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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良好安全策略的重要性 
在铺天盖地的商业新闻中，有关数据泄露的讯息屡见不鲜。事实上，数据泄露事
件的数量一直以 66% 的年复合增长率 (CAGR) 持续增长，而每次泄露的成本
高达 590 万美元。1 一些世界知名品牌因此声誉受损、经济也蒙受损失，不得不竭
力弥补由此带来的损害。

企业 IT 部门要面对各种狡猾莫测的敌人，包括老练的网络罪犯、政府资助的间谍
活动以及黑客和脚本小子，还有出于各种动机（例如金钱、政治或仅仅是年轻人的
恶作剧）而作恶的犯罪者。

无论威胁来源是谁、威胁原因是什么，毋庸置疑的是随着移动设备的广泛普及，
留下的网络攻击机会在不断增加。最终用户希望能够随时随地访问数据，企业则
重视通过这样的访问来实现协作和提高效率。但只要允许访问，企业就会面临
风险，对此我们需要强制推行能够遏制威胁的移动安全策略。在这份趋势纵览中，
我们将了解构建移动安全策略的必备元素，以及 VMware AirWatch® 解决方案
如何帮助构建您的策略并赢得用户的广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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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wC，“管理互联世界中的网络风险：The Global State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2015 年调查结果,”2014 年 9 月。

使用正规的安全策略防范潜在危害
尽管数据中心会一直面临网络威胁，但您可以通过建立一套安全准则来防御潜在
攻击。正规的安全策略有三个关键特征。

•  首先，找出对您的业务来说最敏感的信息。这样您便可以区分企业数据与用户
数据，这尤其适用于管理自带设备 (BYOD) 环境。

•  其次，弄清哪些用户可以访问您的敏感数据，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他们应该拥有访
问权限。

•  最后，确定如果数据发生泄漏，您将如何执行操作。即使是最好的防御措施也可
能会被攻破，因此请准备好做出应对。

移动安全策略的五大因素
必须注意的是，虽然安全策略为 IT 部门提供了用于管理安全性的平台，但并未
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为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您到底需要保护什么。

1 数据
网络罪犯不只会盗窃数据，还会篡改数据，后者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同样
可怕的后果。如果企业信息不正确，就会导致根据错误的假设做出错误
的决策。

对此，可以使用移动应用程序管理 (MAM) 作为解决方案。移动应用程序
管理允许您将企业内容放入安全的容器中。例如，企业可以通过容器化的
电子邮件客户端保护电子邮件数据和附件，还可以针对企业数据和受管
应用程序使用容器，这样就无需管理设备。 

其他功能还包括：自定义的管理策略（多租户环境，可向特定用户、设备组
和位置授予基于角色的访问权限和功能）；加密设置（要求注册、加密设备
并确保设备合规，之后才允许设备访问公司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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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础架构
移动安全性有赖于与您的移动环境兼容的可靠基础架构。借助适当的解决方
案，您可以将移动设备纳入到涵盖安全、身份、应用程序和内容管理的管理框
架之中。

您需要可以使用 API 与 Apple、Microsoft 和 Google 基础架构直接集成
的解决方案。借助这些模型，您可以执行用于控制电子邮件访问、要求设备
加密、阻止被破解设备、部署或撤销证书以及阻止非受管设备的策略。

您甚至可以通过 VMware AirWatch® Tunnel™ 和 VMware AirWatch® 
Mobile Access Gateway™ (MAG) 或每应用 VPN 为应用启用隧道技术，
从而保护您的网络连接。此外，通过将每应用 VPN 与 VMware NSX® 网络
虚拟化平台相结合，您可以实现用户级的微分段，从保护设备安全扩展为保
护数据中心内的安全。

请确保使用集成化的方法来构建基础架构，以便使用一个管理控制台来管
理多种安全工具，例如电子邮件安全、Web 安全、数据丢失防护 (DLP) 等；
否则，管理多种解决方案只会增加不必要的复杂性，引发更多安全问题。

