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umension ® Endpoint Management and Security Suite 

Lumension®統合式終端安全管理 

縱深防禦、兼具運作效能及安全性的 

統合式終端安全解決方案 

 

引領企業迎接安全之光 





Lumension ® Application Control(以下簡稱LAC)能有效防止執行
任何未知、不被信賴的程式、病毒或惡意程式，可提升IT及終端使
用者的生產力。運用LAC，IT管理者能快速識別他們環境中所有的應
用程式，且強制執行複雜的智慧型白名單保護機制，防止未經授權
的程式使用及變更。 

透過智慧型白名單管理與LEMSS整合的彈性化、容易使用的創新功
能，能克服傳統單機式、點狀式的AP安控產品的缺點，運用有效的
縱深防禦來保護終端使用安全。 

Lumension ® Application Control 提供:   

» 盤點出企業內複雜的應用程式，找出對生產力及TCO有衝擊性的
軟體，以消除IT風險。 

»快照出終端環境，迅速定義出應用程式白名單管控政策，依需求選
擇部署監控或只留存Log模式前，先建立基礎政策並可進階優化 

» 不用先識別是否有採取掃毒，也不必等待修補最新漏洞，對治零
時差攻擊而採取自動化安全管理。 

» 防止安裝及使用未經授權的軟體、惡意程式(包含針對記憶體攻擊)
，可針對線上或離線的終端設備進行持續性防護。 

» 提升生產力及降低終端設備的TCO，改善網路環境的穩定性及效
能，可讓操作支援成本最小化(例如：請求IT協助及重構終端環境)。 

» 毋須完全移除本地管理員權限，只有信賴的及經授權的應用程式
才能執行安全系統設定，可降低本地管理員帳號的使用風險。  

防禦APT 持續性目標攻擊 
 
       Lumension® Application Control 應用程式安控 

使用效益： 
» 提供持續、顯著的軟體控管，建立安全
可信賴的軟體使用環境 
» 防護鎖定式惡意程式、零時差攻擊、記
憶體感染攻擊 
» 改善系統效能及可用性，降低終端安全
的TCO 
» 為了縱深防禦而整合防毒、設備/通訊埠
的控管及補丁管理工具 
 

 

主要功能：   
»以使用者及設備為基礎的彈性政策管理 
»應用程式白名單管控機制 
» 集中式應用程式管理及事件紀錄 
» 進階記憶體保護 
» 應用程式信譽評價機制 
» 支持線上及離線電腦保護 
» 容易稽核/封鎖使用管理 
» 自動化信賴引擎 
» 本地授權機制 
» 應用程式禁用政策 
» 整合LEMSS 



取得生產力及資料保護間的平衡點 

     Lumension® Device Control 週邊控管  

Lumension® Device Control透過快速識別出連接內部網路的所
有終端設備，及彈性化的安控政策以避免未經授權而使用的終端設
備，可幫助企業組織在追求生產力及資料保護之間找到平衡點，也
能防範惡意程式入侵的危害及強制要求將機敏資訊進行加密保護。 
 

使用效益： 
» 針對營運所用的工具(如：外接拇指碟)進行安全使用的保護 
» 部署強化安全的管控政策 
» 保護資料防止遺失或被竊 
» 確保資料被加密 
» 針對加密設備提供跨平台存取管控 
» 防護經由外接拇指碟所感染的惡意程式 
» 針對存取限制進行精細的管控 
» 提供整合終端操作及安全模組來達到縱深防禦的成效 

 

主要功能： 
» 允許單一或特定設備開放存取 

» 提供設備白名單 

» 針對細緻化控管制定彈性政策 

» 依循政策進行設備加密 

» PC、MAC電腦的讀/寫管控 

» 檔案追蹤/複製 

» 檔案型態過濾/惡意程式保護 

» 複製限制 

» 離線設備控管 

» 深度、細緻化報表 

» 管理者角色的集中式管理 

» 與LEMSS整合 



    Endpoint Operations 

•Lumension® Patch and Remediation漏洞修補管理:  

針對所有終端設備、伺服器，透過消除其中作業系統及應
用程式的漏洞，降低組織風險且優化IT運作。支持多元平台
(如：Windows, Linux, UNIX, OSX)、作業系統版本、及第
三方應用程式(如：Adobe, Apple, Java)。 

