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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指南是一份思科®智能业务平台（IBA）指南。

本指南的目标受众

本指南主要面向承担以下职务的人员：

● 需要实施解决方案时的标准规范的系统工程师

● 需要获取参考资料以撰写思科IBA实施项目工作说明书的项目经理 
● 需要借助产品指南销售新技术或撰写自己的实施文档的销售合作伙伴 
● 需要课堂讲授或在职培训材料的培训人员

一般来说，您也可以将思科IBA指南作为工程师之间技术交流、项目实施经验分享的统

一指导文件，或利用它更好地规划项目成本预算和项目工作范围。

版本系列

思科每年对IBA指南进行两次更新和修订。在发布思科IBA指南系列之前，我们将在IBA

实验室对其进行整体评测。为确保思科IBA指南中各个设计之间的兼容性，您应使用同

一IBA系列中的设计指南文档。

所有思科IBA指南的封面和每页的左下角均标有指南系列的名称。指南系列的命名方式

如下：

● 年2月指南系列 
● 年8月指南系列 

其中的年表示发布该指南系列的公历年度。

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查看最新的思科IBA指南系列： 

客户访问：http://www.cisco.com/go/cn/iba

合作伙伴访问：http://www.cisco.com/go/cn/iba

如何阅读命令

许多思科IBA指南详细说明了思科网络设备的配置步骤，这些设备运行着Cisco IOS、

Cisco NX-OS或其他需要通过命令行界面(CLI)进行配置的操作系统。下面描述了系统命

令的指定规则，您需要按照这些规则来输入命令。

在CLI中输入的命令如下所示：

为某个变量指定一个值的命令如下所示：

包含您必须定义的变量的命令如下所示：

以交互示例形式显示的命令（如脚本和包含提示的命令）如下所示：

包含自动换行的长命令以下划线表示。应将其作为一个命令进行输入：

问题和评论

如需要了解更多有关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cn/iba

如需要注册快速报价工具（QPT），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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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希望在出现新评论时获得通知，我们可以发送RSS信息。

http://www.cisco.com/go/cn/iba
http://www.cisco.com/go/cn/iba
http://www.cisco.com/go/cn/iba
http://www.cisco.com/go/q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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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read any guides that this guide depends upon—shown to the left 
of this guide on the route above. Any guides that depend upon this guide 
are shown to the right of this guide.

For customer access to all guides: http://www.cisco.com/go/sba  
For partner access: http://www.cisco.com/go/sba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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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IBA

思科IBA能帮助您设计和快速部署一个全服务企业网络。IBA系统是一种规范式设计，

即购即用，而且具备出色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

思科IBA在一个综合解决方案中集成了局域网、广域网、无线、安全、数据中心、应用

优化和统一通信技术，并对其进行了严格测试，确保能够实现无缝协作。IBA采用的组

件式方法简化了在采用多种技术时通常需要进行的系统集成工作，使您可以随意选择能

够满足企业需求的解决方案，而不必担心技术复杂性方面的问题。

成功部署路线图

为确保您能够按照本指南中的设计成功完成部署，您应当阅

读本指南所依据的所有相关指南——即上面路线图中本指南左

侧的所有指南。所有以本指南为依据的指南都在右侧。

如需要了解更多有关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cn/iba
如需要注册快速报价工具（QPT），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q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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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指南

本指南是一份附加设计概述，包含如下内容：

● 业务概述—描述了本指南中提出的解决方案的应用案例和应用价值。这一章节的内

容对业务决策者尤为重要。

● 技术概述—描述了支持该应用案例的技术解决方案，包括对构成此解决方案的思科

产品的介绍。技术决策者可以利用此章节的内容了解解决方案的工作原理。

● 部署详情—详细描述具体的部署步骤，指导您部署和配置思科IBA解决方案。系统

工程师可以在这些步骤的指导下快速、可靠地配置和启用解决方案。

在成功部署路线图上，附加设计概述总是紧随基础设计概述之后，如下所示。

 设计概述 互联网边缘部署指南 思科数据安全部署指南 生态系统合作伙伴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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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所依据的指南 您在这里 以本指南为依据的指南

http://www.cisco.com/go/cn/iba
http://www.cisco.com/go/q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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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介绍了思科数据安全解决方案，并详细说明了思科内容安全设备如何与RSA数据

丢失防护（DLP）产品一同使用，以解决端到端数据安全问题。本解决方案的概览图如

图1所示。

图1. 解决方案图解

简介

简介2011年下半年

远程办公人员/
移动员工

Cisco AnyConnect RSA
终端DLP

互联网边缘路由器

互联网边缘

核心层交换机

核心层

RSA数据中心DLP

数据中心

Cisco ASA 5520
+IPS (AIP-SSM)

Cisco WAS

Cisco 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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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时随地使用任意设备连接任意事物正成为一项基本需求，由此使得网络边界正

在快速消失。员工、合作伙伴和客户开始使用移动设备和应用程序从家中、酒店、机场

互联网服务亭和当地咖啡厅联网，通过移动平台展开协作，以提高企业效率、生产力和

灵活性。然而，增强的通信也加大了由于无知或恶意活动泄露敏感信息的风险，包括知

识产权和客户数据等信息。

最近，多起影响大型企业的数据泄漏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造成了负面的媒体报道，使

