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eTech
郵件防護系統

眾至郵件安全防護系統是一套以Linux為基礎開發的作業系統，不需
要預先安裝任何的作業系統，完全使用web介面進行所有功能之控
管，具有高穩定性、安全性與擴充性、易用 Web 管理。並具有防病
毒、防垃圾、通訊錄、郵件稽核、郵件備份、PushMail、服務管理
、V4/V6並存、線上即時更新、行事曆與共享資料夾等特色功能，
可以廣泛應用於中大型企業、政府機關、學校等各類型用戶。

一、特點
穩定性高

安全性高

◎建置在高性能的Linux系統上
◎設計容量可達數萬以上之使用者
◎提供雙機備援運作能力

◎ 具郵件防火牆功能，可檢測使用者是否遭惡意攻擊
行為，採取防護措施。
◎ 整合郵件防毒、郵件內文過濾、個資稽核審查。
◎ 完整管控郵件發送權限、限制可存取的IP與流向。

擴充性高

易管理、易使用

◎支援分散式架構，包括信件備存、郵件快速傳送、
POP3與IMAP。
◎功能模組擴充無阻礙
◎硬碟容量無限制

◎提供全Web化友善管理介面與多樣式報表
◎Outlook like webmail使用介面
◎個人、部門行事曆快速規劃，排程一目了然。

無帳號使用者限制與高彈性運用模式
◎帳號數量可隨時增設，無帳號數量限制。
◎提供本機、AD、LDAP帳號建立方式。
◎具有帳號申請、群組管理帳號管理機制。

二、系統架構
ShareTech郵件安全防護系統是以ISP等級信件流量為開發基礎，所打造之郵件軟體系統。採用ShareTech
郵件軟體，可以讓處理器帶來2倍的處理效能和郵件傳送速度，並可在多種虛擬平台上穩定運行，只需要
透過瀏覽器就可以隨時操作與管理系統，大幅降低郵件系統建置成本，並提供高穩定性、高擴充性、高安
全性等三大保證，適合政府、電信、金融、教育、製造、服務業等廣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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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能說明
◎ 郵件伺服器基本功能
1.基本設定功能：快速設定郵件伺服器主機名、功能變數名稱與DNS，再匯入賬號即可馬上運作。
2.多網域：同一台郵件主機，可同時建立多組不同網域的獨立電子郵件系統。例如，有123.com與789.com 2 個
不同網域在同一台郵件主機中，則sales@123.com ≠ sales@789.com
3.信件自動轉移：自動到舊的郵件伺服器，轉移每一個使用者的郵件到新的郵件伺服器，支持SSL、Start-TLS及
憑證。
4.信箱使用量超過通知：當使用者帳號的信件容量超過設定值時，ShareTech郵件系統會寄送通知信給使用者及郵
件管理者。
5.佇列管理：在郵件佇列中，管理者可以查看，在郵件佇列中所有等待發送的郵件數量跟郵件佇列中已被發送但因
某種原因還留在伺服器上的郵件。
6.使用者收件人數限制：郵件伺服器可設定收件人的數量限制，例如：限制20人，則使用者發信時，單一封信的
收件人不能超過20個人，以免使用者因大量寄送，造成帶寬浪費。
7.身分認證功能：支援本機帳號與AD帳號驗證功能。
8.多網域共同簽名檔：在同一台郵件主機上，不同網域可以使用不同的共同簽名檔，讓管理者在不同網域下方便、
彈性設計，郵件管理者可針對個資法，在系統中加入免責聲明，或者利用它成為企業最佳行銷工具。
9.大檔案超聯結設定：提供大檔案鏈結功能，當用戶傳送的附件超過系統設定容量時，會自動將該附件轉成超鏈
結，收件人只要點選該連結就可以直接下載附件檔案。
10.連線安全加密：提供Web(流覽器)介面進行設定與管理，具備HTTPS/SSL加密連結，確保使用者的郵件不會被
有心人擷取、側錄。
11.SMPT代理：提供代理主機傳送機制，將所有往外寄送的郵件透過代理主機處理。例如：當郵件主機IP被列為黑
名單，造成寄出郵件都被阻擋時，可將郵件伺服器所有寄送之郵件，先寄送至ISP業者的郵件伺服器，再透過此
郵件主機轉送到。
12.轉寄郵件：定時或是自動轉寄特定郵件給特定的帳號。
13.提供RTF格式轉換：針對內部或外部的使用者以RTF格式寄出郵件，為了避免收件者困擾，ShareTech郵件系統
預先將它轉換成正常的郵件格式，為避免轉換過程有問題亦同樣會保留原始郵件格式。
14.服務管理：管理者可以透過服務管理，瞭解目前所有服務啟用狀態，包含管理者介面埠號、用戶介面埠號、
SMTPS、POP3、POP3S、IMAP、IMAPS、DNS、個人雲、Push Mail等相關服務。

