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面临
新威胁的端点

企业需要保证员工在远程办公时具有灵
活性，能够充分提高生产力，因此，必
须采取端点安全性措施来预防、检测和
应对日益增长的威胁环境。

展望新冠疫情结束之后的状况，许多 IT 领导者都在筹划远程工作者数量远超
以往的新常态。虽然许多公司及其员工会因为更高的生产力和更灵活的工作
方式而受益，但从保护方面来看，他们必须付出代价。新冠疫情造成远程工
作者激增，这使得保障端点安全变得更加困难 - 84% 的 IT 领导者表示，保护
远程工作者的难度更大。1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疫情爆发期间，全球组织
遭受的勒索软件攻击增加了 148%。2 令人警醒的是，在家办公人员依靠电
子邮件作为主要的商业通信手段，这导致网络钓鱼攻击增加了350%。3

持续的网络安全趋势
转向远程办公这种突如其来的趋势是在许多令人不安的网络安全问题的背景
下发生的，这给网络安全专业人员带来了专业知识方面的压力。具体包括：
1. BIOS 级别攻击 - 利用硬件或芯片中的漏洞。BIOS 被破坏后，攻击者经常
会在设备使用凭据访问网络和数据期间藏匿起来。63% 的公司经历过因此
类攻击而导致的数据泄露或入侵。4
2. 高级持续性威胁 (APT) - 复杂的威胁往往悄无声息地潜伏起来，同时收集
行为信息，借此准备窃取有价值的数据。受害者可能很长时间（平均 108
天5）都察觉不到，攻击已经悄然发生。
3. 基于文件和无文件的恶意软件
·基于文件的恶意软件 – 通常是具有常见扩展名（例如 .DOCX 和 .PDF）
、员工在工作中必须要用到的文件类型。在用户打开文件时，嵌入的恶
意代码就会执行。
·无文件恶意软件 – 通常是一种感染计算机的合法程序。当用户从电子邮
件中启动这样的程序时，无文件恶意软件就会感染计算机，并可能感染
网络，而且会成功避开许多安全技术。
4. 基于民族国家的攻击 – 通常来自中国、朝鲜、俄罗斯和伊朗。由于这些
民族国家的技术专长和资金支持，攻击往往高度复杂并且具有较高的破
坏性。但是，这类攻击中有许多利用的都是没有及时安装更新和补丁的系
统。FBI 的 CISA 部门会定期发出建议。
5. 基于云的攻击 – 基于云的协作和生产力应用程序取代桌面应用程序后，这
类攻击也在增加。随着企业使用的云服务数量平均达到 2400 多种，93%
的企业对云安全有中度或极度的顾虑。6保护措施必须包括云端数据丢失
预防 (DLP) 和威胁保护。此外，用户身份验证必须受到保护以防止欺骗，
并且与云之间传输的数据必须进行加密。
6. 合规性法规 – 旨在保护个人身份信息 (PII)。为了防止 PII 落入坏人之手，
最终用于身份盗窃，一些行业采取了严格的法规来严惩此类行为。其中包
括医疗保健领域的 HIPAA、金融服务和零售领域的 PCI DSS，以及针对与
欧洲公民有业务来往的公司的 G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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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重大风险 - 预计 2021 年网络犯罪造成的损失高达 6 万亿美元，与 2015
年的 3 万亿美元相比大幅增加。根据 Cybersecurity Ventures 的数据，
造成经济损失的原因包括数据损坏和破坏、资金被盗、生产力受损、知
识产权被窃、个人和财务数据被窃、攻击后的中断、声誉损害等。7