企业在公众面前处于尴尬境地。在某些情况中，惩罚和纠正措施已耗费数百万美元。企

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其知识产权和敏感客户数据，并遵循当地、国家和国际法规来

管理各种不同类型的数据。

知识产权是企业最重要的商业资产之一，每年企业因商业机密被盗而造成的损失高达数

十亿美元。知识产权可能会因无意披露或员工或外部人员的恶意行为而泄露。

业务概述

业务概述2011年下半年

企业必须妥善保护客户数据，包括个人验证信息（Pll）、信用卡号（CCN）、社会保险

号（SSN）和其他记录等。复杂的犯罪企业正利用僵尸网络和恶意软件渗透到企业，

伺机窃取这些信息.泄露此类信息的公司往往要承担通知客户的费用和数据泄漏事件造

成的公共影响，而且可能还要承担补救费用。

国际、国家、州和当地法规要求不断增加，尤其是关于保护敏感信息资产的法规，更是

层出不穷。近年来有数千项数据隐私法规出台，各国和各州都颁布了数据泄露通知法。

隶属不同行业和在不同国家（地区）运营的企业都要遵循不同的法规，例如：

● 医疗—EU Directive、PIPEDA和HIPAA
● 教育—FERPA、HIPAA，可能还有PCI-DSS
● 金融—GLBA、SOX、PCI
● 零售—PCI-DSS

为了解决这些数据保护问题并满足法规要求，制定一项考虑周详、综合全面的数据安全

解决方案将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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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概述

业务概述2011年下半年

数据安全性

数据安全解决方案可根据其内容和/或所应用的上下文环境来识别数据。识别过程以多

种不同的方式发生在多个不同的位置。例如，数据识别可在创建数据时以及终端设备

（如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可移动介质）使用数据时发生。此外，当在网络中移动或共享

数据时，以及在数据中心或云网络中存储或归档数据时，也会发生识别处理。一个有效

的数据安全系统必须在整个生命周期全程保护数据，如图2所示。

数据安全系统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知识产权和机密客户数据被盗。此举有助于企业遵守

法律法规标准。数据安全系统可与网络、终端设备和数据中心进行交互，它由多种部分

构成，包括DLP、加密、设备控制、信息权限管理和安全交付，如图3所示。

DLP是综合数据安全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组件。DLP为处于闲置、使用和移动中的敏感

数据提供了基于内容的数据发现、监视和保护功能。

图2. 数据安全生命周期

 

终端数据安全使用设备控制、加密和内容感知DLP技术来保护移动设备（如笔记本电

脑、上网本和智能手机等）上处于闲置和使用中的数据。在笔记本电脑和可移动介质

上，可通过全磁盘加密或基于策略的智能敏感数据加密技术，保护闲置数据。在智能手

机上，可通过加密技术以及诸如设备数据擦除和个人识别号码（PIN）锁定等设备控制

功能，保护闲置数据。加密和设备控制有助于降低设备丢失或被盗风险。内容感知DLP

技术还能够发现终端设备上的敏感信息并进行分类，防止信息通过诸如USB闪存驱动器

或非受控打印输出等途径意外泄露。

图3. 数据安全系统

 

网络数据安全侧重于跨网络边界移动中数据的安全交付、威胁防护和数据丢失防护。安

全的数据交付解决方案（例如VPN）可保护在不安全公共链路上传送的敏感信息的数据

完整性和机密性。入侵防御系统（IPS）等威胁防护解决方案可防御诸如缓冲区溢出、

注入攻击、目录遍历及其他常见攻击等威胁。DLP移动中数据解决方案使用内容感知技

术，确保敏感信息不会意外或以任何未授权的方式从企业中泄露出去。

数据中心安全和云数据安全解决方案拥有多种不同组件，例如数据库加密、文件共享

加密、存储域网络（SAN）数据加密、服务器上敏感数据内容感知数据发现，以及用

于防止未授权访问的信息权限管理等。数据中心DLP技术侧重于通过本地或远程代理

抓取数据库、文件管理系统和其他服务器并对数据分类，进而发现敏感信息。数据中

心安全解决方案可满足数据安全法规要求，发现并保护知识产权，以及洞察谁拥有数

据访问权限。

数据安全系统包括用于创建和管理数据安全策略的中央管理服务器、事件工作流、报告

系统，以及涵盖不同点的数据发现与执行机制。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使用 共享 归档

 创建 移动 处理 报废

 终端设备  网络 数据中心/云

数据安全系统

终端设备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设备控制

数据丢失防护

数据丢失防护

加密

安全交付

威胁防护

加密

数据丢失防护 IRM

网络 数据中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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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数据安全解决方案概述

思科通过思科开发者网络（CDN）与领先公司密切合作，推出了一款综合的数据安全

解决方案，它包含一系列出色的技术，可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为数据提供有力的保护（如

下图4所示）。该解决方案为企业提供了一种基于策略的方法，可跨整个网络、终端设

备和数据中心监视、识别和防止信息泄露。

图4. 综合的数据安全解决方案

 

网络安全性

敏感数据能够通过多种不同方式离开网络边界，例如电子邮件、Web应用、文件传输

和即时通讯等。在网络边界执行内容策略能够有效避免意外丢失数据。思科与领先的

DLP解决方案提供商RSA携手合作，共同在Cisco IronPort电子邮件和Web安全设备上

提供了集成DLP技术。

RSA电子邮件DLP内建于Cisco IronPort电子邮件安全设备中，能够对电子邮件讯息和

附件的内容进行扫描，以及在敏感信息离开企业之前对其进行检测。它包括集成DLP扫

描引擎，带有逾100个DLP策略模板，可通过软件许可证进行激活。电子邮件安全设备

中的DLP策略允许基于与不应被泄露的敏感数据相关的数据模式，对讯息进行检查。当

检查到讯息与模式相匹配时，它将能够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发送告警信息以及屏蔽整条

