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工作表

McAfee Embedded Control
涵蓋系統完整性、變更控制及原則遵循的單一解決方案

McAfee® Embedded Control 能限制唯有取得授權的程式碼才能執行，以及唯有取得
授權的變更才能生效，協助您維護系統的完整性。它能自動在嵌入式系統上建立動
態的「授權程式碼」白名單。一旦建立白名單並加以啟用後，它會將系統鎖定在已
知的良好基準之上，未經授權的程式或程式碼將無法執行，而未經授權的變更也將
無法生效。結合 McAfee Embedded Control 與 McAfee ePolicy Orchestrator® (McAfee
ePO™) 主控台的 McAfee Integrity Control 能提供整合的稽核與法規遵循報告，協助
您滿足多個法規遵循的要求。
主要優點
控制嵌入式裝置中的執行項目以及
保護裝置的記憶體，藉以降低安全
性風險
• 授與存與權限、保留控制權、減少
支援支出
• 選擇性的強制措施
• 部署後即可放心使用
• 使裝置滿足法規遵循的要求並可進
行稽核
• 即時的可見性
• 全面的稽核
• 可搜尋的變更封存
• 封閉迴路調整
•

McAfee Embedded Control 著重於解決嵌入式系
統中採用商業作業系統而引發的安全性風險問
題。McAfee Embedded Control 是資源耗用量少、
低負荷且獨立於應用程式之外的解決方案，它能
提供「部署後即可放心使用」的安全性。McAfee
Embedded Control 能將以商業作業系統為基礎的
系統轉變為「黑盒子」，使其成為類似封閉的專
屬作業系統。它能禁止磁碟中或植入記憶體中的
未經授權程式執行，也能避免授權的基準遭到未
經授權的變更。這項解決方案使製造商得以享用
商業作業系統帶來的優勢，而不需要擔心衍生的
額外風險或無法掌握系統在領域中的用途。
確立的系統完整性
可執行的控制
在 McAfee Embedded Control 的控制之下，唯有
McAfee 動態白名單中的程式才能執行。其他程式
（exe、dll、指令碼）均會被視為未經授權的程式。
它會禁止未經授權程式的執行，並且會將失敗記
錄下來（預設值）。如此可預防會自我安裝的
蠕蟲病毒、病毒、間諜軟體及其他惡意軟體非法
執行。

記憶體控制
記憶體控制能確保執行中的處理程序受到保護，
避免讓劫持處理程序的惡意嘗試得逞。針對執
行中處理程序被植入的未經授權程式碼，它能
設陷攔截、阻止與記錄。如此一來，嘗試利用
緩衝區溢位、堆積溢位、堆疊執行及類似弱點
取得系統控制的企圖均會失去作用，同時也會
被記錄下來。1
變更控制
McAfee Embedded Control 能即時偵測變更。它
能讓您深入變更的源頭並確認變更是否部署於正
確的目標系統上、提供變更的審查追溯，以及僅
允許經由授權的方式執行變更。
它能讓您藉由指定授權的變更執行方式來執行變
更控制程序。您可以控制能套用變更的人員、允
許變更所需的憑證、能變更的項目（例如，您可
以限制只能變更某些檔案或目錄），以及套用變
更的時間（例如，唯有在一星期內某些時間才能
開啟更新視窗）。

1

僅適用於 Microsoft Windows 平台。

主動式變更能在將變更套用至目標系統前加以驗
證。此模組啟用時，使用者只能以受控制的方法
變更軟體系統。
即時變更追蹤模組能將所有變更記錄在系統狀態
中，包括程式碼、組態及登錄。此模組能在變更
事件發生時立即記錄事件，並將事件傳送到系統
控制器以供彙總與封存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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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模組

主動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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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代理程式
部署在端點上
系統控制器模組能管理系統控制器與代理程
式間的通訊。它能彙總來自代理程式的變更
事件資訊，並將資訊儲存在獨立的記錄系統
(ISR，Independant System of Record)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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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與原則遵循
McAfee Integrity Control 提供儀表板與報告來協
助您滿足法規遵循需求。您可以經由 McAfee ePO
主控台來產生儀表板與報告，它能為使用者與管
理員提供 Web 型的使用者介面。