3 设备
移动技术可带来很多优势，但也导致企业中的设备数量不断增加。企业数据
就存储在这些设备中，所以您必须了解连接到您网络的一切人和设备。

借助移动设备管理 (MDM) 解决方案，您通过一个管理控制台便可掌握访
问您网络的所有设备（无论是员工自有的设备还是公司提供的设备）。当设备
丢失、被破解或不合规时，确保您的解决方案能够自动禁用设备对网络的访
问，并擦除设备中的公司数据。

除了 MDM，还可使用一个多层级安全方案来涵盖设备、电子邮件、应用程
序、内容甚或浏览操作。在用户和设备级别使用多因素身份验证来增强安全
性。在应用程序一级，可以利用反恶意软件/防病毒、电子邮件安全性、安全 
Web 网关、加密、应用程序白名单/控制、DLP、高级威胁防护和移动安全性
等技术。

4 应用程序
移动用户会通过不同的应用商店获取应用程序，因此真正的风险在于有人会
安装能够泄露敏感性数据的被破解应用。如果采用更好的应用程序交付方
法，这种风险会大幅降低。

确保您的解决方案支持通过一个中心控制台，在整个生命周期内轻松管理多
个设备中的内部、公共、已购、Web 和虚拟应用程序。如果您开发内部应用
程序，请使用 AirWatch 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 和 AirWatch App 
Wrapping™ 等工具，它们能够直接为您的应用程序提供更多安全功能。

向正确的人交付正确的应用程序也非常重要，唯有此才能提供所需的用户体
验。管理员可以进行设置，在用户注册时自动推送应用程序，而且允许用户按
需安装应用程序。您还可以设置对工作应用的条件访问权限，确保只有合规
的受管应用可以访问组织的业务系统。

趋势纵览

| 3 |



| 4 |

5 用户
只有在用户遵循安全策略的情况下，安全策略才会起效。如果您的策略难
以遵循而且限制用户自由，那么您或许会发现员工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
绕开安全标准。例如，员工为了方便协作而发送 Google Drive 或 Box 
邀请，这其实是不安全的行为。

通过实施控制来预防用户的不规范行为，同时又不会影响用户的权限。
您需要能够简化注册、向通过身份验证的用户自动推送应用和内容以及
通过无线方式自动推送配置文件的解决方案。VMware Boxer 电子邮
件应用能够简化文件的同步与分享，让用户无需离开收件箱就能安全
地协作，这样的技术对于帮助员工轻松协作大有裨益。您还可以为员工
配备一个自助服务门户，从而减轻 IT 团队的管理负担。借助可自定义的
隐私策略，您可以区分设备上的公司数据和个人数据，这样使用数据时就
不会发生混淆。此外，一触式的移动单点登录 (SSO) 可简化对应用程序
的访问，用户无需密码或复杂的 PIN 即可访问应用，同时提高安全性。
最后，要让用户成功接纳移动方案，取得用户信任是重要一步。因此请与
用户保持交流，让他们随时知道安全策略的更改。

移动安全联盟简介
AirWatch 推动组建移动安全联盟 (MSA)，以此为契机加强
对应用程序的管理。2 

为了抵御移动部署中的恶意和可疑行为，AirWatch 最近
联合其他 10 家业内公司成立了 MSA。对于 AirWatch 客
户来说，威胁检测又添一层保障。如果联盟中的盟友检测到威
胁，AirWatch 会自动收到通知。然后 AirWatch 会采取由管
理员定义的自动化合规操作，以保护客户设备、用户信息和公
司数据。

MSA 将针对高级移动安全性的复杂网络安全生态系统简化为
以下三个类别：

•  设备：防范恶意软件、病毒和可疑设备行为的预测性威胁分析

•  应用程序：根据内部和外部因素扫描、分析和验证公共和私有
应用程序的情景式威胁分析

•  网络：对来自移动设备、移动应用和移动网络中的网络流量进
行高级行为分析和修复

2 AirWatch，“AirWatch 推出移动安全联盟，简化网络安全”2015 年 9 月。Http://www.air-watch.com/company/
news-room/press-releases/2015/09/airwatch-introduces-the-mobile-security-alliance-to-simplify-
cybersecurity/ 和 http://blogs.air-watch.com/2015/09/simplifying-mobile-cybersecurity-with-airwatch-
and-the-mobile-security-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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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很重要
在您准备安全策略时，请确保您
的方法不仅有效而且具备主动
性，让 IT 能够采取预防性措施，
实施检测机制，执行升级措施以
防止不合规。