讯息等。

DLP策略还能够使用该设备的电子邮件加密功能对包含敏感数据的讯息进行加密。电

子邮件加密功能可使用思科注册信封服务（CRES）或本地密钥服务器，如图5所示。

CRES可针对密钥的创建、分配和保留提供安全、透明的管理。

图5. 思科注册信封服务的实际使用

 

通过传输层安全（TLS）进行网关到网关加密是保护敏感信息的另一种方式。电子邮件

安全设备能够通过TLS连接安全地中继讯息，管理员能够配置策略来控制是强制采用

TLS传输，还是仅在此连接的另一端支持它时使用，以及当TLS不可用时，是否使用讯

息级加密作为备用措施。

在使用电子邮件安全设备保护基于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MTP）发送的标准互联网电子

邮件的同时，企业也必须对其他日益流行的替代方案进行敏感数据检查，如即时消息和

基于Web的电子邮件服务等。Cisco IronPort Web安全设备能够使用ICAP连接到外部

DLP系统。这使得Web安全设备能够采用电子邮件安全设备对SMTP流量加以控制的相

同方式，将DLP策略应用于HTTP、HTTPS和FTP流量，从而无论使用哪种协议发送信

息，均可实现一致的执行效果。

终端安全性

终端数据安全包括内容感知策略执行、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上敏感数据强制加密、以

及防止敏感信息被复制或转移到可移动介质上。思科与终端数据保护市场领导者紧密合

作，共同为终端上的闲置数据和使用中数据提供了业经验证、基于策略的兼容加密和设

备控制解决方案。

思科数据丢失防护

● RSA终端 ● Cisco IronPort电子

邮件数据丢失防护
● Cisco IronPort 

Web数据安全和数

据丢失防护

● RSA DLP数据中心
● 思科存储介质加密

终端设备 网络 数据中心

讯息被推送至收件人 用户在浏览器中打开

安全的讯息

加密讯息显示

用户身份验证和接收

讯息密钥

思科注册信封服务

密钥已存储

网关对讯息进行加密

业务概述2011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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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推荐使用RSA DLP终端来保护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上的信息资产。RSA DLP终端

由发现（Discover）和执行（Enforce）两个模块组成。发现（Discover）模块提供了

基于内容的数据分类和指纹识别功能，能够发现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上的敏感数据。执

行（Enforce）模块可通过防止将敏感数据复制到USB设备及其它可移动介质上，有效

保护使用中的数据。

数据中心安全性

面向数据中心的DLP能够发现、分类和加密敏感数据，而不管数据位于数据中心内的

任何位置，包括文件系统、数据库、电子邮件系统或联网存储等。思科推荐使用RSA 

DLP数据中心，它能够发现敏感数据，并有助于跨文件共享、数据库、网络存储、

Microsoft SharePoint站点及其它数据存储库执行策略，以降低与企业数据丢失相关的

风险和业务影响。

RSA DLP数据中心提供有永久性和临时的代理。临时代理能够扫描数据、收集违反策略

的行为、以及自行卸载，以允许企业调查风险情况。RSA企业管理器能够跨RSA DLP数

据中心、DLP网络和DLP终端部署策略。

对于数据中心SAN存储，Cisco MDS 9000系列存储介质加密（SME）采用全面的内建

密钥管理功能，为闲置的数据提供了异构的标准化加密解决方案。

数据安全部署和使用案例

一个完整的数据安全系统最好分阶段进行部署，如下图6所示。思科建议按以下三个连

续步骤实施DLP：

1. 网络部署利用Cisco IronPort电子邮件安全和Web安全设备的安全管理功能，提供了

广泛的覆盖范围和轻松的管理。

2. 终端部署提供了基于策略的设备控制和加密功能，以防止敏感信息通过外部可移动介

质、打印、复制和其它数据使用方式而被泄露。

3. 数据中心部署是最后一步，要求了解企业的非结构化或结构化敏感数据资产，并确定

在数据安全部署中的不同点需要执行什么策略。RSA DLP数据中心和Cisco SME可用

于发现并加密数据中心内的敏感信息。

此外，每一步完成后，我们建议执行两项额外的活动：

● 调谐—当企业发现敏感数据后，他们会配置DLP以满足其特殊要求。这包括进行测

试以确保检测到违反策略的行为，通常通过以学习或非屏蔽模式配置产品来收集用于

第二次分析的信息，之后再实施更严格的控制。

● 优化—最后，数据安全系统应进行优化，以便轻松进行维护和管理。在这一阶段，

通常会配置自动更新、面向高管的即时报告、自动决策信息和详细的违反策略报告。

图6. 思科数据丢失防护部署

思科数据丢失防护部署

步骤1：
● Cisco IronPort电子

邮件数据丢失防护
● Cisco IronPort Web
数据丢失防护

步骤2：
● RSA终端数据丢失防护
● 设备控制解决方案
● 终端加密解决方案

步骤3：
● RSA DLP数据中心
● 思科存储介质加密

网络 终端设备 数据中心

业务概述2011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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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性

Cisco IronPort电子邮件安全设备部署于面向大型企业组织的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