◎ 郵件防火牆
1. 郵件防火牆：眾至郵件伺服器內建郵件防火牆，設定偵測數值後，針對異常寄信量、及郵件攻擊的 IP 地址，直
接阻擋。
2. 郵件異常流量偵測：針對內部被殭屍病毒挾持對外狂發郵件，或是對郵件主機狂塞郵件的行為導致正常郵件無
法進來的防護機制，超過警戒值的發件人將會被封鎖。
3. TRY 帳號密碼：攻擊者會用嘗試錯誤法或是字典攻擊法，測試郵件主機的帳號跟密碼，對於帳號簡單及密碼強
度不高的郵件帳號，例如，ABC、123456 等就容易被試出來，郵件主機會對這一些攻擊行為，直接封鎖。
4. 認證帳號不符：寄信使用的認證帳號跟郵件表頭的發件人名稱不一致，有很高的比例是發送垃圾信。
5. 階級式封鎖：對於違反郵件防火牆的發件人IP位址進行階級式封鎖，例如，第一次封鎖 600 秒，第二次 900
秒，第三次後就全部封鎖。

◎ 郵件稽核及過濾
1. 郵件內容過濾：過濾的條件可以依照寄件人、收件人、主旨、內容、容量大小、附檔、郵件表頭…來過濾信件，
並針對符合過濾條件的處理方式如隔離、刪除、封鎖發件人IP、發送通知信、抄送副本等。
2. 郵件稽核：管理者可根據企業內部電子郵件稽核管理規則，將重要的郵件，授權稽核人員處置，稽核人員可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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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被稽核的郵件執行包含放行、退回發件人、刪除、延遲寄送等動作。
3.個資法過濾防護：針對具有敏感個資郵件進行過濾稽核設定，可提供下拉式選單供管理者直接選擇勾稽核身分
證字型大小、信用卡號、電話號碼、移動電話號碼、出生日期等個資。
4.內送外寄稽核：禁止特定帳號的寄信跟收信行為，例如，被管制的帳號除了特定網域外，不能傳送任何信件到
網際網路上或不能接收網際網路傳過來的信件。

◎ 郵件記錄器
1. 郵件記錄：可完整記錄保存所有郵件資料，不管是外寄或內送通通記錄下來，並提供友善管理搜尋介面提供管
理者快速查詢使用。
2. 內部互傳郵件不備份：啟用記錄器後，可以設定例外的規則，例如，內部互傳的郵件不記錄或是設定不做郵件
記錄的用戶帳號。
3. 郵件記錄搜尋：提供郵件記錄查詢(Mail Log)並提供郵件日誌檢索，可依日期、發件人帳號、收件者帳號、發件
人 IP、主旨、處理等條件查詢。

◎ 郵件防毒
1. Clam AV 防毒引擎：提供核心內嵌式完整整合 Clam AV 防毒引擎，採取由郵件核心整合的架構，可偵測超過
130 萬種以上之病毒、蠕蟲、木馬程式…等，每日自動透過網際網路更新病毒檔。
2. 病毒郵件處理模式：內建免費 Clam AV 防病毒軟體，管理者可針對信件作雙向掃毒過濾，中毒信件的處理方
式，可記錄到隔離區、更改副檔名或郵件通知提示。

◎ 垃圾郵件管理
1. 多種垃圾郵件辨識引擎：提供多種垃圾信辨識機制，例如：IP 位址信用評等、貝氏過濾法、貝氏過濾法自動學
習機制、自動白名單機制、垃圾信特徵過濾與垃圾信指紋辨識…等。
2. 垃圾郵件自動學習機制：自動學習過濾引擎可在學習垃圾郵件及正常郵件後，自動修正垃圾郵件及正常郵件的
判斷機制，增加垃圾郵件辨識的準確度。
3. 內文連結過濾機制：ShareTech 郵件系統內建 URL 資料過，包含語言暴力、暴力網站、駭客、後門程式、不信
任網站、非法盜版、賭博、成人網站、藥品、代理過濾器、轉頁與線上影音等，可以過濾信件內文，找出不合
法的連結。
4. 系統黑白名單設定：管理者自定義系統黑、白名單，並針對黑名單的郵件再進行特殊處理。
5. 個人黑白名單設定：提供使用者可以自定義個人黑、白名單。
6. 灰名單：灰名單過濾功能屬於進階垃圾郵件分析機制，比一般內容分析準確率來得高，提供更嚴謹過濾防護。
7. IP 反解設定：設定 IP 反解的郵件伺服器通常不是發送垃圾郵件的人，所以當郵件伺服器收到外部發件人的要
求後，去驗證該帳號的來源 IP 位址是否有做 IP 反解， 如果沒有，則按照'未通過驗證處理方式'設定方式處理
該郵件。
8. 垃圾郵件處理與通知：將在垃圾郵件隔離區的列表，通知收件者，並提供多樣化的處置方式，例如，下載、加
入白名單、加入黑名單等，方便使用者隨時可取回隔離區的郵件。