此外，请记得遵守政府的监管规
则以及保密规定。 

VMware AirWatch® Content 
Locker™ 获得 FIPS-140-2 认
证，采用 AES-256 位加密，是您
确保合规性的得力助手。事实上，
很多政府机构和监管严格的行业
都部署了 AirWatch，享受分级
安全机制的优越性。

•  全面的设备管理

•  安全的公司工作区

• 双重角色安全性

• 容器化电子邮件

•  用于管理跨平台移动设备的打
包应用程序

AirWatch 提供端到端的服务
AirWatch 提供的移动管理方案以安全为本，可让您获得独一无
二的端到端解决方案。以下介绍的这五项特性将帮助您交付移动
安全策略。

• 企业级安全性
确定和控制访问您网络的端点；使用 AES 256 位加密方法保护
传输中的数据和静态数据。

• 使用简便、权限清晰
单点登录功能提供无缝、安全的用户体验，用户使用自助服务工
具可以注册更多设备、查看设备信息，等等。

• 主动安全性
实时仪表板可显示设备数据，管理员通过一个可自定义的中心
门户可以及早发现问题，防患于未然。

• 方便管理，同时不会影响控制力度
多租户环境向用户组和特定设备组授予基于角色的访问权限
和功能。

• 稳妥管理，用户满意
向正确的最终用户组推送应用，以便他们获得正确的应用来提
高工作效率。

趋势纵览

| 5 |



VMware, Inc. 3401 Hillview Avenue Palo Alto CA 94304 USA 电话：877-486-9273 www.vmware.com
Copyright © 2017 VMware, Inc. 保留所有权利。本产品受美国和国际版权和知识产权法保护。VMware 产品受 http://www.vmware.com/cn/support/patents 网站列出的一项或多项专利保护。 
VMware 是 VMware, Inc. 在美国和/或其他管辖区的注册商标或商标。本文所提及的其他商标和名称可能是其他公司各自所有的商标。
文件号： 16-VMWA-3202_Trend_Brief_5_Essential_Elements　　4/16

联系我们

博客：http://blogs.air-watch.
com/category/airwatch-
emm-solutions

Twitter：@AirWatch

Facebook：https://www.
facebook.com/airwatch/

结论
员工手中的每部移动设备都是访问您公司网络的入口点。对于 IT 团队来说，这意味
着要管理多个层级的风险：设备、数据、用户和网络。制定合理的移动安全策略是保护
您的企业免受这些风险的关键因素。借助 AirWatch 的移动解决方案，您将拥有坚实
的基础来保护您的数据。

要详细了解 AirWatch 的移动管理解决方案如何帮助您实施有效的移动安全策略，
请访问AirWatch 移动安全管理解决方案网站。

AirWatch 解决方案助力投
资公司实现移动安全性
ADS Securities 是一家投资
服务公司，随着其员工开始使
用公司提供的移动设备来访问
电子邮件和业务数据，该公司
希望确保公司信息受到保护，
而且公司始终符合法律法规
要求。ADS Securities 使用了 
AirWatch 合规引擎，能够根据
员工业务角色和设备所有权来
远程配置和实施公司的使用和
安全规则。除移动资产管理和
安全性之外，ADS Securities 
还使用 AirWatch Content 
Locker 来安全地开展协作以
及分享公司文件和演示资料。 

“无论是阿布扎比、伦敦还是新
加坡，每次有新员工加入我们的
办事处，我们都能确保他们的移
动设备已正确调配，可以立即安
全地访问电子邮件和公司数据。”

ADS Securities 的信息安全
主管 Illyas Kooliyankal

详细了解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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