网络架构互联网边缘的DMZ中。为简单起见，该设备通过单一接口进行连接，如图7

所示。

图7. 思科电子邮件数据安全架构

思科数据安全配置详情

业务概述2011年下半年

流程

程序1 启用DLP思科电子邮件数据安全配置

1. 启用DLP

2. 制定基本DLP策略

3. 连接DLP策略与外发邮件策略

4. 测试和监控数据安全系统

5. 监控DLP策略

实施DLP与电子邮件安全设备需要以下高级程序，分别包含多个步骤，如下所示：

● 启用DLP
● 制定基本DLP策略

 a. HIPAA策略

 b. GLBA策略

 c. PCI-DSS策略

 d. 定制策略

● 连接DLP策略与外发邮件策略

● 测试和监控策略违反行为

DLP是Cisco IronPort电子邮件安全设备上的一项许可功能。您可通过在Web管理界

面的Feature Key（功能密钥）选项卡中提供许可密钥来激活此功能，具体操作是选择

System Administration（系统管理） > Feature Keys（功能密钥），然后单击“Check 

for New Keys（查看新密钥）”。确认此密钥处于激活状态，如图8所示。

图8. 激活DLP

 

注意：在本例中电子邮件加密功能许可证也处于激活状态，这是将讯息加密作为DLP策

略中的一个选项所要求的。如果您没有许可电子邮件加密，此操作将不可用。

要开始扫描外发电子邮件中的敏感数据，您必须首先在Web管理界面中执行以下步

骤，在设备上启用DLP：

步骤1：选择Security Services（安全服务）> RSA Email DLP（RSA电子邮件DLP）。

步骤2：单击Enable（启用）。出现许可协议页面。

步骤3：阅读协议，然后单击Accept（接受）

最终用户

防火墙 互联网

互联网

服务器

DMZ交换机电子邮件

安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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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可选）：启用Matched Content Logging（匹配内容记录），允许日志包含触

发违规事件的内容。注意：该选项将有可能导致敏感信息（如信用卡号）显示在安

全日志中。根据贵企业的策略要求决定是否采用此选项。同时还要注意，此功能要

求在Security Services（安全服务）> Message Tracking（讯息跟踪）下启用讯息

跟踪服务。

DLP策略管理器是一个采用Web界面的单一讯息板，支持您管理所有的电子邮件DLP策

略。您可以从Mail Policies（邮件策略）菜单访问DLP策略管理器。该设备配备有RSA

开发的100多个预定义策略模板，其中一些显示如下。在以下示例中，显示了来自预定

义RSA模板的HIPAA、GLBA和PCI-DSS策略，以及一个定制策略。

HIPAA策略

步骤1：选择Mail Policies（邮件策略）> DLP Policy Manager（DLP策略管理器）。 

步骤2：单击Add DLP Policy（添加DLP策略）。

步骤3：单击Regulatory Compliance（法规遵从），然后单击Add HIPA A（添加

HIPAA）。

图9. 添加DLP策略 

 

在本例中，假定企业的患者ID号由从2到4的三位数和从0到9的七位数构成。此模式所

对应的正则表达式形式为[234]{3}[0-9]{7}；此外，短语“Patient ID（患者ID）”必须出

现在数据中，以便进行策略匹配。

程序2 制定基本DLP策略

步骤4：在“Patient Identification Numbers as a regular expression（患者识别号码作

为正则表达式）”字段中输入[234]{3}[0-9]{7}。

步骤5：在“AND match with related words or phrases（AND匹配相关词语）”字段中

输入“Patient ID（患者ID）”，如下图10所示。

完整表格如下图10所示。如果外发电子邮件讯息中包含的数字同时匹配正则表达式和

文字“Patient ID（患者ID）”，则它将会触发此DLP策略。

图10. HIPAA DLP策略

 

步骤6：在Severity Settings（严重性设置）> Critical Severity Settings（关键严重

性设置）下，从Action Applied to Messages（应用于讯息的措施）下拉菜单中选择

Quarantine（隔离）。包含DLP违规行为的讯息将被置于隔离区中。

步骤7：在Advanced（高级）> DLP Notification（DLP通知）下选择Sender（发送

者）。或者，您可以选择加密讯息；更改其标头；将其提供给一个替代主机；发送副本

（bcc）至另一个收件人；以及发送一条DLP通知讯息。

步骤8：如果您想为匹配高、中或低严重性级别的讯息定义不同的设置，取消选中相应

安全级别的Inherit Settings（继承设置）复选框。编辑该讯息的总体行动及其它设置。

在本例中，我们没有按严重性级别配置不同的设置。

步骤9：单击Submit（提交），然后单击Commit Changes（确认更改）。该策略被添加

到DLP Policy Manager（DLP策略管理器）。

业务概述2011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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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BA策略

