014 年 2 月 12 日；8 John Fontana, “Breach costs at $162 million, Target reports,” ZDNet, 2015 年 2 月 17 日。  

法案 (HIPAA)、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 (GLBA) 或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成千上百复杂多变的规定

增加了出站控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大部分安全解决方案无法让发件人收回 PII 违规信息，或了解收件人

是否阅读了此信息。

最后，受到攻击的电邮帐户启动突然的出站群发垃圾邮件，可能传播病毒。即使电邮已被签名，这也会导

致公司电邮域名被列入黑名单。

保护不足的代价

防御不请自来的电邮和恶意软件电邮的基本保护技术已得到广泛应用，公司可能认为自己拥有了充分的

保护，但避开此类级别防御的新方法不断出现。安全漏洞的惨痛代价让满足于基本保护带来的短期节省

化为乌有。

三十个国家的一百家银行损失了数亿美元，而且可能在相关成本方面损失更多，这是因为使用僵尸网络

的黑客会向毫无戒备的银行员工发送包含恶意软件的电子邮件。5如果员工冒失地打开电邮，黑客就可以

使用员工的凭据控制银行的系统。6

出站错误还可能破坏品牌价值、客户信任以及公司的电邮信誉。不道德的内部发件人可能大幅降低

整个公司向合法接收人发送邮件的能力。犯错还可能招来违规罚款，并导致其他经济损失。据报

告，2013 年 Target 公司数据泄露的根源就是针对第三方供应商的电邮钓鱼攻击，这次事件导致

超过 1100 万消费者信用卡和个人数据泄露。7截至 2015 年 2 月，美国零售商的泄露净损失达到  

1.62 亿美元。8

挑战

有效的电邮保护需要全局、多协议威胁预测和基础设施，可以在整个攻击过程中提供全面保护。有效的电

邮保护的其他必要条件包括可扩展性、灵活的出站合规性、加密功能，还要避免对基础设施带来不堪重

负的要求。

思科电邮安全提供高级威胁防御、一流的数据安全，以及简化的管理，同时降低总体拥有成本，并减少管

理工作量。

先进的威胁防范

快速全面的电邮保护，拥有全球最大威胁检测网络的支持。

思科高级威胁防御始于思科 Talos 安全情报和研究小组 (Talos) 的工作。Talos 由一流的威胁研究人员

组成，是为思科综合安全情报 (CSI) 生态系统提供威胁信息的主要团队。CIS 生态系统包括威胁响应、

情报和开发 (TRIAD)、托管威胁防御，以及安全情报运营中心。思科 CSI 可在多种安全解决方案中进行

共享，并提供行业领先的保护和效力。

http://money.cnn.com/2015/02/16/technology/bank-hack-kaspersky/index.html?section=money_topstories
http://krebsonsecurity.com/2014/02/email-attack-on-vendor-set-up-breach-at-target/
http://www.zdnet.com/article/breach-costs-at-162-million-target-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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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os 可调用由数十亿 Web 请求和电邮、数百万恶意软件样本和开源数据集、以及数百万网络入侵组

成的无可匹敌的遥测数据集，从而创建出可全盘理解威胁的情报。这种能力转换为具有行业领先效果的

思科安全解决方案。我们的安全情报云可产生“大情报”并进行信誉分析，从而在各种网络、端点、移动设

备、虚拟系统、Web 和电邮中跟踪威胁。

Talos 能够连续追踪 200 多个参数，包括：

• 要阻止的域、URL、IP 地址和文件的信誉列表

• 垃圾邮件陷阱（截获可能没有通过思科设备的电邮）

• 发现攻击者，使思科可以分析其方法的蜜罐

• 扫描网络，并记录恶意内容的爬虫

• 应用分析以确定恶意内容的深度文件检查

• 域和 WHOIS 信息（用于构建恶意域数据库）

反垃圾邮件防御

垃圾邮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复杂、多层的解决方案。思科反垃圾邮件具有最高的垃圾邮件捕获率，

其业内较低的误报率低于百万分之一。

为了阻止垃圾邮件进入收件箱，思科反垃圾邮件提供一个多层防御系统，该系统将基于发件人信誉的

外过滤层与对邮件执行深入分析的内过滤层相结合。信誉过滤甚至可以在垃圾邮件进入网络之前拦

截 90% 的垃圾邮件，分析负载极小，方便调整解决方案。思科反垃圾邮件引擎扫描剩余垃圾邮件，提出

以下问题：发信人、信息特征以及发送时间？此电邮域名已经启用了多久？电邮里的 URL 指向何处？

思科反垃圾邮件将信誉和 URL 分类确定为决定性参数之一。图 1 是思科反垃圾邮件的工作原理。

图 1.思科反垃圾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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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病毒和恶意软件保护

业界唯一行之有效的零时防病毒解决方案可以在 60 分钟内提供对新病毒的保护。

高级恶意软件防护附件

思科高级恶意软件保护 (AMP) 为思科电邮安全解决方案授权许可人提供恶意软件检测和阻止、连续分

析以及追溯性报警服务。思科 AMP 使用 Talos 庞大的云安全情报网络，为客户提供覆盖整个攻击过程

的超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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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AMP 在整个攻击过程中结合使用文件信誉、文件沙盒和追溯性文件分析方法，来识别和阻止

威胁。功能包括如下：

• 文件信誉在每个文件通过思科电邮安全网关时捕捉文件的指纹，并将指纹发送到 AMP 的基于云的 
情报网络进行信誉鉴定。获得此类结果后，您可以自动拦截恶意文件，并应用管理员定义的策略。