重新审视端点安全性
端点安全性：企业安全的一部分
如今的远程工作者数量远超以往，其中许多人都必须处理敏感数据才能完
成工作，因此 IT 领导者应评估其组织中的端点安全性现状。
但是，他们不应该单独看待端点安全，而应将其视为企业安全的一个组
成部分，来深入实施保护 - 他们的目光除了端点还要涵盖存储、网络和基
于云的服务。在企业内部创建“受信任的设备”的整体方法必须考虑以下因
素：
内置安全性
全面的方法不应仅依靠软件来保护端点，还要使用受信任的设备 - 设备本
身实施安全机制的终端用户计算设备。此类设备在丢失或被盗时，可保护
PII 并在法规合规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终端用户设备还应包括防窥屏技
术，这能从一定程度上防止同事和办公室访客看到用户计算机屏幕上的机
密信息。
操作系统之上和之下的保护
操作系统之上。IT 需要可见性、监视和数据安全性，以及威胁预防、检测
和补救措施。设备上的加密对于满足合规性要求也非常重要，但不应为此
而降低性能，造成用户生产力下降。
操作系统之下。由于固件和硬件受到攻击的频率很高，因此 IT 需要 BIOS
保护以及芯片验证。攻击者可以借助入侵的 BIOS 访问端点上的所有数
据，包括凭据，因此能够在组织的网络内移动，并攻击更广泛的 IT 基础架
构。
AI 和 ML
在攻击日益复杂的今天，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进行检测和补救对
于端点保护至关重要。AI 和 ML 算法可以通过观察行为模式，检测出能够
指示和防止泄露的异常活动。
安全的供应链
在制造过程中，恶意行为者有可能引入暗含漏洞的组件，以实现后门攻
击。这些组件嵌入到制成品中后，可能会造成破坏性极强且难以检测的危
害。因此，供应商和制造商必须在供应链中的重要位置实施严格的安全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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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可信设备
戴尔通过以下技术为每台 PC 提供安全性：
带有 BIOS 攻击指标 (IoA) 的 SafeBIOS 提供了 BIOS 更改的可见性，
以防止篡改。戴尔在主机外保存受保护的映像，用于验证 BIOS 的完整
性。SafeBIOS 现已集成 VMware Carbon Black Audit and Remediation，
通过自动报告提高了攻击的可见性，并实现了对 BIOS 损坏的远程修复。
SafeID - 提供基于芯片的身份验证。最终用户凭据使用专用安全芯片进行
验证，而非依赖于安全性较低的软件。
SafeScreen - 保护可能会向办公室同事、访客、维护人员或其他未经授权
的人员披露敏感信息的屏幕。
SafeGuard and Response。该戴尔产品组合由 VMware Carbon Black and
Secureworks 技术提供支持，包括：
VMware Carbon Black — 一种云原生端点保护平台，使用单个轻量级代
理和易于使用的控制台，将智能系统加固与行为防护相结合，可以阻止新
兴威胁。
Secureworks 托管服务 - 收集和关联来自云、网络和端点的遥测数据，以
确定整个企业中存在的威胁。Secureworks 托管服务与 VMware Carbon
Black 平台和其他许多平台相集成，提供出色的事件响应能力。
SafeData。协作始终是成功组织的标志，而在远程办公日渐普及的时代，
协作显得尤为重要。当今的员工协作需要设备和云端的数据安全，同时也
要保证不会降低终端用户的效率。戴尔与 Netskope 和 Absolute 合作，提
供全面的端点安全性。
Netskope。Netskope 技术采用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可以保护在云端创
建和公开的数据。通过为 IT 提供实时可见性、对云的访问、监控和数据
丢失防护，Netskope 重新定义了云、网络和数据安全性。团队可以在保
护与速度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使他们能够确保组织的数字化转型之旅顺
利推进。
Absolute。戴尔将 Absolute 技术嵌入到每台设备的固件中，为每个端
点提供了与基于云的 Absolute 仪表板关联的自我修复链接。这使管
理人员能够跟踪、管理和保护端点及其上的数据，即使它们未接入网
络。Absolute 技术的优势如下：
·查找和管理设备。
·提供 VPN 和安全软件持续性。
·实施安全隔离解决方案，以从攻击中恢复
·包括以软件定义的或基于设备的多云数据保护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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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新冠疫情掀起了远程工作的巨浪，给原本已经充满威胁的网络安全环境进一
步增加了风险。企业急需一种全新的整体式端点保护方法。重新审视端点保
护时，应先着眼于能够在操作系统之上和之下均提供保护的受信任设备。这
种策略也会超越端点本身，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待网络安全，包括服务器、网
络、基于云的服务和管理合规性。戴尔受信任的设备产品组合体现了这种综
合方法。戴尔端点保护涵盖整个企业，包括软件定义的和/或基于设备的多云
数据保护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戴尔受信任的设备使用户能够在新的远程
办公模式下抵御日益复杂的攻击，保持出色的工作效率。

有关详情，请参阅：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endpoint-security/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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