按照前面的步骤，添加GLBA策略。然而，在本例中，假定帐户号码包含从4到6的三位

数，之后是从0到9的六位数。

步骤1：选择Mail Policies（邮件策略） > DLP Policy Manager（DLP策略管理器）。

步骤2：单击Add DLP Policy（添加DLP策略）。

步骤3：单击Regulator y Compliance（法规遵从），然后单击Add GLBA（添加

GLBA）。

步骤4：在“Custom Account Numbers as a regular expression（定制帐户号码作为正

则表达式）”字段中输入[456]{3}[0-9]{6}。

步骤5：在“AND match with related words or phrases（AND匹配相关词语）”字段中

输入“Account Number（帐户号码）”。

一封包含匹配帐户号码和关键字的外发电子邮件现在将触发GLBA违规告警。

步骤6：在Severity Settings（严重性设置）> Critical Severity Settings（关键严重

性设置）下，从Action Applied to Messages（应用于讯息的措施）下拉菜单中选择

Quarantine（隔离）。包含DLP违规行为的讯息将被置于隔离区中。

步骤7：在Advanced（高级）> DLP Notification（DLP通知）下选择Sender（发送

者）。或者，您可以选择加密讯息；更改其标头；将其提供给一个替代主机；发送副本

（bcc）至另一个收件人；以及发送一条DLP通知讯息。

步骤8：如果您想为匹配高、中或低严重性级别的讯息定义不同的设置，取消选中相应

安全级别的Inherit Settings（继承设置）复选框。编辑该讯息的总体行动及其它设置。

在本例中，我们没有按严重性级别配置不同的设置。

步骤9：单击Submit（提交），然后单击Commit Changes（确认更改）。该策略被添加

到DLP Policy Manager（DLP策略管理器）。

图11. GLBA DLP策略

 

PCI-DSS策略

PCI标准要求信用卡号绝不能以未加密的形式传送。在添加PCI-DSS策略之前，启用加

密配置文件，以便将加密作为PCI-DSS策略内的行为：

步骤1：单击Security Services（安全服务），然后单击IronPort Email Encryption 

Services（IronPort电子邮件加密服务）。

步骤2：确保启用IronPort Email Encryption（IronPort电子邮件加密），并且为您的网络

正确设置了代理服务器。在我们的示例中，无需代理服务器，如下所示。

图12. 启用电子邮件加密

业务概述2011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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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单击Add Encryption Profile（添加加密配置文件），并使用Encryption_Enable

作为配置文件名。

例如，使用CRES进行密钥管理，并从Key Service Type（密钥服务类型）列表中选择

Cisco Registered Envelope Service（思科注册信封服务），如下所示。

图13. 添加加密配置文件

 

按照您用于添加HIPAA策略的相同步骤，启用PCI-DSS策略，仅以下一点例外：

在步骤5中，在Critical Severity Settings（关键严重性设置）部分，像在之前示例中

一样选择Quarantine（隔离）操作，但还要选择Enable encryption on release from 

quarantine（从隔离区释放后启用加密）选项。从Encryption Rule（加密规则）下拉

菜单中，选择Only use message encryption if TLS fails（如果TLS失败，仅使用讯息

加密），并从Encryption Profile（加密配置文件）下拉菜单中选择在步骤2中确定的

Encryption_Enable配置文件。

图14. 如果TLS失败，启用讯息加密

定制策略

当使用预先制定的PCI-DSS策略或信用卡号分类器特性时，需要特别注意来自美国运

通、Discover、大来卡、JCB、万事达卡和维萨卡的CCN均涵盖在内。如果您想增加

对特定商店信用卡的支持，则必须使用定制策略并配置正则表达式来匹配电子邮件中的

CCN。

以下示例（如图15所示）中，配置了正则表达式来匹配16位数长的CCN，其前辍为

6035，每组四位数以空格分开，即CCN结构为6035 0000 0000 0000。在正则表达式

中，这可表示为6035\s\d{4}\s\d{4}\s\d{4}。此处需要注意，“\s”代表一个空格，“\d”

代表一个数字，相当于范围[0-9]。

步骤1：选择Mail Policies（邮件策略）> DLP Policy Manager（DLP策略管理器）。

步骤2：单击Add DLP Policy（添加DLP策略）。

步骤3：单击Custom Policy（定制策略），并指定名称Store_Card。

步骤4：配置以下三个规则：

● 正则表达式：6035\s\d{4}\s\d{4}\s\d{4}
● 实体：US地址

● 实体：适当名称

图15. 创建定制DLP策略

 

业务概述2011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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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在Severity Settings（严重性设置） > Critical Severity Settings（关键严

重性设置）下，从Action Applied to Messages（应用于讯息的措施）列表中选择

Quarantine（隔离）。

步骤6：在Advanced（高级）> DLP Notification（DLP通知）下选择Sender（发送

者）。或者，您可以选择加密讯息；更改其标头；将其提供给一个替代主机；发送副本

至另一个收件人；或者向发件人返回一条系统生成的通知讯息。

步骤7：单击Submit（提交），然后单击Commit Changes（确认更改）。该策略被添

加到DLP Policy Manager（DLP策略管理器）。DLP策略与下图16中所示的类似。

策略顺序非常重要。设备评估策略时是按照它们在DLP Policy Manager（DLP策略管理

器）中的排列顺序，自上而下读取。如果一条讯息匹配一个以上的DLP策略，则只有列

表中的第一个策略将得到应用。如果需要，可通过Edit Policy Order（编辑策略顺序）

重新排列规则。

图16. 设定策略顺序

外发邮件策略负责决定哪项DLP策略将应用于离开企业的讯息。要应用在以上步骤中

创建的DLP规则，转至Mail Policies（邮件策略） > Outgoing Mail Policies（外发邮件

策略），选择当前的DLP策略规则作为外发默认策略。注意：如果您还未设置DLP策

略，当前的DLP策略规则将显示为“Disabled（禁用）”。单击此链接，您将可以选择

Enable DLP（启用DLP），并启用或禁用个别策略。

图17. 配置外发DLP邮件策略

程序3 连接DLP策略与外发邮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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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AA策略示例

