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cro Focus 云服务： 
Secure Gateway、Unified 
Archiving、Disaster Recovery
在这十几年里，GWAVA（现在属于 Micro Focus）Secure Gateway、Unified Archiving 和 Disaster 
Recovery 就地解决方案赢得了数百万用户的信赖。Micro Focus® 云服务现可通过云提供所有这
些备受信赖的服务，帮助客户降低成本、管理复杂性和减少风险。

降低成本
云服务不仅可以消除对昂贵 IT 硬件的需
要，还可以降低软件升级成本和系统支
持成本。目前的云客户通过将资本支出
转变为一致且可管理的运营费用，简化
了预算结构：

 较低的 TCO：和就地安装的解决方
案相比，云服务平均同比节省 35% 
的成本

 可缩放：没有长期的资本承担；随时
按需使用

 无前期成本：无须进行昂贵的硬件 
投资

充分降低开销
云服务充分降低 IT 管理成本，与就地解
决方案相比帮助组织节约成本达 35%。

管理复杂性
通过消除对电子邮件安全性、数据存
档和灾难恢复服务的 IT 管理和和维护

需要，IT 组织能够专注于为核心业务
带来直接价值。让 Micro Focus 专家为
您承担管理开销：

 确保合规性：安全性、升级和维护工
作交由 Micro Focus 管理

 减少支持顾虑：提供屡获殊荣的全天
候支持服务

 优化基础设施：Micro Focus 可处理
端点管理、Web 访问和数据保护

减少风险
凭借云端单点责任制，确保贵组织遵守
针对 eDiscovery、IT 安全性和数据储存
的所有法规要求。

 安全的数据中心：获得 SAS 70 II 
类、PCI 和 HIPAA 认证

 确保连续性：冗余数据中心确保正常
运行时间，提供多个防故障保险点

 保留管理：提供简化的存档和取证功
能，镜像 SAN 实现冗余保护，支持
对私有数据储存库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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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 Focus 云服务 (MFCS) 适用于需要在云端使用
安全网关、统一存档和灾难恢复服务的组织。Micro 
Focus 云服务可以帮助组织降低成本、管理复杂性
和减少风险。Micro Focus 云服务适用于希望在维持
安全性和合规性的同时，允许员工全天候访问任何
设备和软件的组织。云服务可提供逐年 ROI、有保
证的正常运行时间和无限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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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受众
云服务适用于需要在云端使用安全网
关、统一存档和业务连续性服务的组
织。云服务可以帮助组织降低成本、管
理复杂性和减少风险。云服务适用于希
望在维持安全性和合规性的同时，允许
员工随时访问任何设备和软件的组织。
云服务可提供逐年 ROI、有保证的正常
运行时间和无限的技术支持。

它具有哪些功能？
Cloud Secure Gateway：提供多层保
护、讯息管理和快速部署。Micro Focus 
可以拦截病毒、垃圾邮件和网络威胁，
防止它们入侵您的讯息交换系统，确
保您有一个安全、合规和高效的工作 
环境。

Cloud Uni f ied  Arch iv ing：提供 
eDiscovery 管理、确保数据安全以及
简化档案访问。云服务可以降低维护成
本、保护带宽，以及将资源释放到战略
性业务活动中。

Cloud Disaster Recovery：具有灾难恢
复、风险管理和降低开销的功能。云服
务可防止贵组织遭受电子邮件中断、生
产力扰乱以及数据丢失。

它是如何工作的？
Secure Gateway：云服务可以提供防
病毒和反垃圾邮件保护、零时差恶意软
件防范和威胁抵御，防止它们进入您的
系统。Micro Focus 接管您目前的安全
配置，将 Secure Gateway 系统指向您
的域，在云中对讯息执行快速过滤。自

那时起，云服务将确保您的讯息交换系
统安全无虞。 

Unified Archiving：为实现全面的存档
和 eDiscovery 计划，云服务将创建一
个实施时间表，可以有条不紊地将您的
所有数据安全迁移到云端，配置所有设
置和协议，并指导您在云中执行搜索和 
发布。

Disaster Recovery：Micro Focus Disaster 
Recovery 为运行 Reload 的组织提供完
全冗余的异地灾难恢复备份系统。现
在，无论您的现场备份如何，您的电子
邮件系统在遭遇软件和硬件故障和灾难
时总能正常运行。无缝配置得益于云服
务在云中建立第二个 Reload 服务器的
镜像。

云服务安全性和数据权限
全面的数据控制：Micro Focus 及其合
作伙伴或供应商储存的数据归您所有。
我们与您之间签订的协议、合约以及处
理您数据的方式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
您。一旦协议终止，数据将以任何请求
的格式返还给您，或者被立即删除和 
清除。Micro Focus 让数据安全性更上
一层楼。我们的专有软件确保您的数据
独立于其他组织的数据，不会被混淆，
而且受到妥善保护。

数据中心：Micro Focus 及其合作伙伴
或供应商的云数据中心符合或超出针对
云基础设施的国家标准。Micro Focus 
保证正常运行时间达到 99.99%。Micro 
Focus 云数据中心具有以下特点：

 SAS 70 II 类认证

 HIPAA 合规性

 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监视、保护、
支持和维护

 设有多个冗余中心，即时实现故障 
转移

灾难预防：Micro Focus 数据中心满足
甚至超过了灾难预防和冗余转换访问标
准，具有以下特点：

 达到 4 区地震标准

 温控过滤空气

 拥有多家光纤网络提供商

 严密的消防措施（双重联锁、预作
用、干式系统）

 A 级数据中心

 地板下配送电力和敷设电缆

服务与支持：Micro Focus 提供不受限
制的全天候支持服务。Micro Focus 将
对系统所有关键的功能、实施和维护进
行设置、监视、跟踪和报告。

更多资源
要做出云服务决策，我们知道您需要时
间、规划和资源。Micro Focus 能够提
供以下帮助：

 咨询服务

 总拥有成本和价值主张

 运营费用和资本开支的比较

 辅助文档

 实施和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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