思科电邮安全用户界面和思科网络安全界面相同，并且策略报告框架与现有产品基本相同。

• 利用文件沙盒，您可以分析通过思科电邮安全网关的未知文件。借助高度安全的沙盒环境，AMP 可以 
收集精确详细的文件行为，并将其与详细的人工和机器分析结合，以确定文件的威胁级别。之后， 
处理结果会被植入 Talos 威胁情报网络，用于动态更新和扩展 AMP 云数据集，以增强保护性能。

• 文件追溯一些恶意文件会在通过边界防御后才被视为威胁，此功能可解决这类问题。即使是最先进的

技术也可能会在边界漏识某些恶意软件，因为多态攻击、模糊攻击、休眠定时器等技术可以帮助恶意

文件穿过防线时有效地躲过检测。恶意文件只需等待进入网络后再进行破坏活动即可。

此时文件追溯功能将发挥作用，它可对遍历安全网关的文件进行持续分析，并使用 Talos 提供的实时

更新，与不断变化的威胁策略保持同步。文件被识别为威胁后，AMP 将向管理员发出警报，让管理员

一目了然地了解哪些人有可能已被感染以及何时被感染。因此，AMP 能够帮助您在攻击还没来得及

扩散时，就迅速识别并处理掉它们。

思科病毒爆发过滤器提供针对新爆发病毒的关键性首层防御，并且比传统反应型防病毒解决方案使用的

签名平均提前 13 小时发挥作用。思科威胁防御运营中心 (TOC) 分析 Talos 数据，并在全世界发布隔离

可疑邮件的规则（图 2）。由于 TOC 深入了解病毒爆发活动，因此可以修改规则，并相应地从隔离区释放

邮件。在 Sophos 或 McAfee 发布更新的签名之前，这些带附件的邮件将一直被隔离。

图 2.思科病毒和恶意软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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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病毒爆发过滤器还可以过滤可疑邮件内关联的 URL，防御混合威胁或有针对性的攻击。思科电邮

安全解决方案可以自动或手动重写 URL，以便：

• 通过思科网络安全代理使收件人重新定向；然后主动扫描网站内容，并且思科病毒爆发过滤器显示

闪屏，警告用户该网站包含恶意软件。

• 削弱 URL 威胁，将其转换为不可点击内容。

• 替换 URL；完全移除此 URL，并显示一条信息，告知用户此邮件部分内容被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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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病毒爆发过滤器防御混合攻击和有针对性的攻击
Figure 3. Outbreak Filters Defend Against Blended Threats and Targeted Att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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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数据安全

有效、精确和简单的防数据丢失策略实施与电邮加密

数据丢失保护：零时合规：60 秒内

思科电邮安全解决方案包含防数据丢失 (DLP) 过滤器。通过与 DLP 技术领导者 RSA Security  

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的电邮安全解决方案提供 100 多个预定义策略，涵盖政府、私营部门和特定

公司的自行规定。补救措施包括加密、添加脚注和免责声明、添加密件抄送，以及通知、隔离等。RSA  

安全信息策略和分类研究小组利用行之有效的方法创建并自动更新预定义策略，实现业界最佳精度。 

利用“HIPAA”、“GLBA”或“DSS”等过滤器，出站电邮可被自动扫描，并采取相应的加密措施。

对于需要复杂策略的公司，我们可以轻松提供自定义所需的构建模块，并且使流程快速、简便。

加密：完整的发件人控制，没有额外开销

思科电邮安全是唯一提供每邮件、每收件人加密密钥撤销功能的解决方案，并且发件人或管理员均可进

行密钥撤销。收件人打开邮件后，加密信息发件人立即收到已阅回执。为了保持端到端隐私和控制，回复

和转发会自动加密。为了撤回某一邮件，发件人可以随时锁定密钥或使密钥过期。

思科注册信封服务提供随时可用的用户注册和身份验证托管服务，并且客户无需部署额外的基础设施。

为了提高安全性并减少风险，只有密钥存储在云中。邮件内容直接从发件人网关发送至收件人。

简化的管理

完全控制，始终保持最新

除了其他关键指标以外，集中式、自定义强化、合并的系统概览仪表板提供系统和工作队列状态、隔离状

态，以及病毒爆发活动等信息。集中式隔离系统为电邮用户提供单个位置，使其可以自我管理垃圾邮件隔

离，并使管理员可以管理策略和 DLP 隔离。

威胁邮件检测规则和更新是自动应用模式，没有停机时间，也无需人工干预。因此，我们为客户提供放手

管理和一流的保护。

“与思科合作，大大降低了总体拥有成本，而且还获得了防御病毒和

垃圾邮件的新功能。”

— Kenichi Tabata，Komatsu 有限公司部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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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思科可以使用对您公司有显著效果的方法，大规模交付市场领先的解决方案。

思科提供以下基于设备、基于云和混合的解决方案：

• 思科电邮安全设备 (ESA)将敏感数据保存在本地，并且性能强大，易于管理。

• 思科电邮安全虚拟设备 (ESAv)可以快速部署，按需扩展，并在使用现有投资的基础上提高运营

效率。

• 思科云电邮安全可以随时随地交付灵活的电邮安全部署模式。

• 思科混合电邮安全提供现场邮件高级控制，并具有云安全技术提供的成本低、方便的优势。

• 思科托管电邮安全提供与本地部署的 ESA 一样的性能和安全性，又具有思科 TOC 管理的信心。

更多详情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isco.com/go/emailsecurity。与思科销售代表、渠道合作伙伴

或系统工程师合作，帮您评估哪些思科产品最适合您。

http://www.cisco.com/go/email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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