RSA电子邮件DLP引擎中预定义的HIPAA策略以这种方式查找数据：

（药品字典或疾病字典或损伤字典）AND（和ORed一起的Pll分类符）

换言之，讯息必须包含与上述HIPAA字典之一相匹配的数据以及一个Pll标识符，才能够

匹配此策略。

要测试外发邮件策略，撰写一封测试电子邮件，其中包含某些疾病相关术语、文字

“Patient ID（患者ID）”、以及与HIPAA示例配置中所定义的模式相匹配的患者ID号码。

下图显示了一条简单的测试讯息。向网络外部的一个目的地发送测试电子邮件。

图18. 测试外发DLP邮件策略

程序4 测试和监控数据安全系统
如果此规则得到正确应用，发件人将会收到一封与如下所示类似的通知电子邮件，说明

HIPAA违规行为。

图19. 通知电子邮件示例

 

由于HIPAA策略配置用于隔离包含DLP违规行为的讯息，需要手动检查此测试讯息，并

进行删除或转发。隔离区还有一个默认操作，可以释放讯息或者删除讯息。在一定时间

之后，系统便会自动采取默认操作。在本例中，手动释放此讯息，允许进行传送：

步骤1：选择Monitor（监控）> Quarantines（隔离）> Policy（策略），浏览被隔离的

讯息，如图20所示。

图20. 浏览被隔离的电子邮件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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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单击主题，查看被隔离讯息的详情，如下图21所示。

图21. 浏览被隔离讯息的详情

 

步骤3：在Quarantine Details（隔离详情）下，您能够删除被隔离的讯息或者释放它，或

者延长隔离期。要释放此讯息到其目的地，选中此测试讯息的Select（选择）选项框，从

Select Action（选择操作）下拉菜单中选择Release（释放），然后Submit（提交）。

程序5 监控DLP策略

在管理GUI中，选择Monitor（监控） > DLP Incidents（DLP事件）。在以下显示的DLP 

Incident Summary（DLP事件综述）屏幕上，您可以单击任意策略，查看特定策略违规

行为的报告。通过单击“DLP Incident Details（DLP事件详情）”中的策略，您还可以

查看违反策略的用户。这使得管理员能够查看其邮件配置文件，了解哪些信息资产通过

电子邮件从网络泄露了出去。管理员还可以搜索DLP违规行为，查看触发DLP违规事件

的具体内容。这一设置能够在审计和发现过程中，提供关于通过DLP事件被泄露信息的

详细信息。

图22. 监控DLP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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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于互联网边缘的Cisco IronPort Web安全设备与RSA DLP技术相互协作，可发现并

保护敏感数据。该设备充当代理服务器，使用ICAP将内容扫描任务卸载到外部系统。

RSA企业管理器负责管理针对网络、终端和数据中心的策略。Cisco IronPort Web安全

设备、RSA企业管理器和RSA DLP网络控制器是主要组件，如下所示。

图23. 针对Web流量DLP的主要组件

 

在本部署指南中，RSA DLP网络控制器、ICAP服务器和RSA企业管理器在面向大型企

业组织的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架构中进行安装和配置。

以下部分提供了一种推荐配置，用于屏蔽通过Web邮件发送的敏感信息。Cisco 

IronPort Web安全设备6.3.3版是业经验证的平台。在本例中，我们针对网络使用了预定

义的PCI-DSS策略。

流程

针对Web流量的DLP配置

1. 在设备上启用DLP

2. 配置RSA DLP网络

3. 验证设置

实施DLP与Web安全设备需要以下高级程序，分别包含多个步骤，如下所示：

● 在设备上启用DLP
● 配置RSA DLP网络

● 验证设置

● 测试和监控违反策略行为

步骤1：启用外部DLP服务器，在本例中该服务器的IP地址为10.4.200.118：

在Web安全设备Web管理GUI中，选择Network（网络） > External DLP Servers（外

部DLP服务器），然后单击Edit Settings（编辑设置）。在Server Address（服务器地

址）字段，输入RSA DLP服务器的地址，在本例中为10.4.200.118。Port（端口）通常

被设置为ICAP默认端口1344。Service URL（服务URL）的形式为icap://serverlP/srv_

conalarm，在图24的示例中为icap://10.4.200.118/srv_conalarm。

图24. 使用ICAP配置外部DLP服务器

 

要测试设备与外部DLP服务器之间的连接，单击Start Test（开始测试）。

单击Submit（提交），然后单击Commit Changes（确认更改）。

最终用户

防火墙
HTTP/HTTPS/FTP

代理连接

互联网

Web安全

设备

ICAP
服务器

RSA网络

控制器

RSA企业

管理器

程序1  在设备上启用D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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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制定外部DLP策略

创建外部DLP策略，确定将哪些流量发送至ICAP服务器进行内容扫描。

转至Web Security Manager（Web安全管理器） > External DLP Policies（外部DLP

策略），并单击Add Policy（添加策略）。在Policy Name（策略名称）字段赋予该

策略一个名称。在本例中，使用“Gmail Policy（Gmail策略）”作为名称。在Policy 

Member Definition（策略成员定义）下，选择策略标准。在本例中，将此策略应用于

所有用户，将Identities and Users（身份和用户）设置为默认值All Identities（所有身

份）。对于此设置，需要至少一个额外的选择选项。单击Advanced（高级），然后设定

Protocols（协议）定义，以包括HTTP、HTTPS、FTP over HTTP、Native FTP及所有

其它协议。单击Submit（提交）。

单击针对策略的Destinations（目的地）下的Scan（扫描）设置。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Define Destinations Scanning Custom Settings（定义目的地扫描定制设置），然后将

Destinations to Scan（扫描目的地）设置为Scan all uploads（扫描所有上传内容）。由

此产生的策略应类似“Gmail策略”条目，如下所示：

图25. 配置为扫描所有协议

 