◎ 郵件帳號管理
1. 帳號建立模式：提供多種帳號建立模式，包含手動帳號建立、整批匯入、流水號建立方式、自動轉移建立帳號
與 AD 伺服器帳號整合…等。
2. AD 帳號整合：提供 AD 伺服器帳號認證功能，除了郵件登入賬號外，亦可同步組織、群組帳號等資料到郵件伺
服器中，讓企業整合同一帳號認證授權。
3. LDAP 帳號認證：在 ShareTech 郵件系統中建立帳號後，所有登入帳號會透過 LDAP 主機認證。
4. 郵件帳號自動轉移：自動轉移舊郵件主機的帳號到新的郵件伺服器上，不需要管理者介入，降低管理者轉移郵
件帳號時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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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群組帳號管理：提供企業內群組帳號人員設定，依照任務的需求建立群組帳號，當寄給該群組帳號時，隸屬群
組帳號的人員都會收到相同的郵件，增加郵件處置之便利性。
6. 部門管理：依照實際運作的組織建立部門，例如，工程部、業務部等，並可以給予該部門一個群組帳號，隸屬
該部門的人員都會收到相同的郵件。
7. 郵件帳號自動申請：需要郵件帳號的使用者可以在 Webmail 進入申請帳號網頁，送出申請後，經由管理者審核
通過即可馬上使用。
8. 密碼期限管理：啟用這項功能後，郵件伺服器會在設定的週期內，要求用戶更換他的密碼，當密碼有效期限快
要到的時候，系統會發出『通知信』給這個帳號，提醒用戶儘快修改密碼。

◎ 郵件日誌及報表
1. 郵件日誌：完整的郵件日誌，詳細紀錄用戶WebMail登入及管理員使用狀況，可以於管理介面上查詢郵件、
SMTP、清單、事件、稽核、封鎖、共用檔夾、帳號申請、系統..等多項傳送紀錄，並支援全文搜索功能。
2. SMTP 日誌：詳細的 SMTP 通聯記錄，讓每一封信的通聯過程完整呈現，找郵件無法傳送、接收時的最好工
具。
3. 封鎖日誌：被郵件防火牆的防護機制擋下來的發件人、來源IP位址及使用協定，通通會被記錄下來。
4. 日誌保留時間：根據需求或是硬碟容量設定日誌保留時間。
5. 流量統計：提供多元且易讀的統計資訊--包括流量排行榜、個人流量報表。
6. 多樣化報表：圖形化報表介面，管理者可自行選定圓形圖或條形圖樣式，報表類別包含郵件數量排行、信件類
型分佈、垃圾郵件來源、稽核處理方式、稽核隔離/刪除、內送/外寄排行…等。

◎ 郵件與系統備份機制
1. 備份模式：可透過由 Samba、FTP 或是 USB 方式備份資料
2. 備份資料保留方式：針對備份資料，可以採取固定檔夾+固定份數方式保留或是按照日期定時產生新檔夾的方式
保留下來。
3. 備份內容選擇：指定要備份的專案，如系統設定、日誌、隔離區的郵件、郵件、公告欄資料或是共享資料夾的
檔案。
4. 系統還原：提供系統還原機制，管理者定時備份到指定的網路硬碟、FTP 伺服器，若郵件主機有發生意外狀
況，可立即將系統配置檔還原。