•Lumension® Security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系統設定安全管理:  

確保終端設備是經由安全的設定方式，改善設定失誤並能
遵循產業最佳實踐及稽核監查要求。 

•Lumension® Power Management節電管理:  

無論是線上或離線使用的終端設備，可減少終端設備的電
能耗用成本。 

•Lumension® Content Wizard內容管理精靈工具 : 

部署軟體、移除軟體、修補設定、執行系統管理任務、及
派送所需的更新補丁時，運用本工具可提供客制化及可擴
充性的好處。 

•Lumension® Reporting Services報表服務工具:  

提供整合式、預先配置及集中式的商業智慧報表服務，可
客制化設定以符合組織需求。 

    Endpoint Security  

•Lumension® Device Control週邊控管:  

強制週邊設備及通訊埠的使用政策，也提供可攜式儲存
媒體的資料加密，以保護資料遺失或被盜取。 

•Lumension® Application Control應用程式安控:  

透過白名單政策比對後，強制要求可識別(明確授權)且
被信賴的應用程式才能執行，以確保應用程式的使用安
全。包含進階記憶體保護來防禦老練的記憶體感染式攻
擊手法。 

•Lumension® AntiVirus防毒:  

提供可移除夾帶病毒、蠕蟲、間諜程式、木馬程式、廣
告軟體..等惡意程式的黑名單防護機制。 

Key Features 

•單一且彈性的代理程式，支持模組化、可擴展
的架構：使用單一代理程式能避免終端設備安裝過
多的代理程式的困擾，本平台具有擴充性。 

•角色化存取控管：針對網域及群組提供細緻化的
控管，能有效保護機敏資料，並 防止人員操作失誤
造成未經授權的存取。 

•AD目錄服務的整合及同步：支持AD目錄的網域
、使用者群組及個人用戶，能做到目錄同步以降低
設定及維護成本。 

•提升資產盤點及代理程式部署能力：掃瞄終端環
境，掌握到被管理及未經管理的系統，可依據時間
排程或自動部署代理程式到未經管理的系統中。 

•即時更新政策及執行：不用仰賴推播(push)技術
，能即時派送政策及事件更新 

•支持虛擬環境架構：能識別出使用環境中所有虛
擬化系統，同一個解決方案無論是安裝在虛擬化或
實體機都能正常操作。 

•報表：提供全方位操作性及管理性報表，可全盤
瞭解終端環境的使用情形，藉此提供重要的回饋資
訊給企業。 

•強化網路喚醒(Wake-on-LAN)機制：確保下線
機器也能被喚醒，以接受重要的補丁及軟體更新，
運用Lumension ® Content Wizard內容管理精靈
工具的節電政策設定，能確保最大節能效率。 

 

System Requirements  
» Console支持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R2, 2012, 
2008 R2, 2008 

» Console支持資料庫: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4, 2012, 2008 R2, 
2008 (Express, Standard or Enterprise 
editions) 

» 代理程式支持安裝:  

Windows 8.1, 8, 7, Vista, XP Pro; and Windows 
Server 2012 R2, 2012, 2008 R2, 2008, 2003 R2, 
2003 

更多資訊請洽詢中華數位科技服務窗口 



提供兩類產品組合，滿足企業組織的安全需求： 
L.E.M.S.S. (Standard) 
統合式終端安全管理 

 
非常適合追求更高安全性、明顯易操作性，
並達成更佳總體擁有成本(TCO)的企業組織 

L.E.M.S.S. (Enterprise)  
統合式終端安全管理-進階版 

 
非常適合追求有效保護APT進階持續攻
擊的企業組織 

Lumension® Patch and Remediation 
漏洞修補管理 

● ● 

Lumension® Device Control 
週邊控管 

● ● 

Lumension® AntiVirus 
防毒 

● ● 

Lumension® Content Wizard 
內容管理精靈工具  

● ● 

Lumension® Power Management 
節電管理  

● ● 

Lumension® Reporting Services 
報表服務工具 

● ● 

Lumension® Application Control 
應用程式安控  

● 

Lumension® Security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系統設定安全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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