步骤3：单击Submit（提交），然后单击Commit Changes（确认更改）。

步骤1：在RSA企业管理器中，启用ICAP服务器和网络控制器。网络控制器负责在RSA

企业管理器与网络设备间进行通信。

转至Admin（管理） > Network（网络） > Status（状态），确认网络控制器和ICAP服

务器运行正常。如欲获得关于设置DLP网络ICAP服务器和网络控制器的详细说明，请

参阅针对RSA数据丢失防护的RSA文档。

步骤2：撰写PCI-DSS策略，防止通过Gmail丢失敏感信息。

转至Policies（策略） > New Policy（新策略） > Use Policy Template（使用策略模板）。

单击PCI –DSS策略。PCI-DSS策略页打开。

在Network（网络）选项卡下，选择以下选项：

● Who（谁）下，选择all Users（所有用户）。

● 在Detect（检测）下，选择Protocols（协议）。

● 在Action（行动）下，选择Audit only（仅审计）。 

单击Save（保存）。

图26. 为Gmail制定策略

 

程序2  配置RSA DLP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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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概述2011年下半年

步骤1：通过Cisco IronPort Web安全设备，为代理外发流量配置一个Web浏览器。

步骤2：使用浏览器，访问Gmail，撰写新讯息，并附上违反PCI-DSS策略的文件。

步骤3：确认Network ICAP丢弃讯息在浏览器中显示出来。

步骤4：使用RSA企业管理器查看由于违反策略所产生的事件和事故。

图27. 查看由于违反策略所产生的事件和事故

程序3  验证设置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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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A DLP终端使您可以监控最终用户与敏感信息进行交互的方式。它可以按照策略的规

定，跟踪和控制一系列用户行为，也可以审计涉及敏感数据的用户操作，发出违反策略

的警告，以及创建审计日志。

配置RSA DLP终端

RSA DLP终端的部署实例包括以下组件，如图28所示。

● RSA DLP终端代理（Endpoint Agent）
● RSA DLP企业管理器（Enterprise Manager）
● RSA DLP站点协调器（Site Coordinator）
● RSA DLP企业控制器（Enterprise Controller）

图28. RSA DLP终端的部署实例

 

终端代理运行于每个用户的电脑上，监控用户操作和执行内容分析。这些代理负责执行

使用策略和收集审计数据。站点协调器负责控制客户的部署。它向终端组中定义的终端

代理发出指示，并从终端代理中收集结果。

企业管理器是到面向用户和管理员的DLP终端的接口。企业管理器向站点协调器发送配

置设置和策略，由网络上的所有终端代理收集。企业管理器按照预定的时间间隔，收集

由那些终端代理发送到站点协调器的事件，并根据策略生成事件进行评估和分析。

终端安全性2011年下半年

终端安全性

在本例中，假定配置了企业协调器和站点协调器 “San Jose”。本例显示，如果用户

试图复制文件到外部介质（如U盘），则此操作可触发一个DLP违规事件。

步骤1：创建新的终端代理组

在RSA DLP Enterprise Manager（RSA DLP企业管理器）中，转至Admin（管理）> 
Endpoint（终端）。单击New Endpoint Group（新终端组）。选择站点San Jose。

在Computers (DNS names or IP addresses)（计算机）（DNS名称或IP地址））字

段，指定该计算机的IP地址（例如，192.168.21.36）。

在Configure passwords（配置密码）部分，输入GPO/Push Agent Password（GPO/
推送代理密码），作为采用推送技术安装终端代理的密码。如果您已在终端组的目标机

器上安装了终端代理，则输入与用于那些终端代理相同的密码。

步骤2：使用预定义的策略模板，激活RSA DLP终端策略。

转至Policies（策略）选项卡。

单击策略列表顶部的New Policy（新策略）。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Use Policy Template Library（使用策略模板库）。

在Regulatory and Compliance（法规与遵从）部分，选择PCI-DSS策略模板并为终端

激活它。

单击PCI-DSS策略，然后在PCI-DSS模板中选择Endpoint（终端）选项卡。

图29. 策略验证规则

流程

RSA DLP终端示例

策略 策略

事件 事件

终端组

代理 代理 代理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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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一个策略违反规则。在Who（谁）字段，保持默认的“All users（所有用户）”选项。

在Detect（检测）下，您可以通过检测过滤器指定会触发DLP违规事件的用户操作、文

件属性、目的地属性和传输属性。

添加“User action（用户操作）”检测规则，以便能够指定会触发DLP违规事件的用户

操作。选择Copy to Removable Drive（复制到可移动驱动器）。

图30. 针对可移动驱动器定义用户操作检测规则

 

在Severity（严重性）— Action（操作）下，选择Notify and Audit（通知和审计）作为

在出现违规行为时策略应采取的操作。

单击Save（保存）。全新或编辑后的策略将出现在Policy Manager（策略管理器）页

面上的策略列表中。该策略默认为启用。要在客户机上测试该策略，尝试将一个包含

CCN和地址信息的文档或任何其它文件类型复制到U盘。这将会造成DLP违规行为。

查看DLP违规：单击Incident（事件）选项卡，显示DLP违规行为。 

图31. 显示DLP违规行为的控制台讯息

终端安全性2011年下半年



19

-

RSA DLP数据中心是一款软件解决方案，允许查找和处理存储在大型企业任意位置的敏

感信息。在使用中，DLP数据中心可扫描企业的网络，检查所有相关机器上的文件。

RSA DLP数据中心配置

RSA DLP数据中心的部署实例包括以下组件，如图32所示。

● RSA DLP终端代理

● RSA DLP企业管理器

● RSA DLP站点协调器

● RSA DLP企业协调器(Enterprise Coordinator)