McAfee Embedded Control 提供整合、封閉迴路、
即時的法規遵循與稽核機制，而能記錄授權活動
與未授權嘗試的防竄改記錄系統則使這項機制益
臻完善。
後續步驟
如需詳細資訊，請造訪 www.mcafee.com/tw/
solutions/embedded-security/embedded-security.aspx，
或連絡當地 McAfee 代表或附近的經銷商。
關於 McAfee 嵌入式安全性
McAfee 嵌入式安全性解決方案能協助製造商，確
保產品與裝置免受網路威脅與攻擊的侵擾。
McAfee 解決方案採納應用程式白名單、病毒與惡
意軟體保護、裝置管理、加密及風險與法規遵循
等多元技術，這些技術皆運用領先業界的 McAfee
Global Threat Intelligence™。我們能根據製造商之
裝置與架構的特定設計需求，量身打造解決方案。

功能

說明

優點
保證系統完整性

抵禦外部威脅

抵禦內部威脅

確保唯有取得授權的程式碼才能
執行。未經授權的程式碼將無法
植入記憶體中。取得授權的程式
碼將無法加以竄改。

本機管理員鎖定可提供禁用彈
性，即便是管理員，除非提供驗
證金鑰，否則也不能變更已獲授
權在受保護系統上執行的項目。

•

省去緊急修補的需求、減少修補週期的次數與頻率、能
在修補前進行更多測試、緩和難以修補之系統的安全性
風險。

•

緩和以蠕蟲病毒、病毒、特洛伊木馬程式等惡意軟體為媒
介之零時差、多型態攻擊的安全性風險；預防緩衝區溢
位、堆積溢位及堆疊溢位等程式碼植入。

•

維護取得授權之檔案的完整性，確保生產系統處於已知與
確認的狀態。

•

減少規劃修補與意外復原停機等作業的成本損失，提升系
統可用性。

•

抵禦內部威脅。

•

鎖定可在嵌入式生產系統上執行的項目，避免遭到包括管
理員在內等使用者的變更。

進階的變更控制
保護獲製造商授權的更新

限制唯有取得授權的更新，才能
在領域嵌入式系統上執行。

•

限制沒有頻外變更能部署在領域系統上。在未經授權的系
統變更導致停機及產生支援通話前，先行阻止。

•

製造商能選擇自行保留所有變更的控制權，或授權讓信任
的客戶專員控制變更。

確保變更發生於核准的時間
區段內

確保不會在非授權的變更時間區
段部署變更。

•

避免在財務相關時間區段或業務高峰時間進行未經授權的
變更，以預防營運中斷與/或法規遵循違規的情況發生。

取得授權的更新人員

限制唯有取得授權的更新人員
（人員或處理程序）才能將變更
執行於生產系統上。

•

限制沒有頻外變更能部署在生產系統上。

即時、封閉迴路、稽核與法規遵循
即時變更追蹤

當變更發生時，在整個企業內進
行追蹤。

•

限制沒有頻外變更能部署在生產系統上。

全面的稽核

擷取每個系統變更的完整變更資
訊：人員、項目、位置、時間及
方式。

•

為所有系統變更留下正確、完整及明確的記錄。

找出變更的來源

將每個變更與變更的來源連結：
執行變更的人員、引發變更的事
件序列、影響變更的處理程序 /
程式。

•

驗證核准的變更、快速識別未核准的變更、提升變更成
功率。

(續)

低作業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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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後即可放心使用

軟體能在幾分鐘之內完成安裝，
毋須進行初始組態或設定，亦不
需要進行後續的組態。

•

立即可用，安裝後即可立即生效。不需要持續的維護開
銷，因此最適合低作業費用的安全解決方案組態。

免規則、免特徵碼、不需要
學習期間、獨立於應用程式
之外

不需要仰賴規則或特徵碼資料
庫，不需要經歷學習期間即可立
即作用於所有應用程式上。

•

在伺服器生命週期期間僅需要管理員少量的關注。

•

只需要少量的後續作業費用，可於伺服器修補之前提供保
護，或保護未修補的伺服器。

•

效力不需要仰賴任何規則或原則的品質。

資源耗用量少，低執行階段
開銷

只佔用不到 20 MB 的磁碟空間。
不會干擾應用程式執行階段的
效能。

•

適合部署於所有業務關鍵生產系統上，而不會影響系統的
執行期間效能或儲存需求。

保證無誤報或漏報

只記錄未經授權的活動。

•

相對於其他主機入侵預防解決方案，精確的結果能大幅減
少每天/每週用來分析記錄的時間，因此能降低作業費用。

•

提升管理員效率，降低作業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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