◎ 郵件系統管理
1. IPV4/V6 雙頻系統：內建的IPV4/V6雙頻DNS伺服器，提供完整的DNS服務所需要的功能，舉凡DNS正查、反
查，A、AAAA紀錄等，解決管理者自行架設DNS伺服器的不便與困擾。
2. 即時系統信息：包含即時系統時間、系統資源、郵件流量統計、郵件系統服務、系統備份與硬碟相關使用…等。
3. 歷史系統資源：顯示歷史的系統資源查詢，如CPU、RAM、硬碟讀寫速度、網路流量及系統負載等。
4. 許可權管理功能：依照企業部門分權分責管理郵件伺服器，自行定義主管理者跟次管理者登入管理介面後能操
作的管理功能，達成分層授權及降低機密資料外泄機會。
5. 共用聯絡人授權：被許可證管理共用聯繫人的帳號，登入WebMail後，就有權力對共用聯絡人部分進行新增、
刪除及修改等。
6. 郵件電子報：提供電子報發送系統(e-paper)，協助企業進行電子報行銷與宣傳，利用網路電子行銷方式，省時
省力又環保。
7. LOGO上傳：企業/機關組織單位可自行更換設備名稱及LOGO，以凸顯企業形象。
8. 系統管理語系：支援繁體、簡體、英文三種語系操作的WebMail及管理介面。
9. Push Mail(手機、平板)：提供行動郵件(Push Mail)機制，讓使用者可以將郵件帶著走，不論在何處透由手機或
平板電腦可立即收取最新郵件資訊。
10. 韌體定時檢查更新：郵件伺服器的自動更新系統會檢查版本是否已經更新到最新版本，並將最新的韌體下載到
郵件伺服器中，管理者只要馬上按下更新鈕或是安排時間定時更新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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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測試工具：方便管理者維護管理，提供多樣友善管理工具，包含Ping測試、檢查電腦開啟的服務、測試寄信功
能、DNS查詢工具。
12. 高可用性HA：支援網路設備HA（High Availability）備援功能，使單機發生故障無法運作時，備援設備可接
續網路運作。

◎ Webmail操作畫面
1. 友善 Webmail 介面：提供類似 Outlook 使用介面，用戶完全不需要多花時間學習即可立即上手。
2. 郵件拖曳：選取特定郵件後可以用拖曳的方式移動到新的檔夾。
3. 郵件預覽：自動預覽郵件內容，不需要另外開啟新視窗。
4. 圖片驗證：Webmail 登入頁面提供圖片驗證功能，當用戶輸入帳號密碼錯誤 3 次以上，自動提示圖片驗證，防
止密碼暴力破解，有效降低密碼被破解機率。
5. 郵件主旨關聯：支援標準 IMAP Thread 功能，將相關的郵件主旨關聯在一起，方便閱讀。
6. 一指通訊錄：一指通訊錄讓用戶可以快速將聯絡人加到通訊錄當中的方式。只要點一下所收到的訊息前面的星
星圖示就能將其加入用戶的通訊錄中，並可以立即增加資料，或可以列為黑白名單。
7. 行事曆：提供網頁式個人行事曆使用介面，包含個人行事曆事件維護、日/月/年多種檢視模式、活動邀請、預設
公告、公用行事曆等功能。
8. 信件快速過濾：信件快速過濾搜尋讓使用者可以更快過濾出想找的信件，只要在快速過濾搜尋框當中輸入相關
文字就會立即顯示搜尋結果。
9. 多檔案同時上傳：選取附檔時，可以一次多選數個檔案同時上傳。
10. 多層次檔夾：建立多層次檔夾，分類管理自己的郵件。
11. 共享資料夾：Webmail 使用介面上面可新增檔夾或上傳、下載檔，並針對這些檔案分類，哪一些屬於私人哪
一些可以公開，並同時可開放分享，成為個人的雲端硬碟。
12. 圖片預覽：在共用檔夾的圖檔，可以採用圖片預覽的方式，無須下載回用戶端再查看圖檔。
13. 寄信延遲設定：確保信件寄送品質，當信件誤寄時還有挽回的空間。
14. 自動回復：讓使用者透過 WebMail 設定其自動回復的信件內容，便於使用者在特定時間內無法回復信件，可
以自動回復寄信者告知其情況。
15. 自動或是定時轉寄：使用者可以自定義將信件自動或是定時轉寄到指定收件人信箱，方便當請假或出差時可將
信件轉寄給職務代理人。
16. 個人郵件規則：個人郵件規則一旦啟用時，使用者不需要一封一封信件慢慢歸檔，系統直接套用用戶過濾規
則，自動將信件做好歸類。
17. 個人簽名文件：個人簽名檔可以插入文字、圖片，在您寄出的每一封信件最下方，會出現您所設定的簽名單內容。
18. 彈性主題：提供不同的主題、排版及字型大小讓使用者依據本身需求調整。

四、建構郵件安全防護系統環境需求
1. 郵件安全防護系統 伺服器端電腦需求：(建議需求)
a. mail.iso必須安裝在64位虛擬機上。
b. 虛擬機的記憶體至少是4G以上，越大越好。
c. HD：使用者人數 x Quota（使用者信箱容量大小。單位：MB）/2 (預估值)。
d. CPU至少是 i3 以上。
e. 固定IP ADSL 專線均可 (不可使用PPPoE 固定IP)。

2. 使用者端的電腦需求:
a. 瀏覽器建議使用 IE 7.0 以上版本，FireFox 與 Google Chrome 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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