图32. RSA DLP数据中心组件

 

在扫描过程中，终端代理执行内容分析。每个代理接收来自其站点协调器的指示，并向

其返回结果。RSA DLP数据中心部署可能拥有所需数量的站点协调器（可能分布于广泛

地点）。企业协调器是DLP数据中心部署的主控制器，它向参与所有扫描的全部站点协

调器发送指示，并从站点协调器收集扫描结果。

数据中心安全性

数据中心安全性2011年下半年

当进行扫描时，DLP数据中心会访问特定的扫描组。该扫描组是您指定的相关网络上的

一组机器。

扫描组有多种类型：

● 代理：针对代理扫描的扫描组

● 网格：针对网格扫描的扫描组

● 存储库：针对扫描的扫描组

基于代理的扫描

在此类扫描中，每台需要进行内容扫描的机器上都安装有一个终端代理。要执行扫描，

企业管理器会向企业协调器发送请求，后者再向本地或远程网络上相应的站点协调器发

出命令。站点协调器安装或连接到扫描组中每个目标机器上的终端代理，并命令它开始

扫描。每个代理访问并分析其本地主机上的所有文件，然后将结果（有关对违反策略的

文件进行扫描的信息）返回至站点协调器。站点协调器对结果进行整理后再将其发送至

企业协调器，然后通过企业管理器显示给用户。

图33. 基于代理的DLP扫描

 

网格扫描：

网格扫描可对超大型文件存储库（如SAN或NAS系统）进行有效、可扩展的分析，在

存储设备中分配分析庞大数据量（多达TB）的负担。

图34. 基于网格的DLP扫描

目标机器

网格机器 数据存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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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库扫描和数据库扫描

指定类型的网格扫描包括大型企业数据库扫描，以及协作和文档管理系统（例如

SharePoint或Documentum）存储库扫描。

在本指南中，仅基于代理的扫描进行了验证。网格扫描不在本指南讨论范围之内。

RSA DLP数据中心代理扫描示例

本示例对一组包含具体日期文件的机器进行了扫描。

步骤1：在Enterprise Manager（企业管理器）中，单击Admin（管理）选项卡。

Administration Status Overview（管理状态概述）出现。在Admin（管理）选项卡下，

单击Datacenter（数据中心）。Datacenter（数据中心）管理页面显示。

步骤2：创建新的代理扫描组

在部署树中，选择新代理组隶属的站点协调器。在此树上，单击New Object（新对

象），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New Agent Scan Group（新代理扫描组）。New/Edit Agent 

Group（新/编辑代理组）面板显示在右边

步骤3：使用预定义的策略模板，激活Data Center DLP（数据中心DLP）策略

单击Policies（策略）选项卡，然后选择策略列表顶部的New Policy（新策略）。从下拉

菜单中选择Use Policy Template Library（使用策略模板库）。在法规和遵从部分，选择

PCI-DSS策略模板，并为Data Center（数据中心）激活它。单击PCI-DSS策略，然后

在PCI-DSS模板中选择Datacenter（数据中心）选项卡。

a. 制定一个策略违反规则。单击All Agent and Grid Scan Groups（所有代理和网格扫描

组），选择扫描组。选择扫描组“Agent_Scan1”。

b. 在Detect（检测）下，添加一个检测过滤器，使您可以按日期指定那些被认为违反策

略的文件。单击链接（默认为Any File Dates（任意文件日期）），显示对话框：选

择Files modified before May 2010（2010年5月前修改的文件）。

c. 在Severity（严重性）— Action（操作）下，指定Audit Only（仅审计）作为在违反策

略时应采取的操作。您可以针对不同事件严重性，指定不同的操作（允许、仅审计、

审计和加密、隔离和审计、屏蔽和审计）。在本例中，设定严重性为High（高），并

选择操作Quarantine（隔离）。

d. 保存策略。单击Save（保存）。全新或编辑的策略现在将出现在Policy Manager（策

略管理器）页面上的策略列表中。该策略默认启用。

e. 开始扫描。在部署树中，选择用于此扫描的扫描组“Agent_ Group”。Agent Group

（代理组）面板出现，显示您所选定的扫描组的状态信息。在Agent Group（代理

组）面板，单击Scan Now（现在扫描）。从下拉列表中，选择Run Full Scan（运行

全部扫描）。扫描该扫描组中所有目标机器上的全部文档。发现文件后，根据严重性

程度，系统会自动将其移至一个安全的位置。如果严重性高，则安全管理器应对其进

行检查，了解为什么会违反业务流程。

f. 查看日志。单击History（历史）选项卡，然后选择View Status Log（查看状态日

志）。一个窗口将显示所有记录的状态讯息。当Status（状态）选项卡激活时，本窗

口将显示可看到的相同状态日志，包括代理部署阶段和扫描的内容分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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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到来，数据安全挑战日益加剧。企业都希望保护知识产

权，同时遵守新颁布的法规要求。为了解决这些客户挑战和业务问题，思科推出了思科

数据安全系统，在单一框架内整合了DLP等关键的数据安全新型技术和其它数据保护技

术。本指南提供了一种循序渐进的、简化的实施方法，支持按照优先次序跨网络、终端

和数据中心启用全套DLP。

更多信息：

技术合作伙伴部署指南可在以下网址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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