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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邮件系统方案

企业邮箱为设计新一代的大容量电子邮件系统，集反垃圾网关为一体的

解决方案，同时还可以单独提供反垃圾网关系统，系统同时支持拥有计费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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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的多域名企业邮箱托管系统。本系统技术上主要采用 C/perl 语言开发,可

以跨多个操作系统平台，采用最新的异步非阻塞模式，半驻留的多进程结合

多线程，程序实现模块化，通过中间件技术，实现多层分布式结构，方便扩

充系统，实现无缝扩容，同时性能上，单机可以支持几千个 SMTP 并发连

接，在 SMTP 会话阶段采用实时反垃圾策略，传输阶段采用 SSL 结合 TLS

加密传输，有效地保护电子邮件通信的安全，私密性。

本系统采用后台集中式统一管理系统各台机器、各个模块。大大简化系

统管理的工作，使得系统维护成本极大降低，同时免去要求用户配置专业维

护工程师的要求。

1.1. 企业邮箱整体架构描述

通常来说，企业邮箱的特点是：数据量相对较小，但使用率高，系统繁

忙程度高。而企业邮箱对产品质量要求也比较高，无论从主要功能、质量、

还是系统故障上都有着更严苛的要求。因此企业邮箱架构应该在设计上充分

考虑功能、扩展性、性能、扩容能力等的要求，我们使用了新一代的具有互

联网级应用的企业邮箱架构。在新的架构中，我们实现将各个模块独立划分，

以根据各个模块的特点进行充分搭配。并使用分布式接口完成各模块间的松

耦合关系。实现了可以承载更大容量、更高性能的系统架构。

邮件系统完全基于 Linux 开发，可以支持 redhat,Centos,suse 等操作

系统，可支持 mysql 和 oracle 数据库等。

具体架构如下：

建立统一的元数据系统，即 MIC（Mail Info Center），保存有用户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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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元数据，如收发件人、主题、有无附件、邮件的存储 ID、MsgID、邮

件的归属等。通过成熟的数据库技术保证数据冗余。

建立统一的面向应用的数据系统（MailConfig，MC）。如用户邮件分

类、TAG、联系人、黑白名单、个性签名、语言、皮肤等。

上述两个模块处于系统核心地位，牵扯的其他模块也较多。接口部分使

用成熟的 HTTP

技术实现。

将 MUS 拆分，存储只关心存储该关心的事情：

Webmail 主要通过接口跟 MIC 和 MC 交互，获得邮箱和邮件的信息。

通过接口访问存储，获得邮件文件。

将 MDA 独立拆分，可负载均衡。落信时使用解信程序对邮件进行分析，

甚至是拆分邮件，获得需要的信息。根据 MIC 和 MC 进行落信，分别读写

相应的数据库。通过存储接口落信。MDA 是一个比较核心的组件，担负着

中间件的工作，大量应用层的功能（黑白名单过滤、转发、分配存储等）都

会集中在 MDA 上。

POP3、IMAP 类似 MDA，也是根据 MIC 和 MC 和存储获取邮件信息

和取信。且如果仅仅是获得邮件列表，直接访问 MIC 即可，没必要访问存

储。POP3、IMAP、和 MDA 等服务，可以集中在一批机器上统一进行负

载均衡。由于主要是处理协议，中转数据，这批服务器数量不会需要很多。

基于上述的基础，MUS 则只剩下存储。在存储层面可以进行如下规划：

存储的冷热分离：将所有邮件置于相对性能差、冗余度低的设备中，并

可以开启压缩；将新到的信置于性能强、冗余度高的存储设备中，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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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he。由于存储是通过接口访问的，因此对于各个系统来说，感知不到每

个存储间的差异。

邮件的正文和附件的拆分。主要目标是可以方便用户在 Webmail 层面

更好的使用：多数用户看邮件时正文和附件的访问行为是不同的；同时也可

以减少因大量重复附件造成的占用存储空间的问题。

取消 Maildir 的方式，配合 MIC 和 MC，将用户的邮件打散，不存于

同一服务器上。用 MailID 标示邮件，存于数据库中。其优点是减少了因为

某一台服务器崩溃而导致一批用户都访问不了邮件系统的情况。同时也便于

冷热分离和存储扩容。这样的扩容相对方便的多几乎没有限制。其风险是，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MIC，由于没有 Maildir，系统管理员也不方便进入到某

个目录找到该用户邮件。

存储的接口。存储单独分拆后，对于外界的访问，主要就是写入和读取。

因 此 接 口 设 计 上 就 可 以 比 较 简 单 。 可 以 考 虑 直 接 使 用 基 于 HTTP 的

WebDAV 作为存储接口。这样可以避免像使用 NFS 一类的接口，由于网络、

存储故障导致的接口阻塞，从而导致整个服务被阻塞。使用 HTTP 的优点还

有一个：HTTP 便于缓存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提升系统性能。

服务器和文件系统的考量：

MX 和 Webmail 应以 CPU、内存和网卡为优先考虑。

MDA、POP3、IMAP 等模块主要是网卡能力，由于 MDA 可能有解信

等操作，

CPU 和内存差不多应该就能满足需要。

MIC、MC 和 UDS 面向元数据，建议使用以 SSD 和内存为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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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服务器则主要可以考虑用 SAS 或者 SATA 磁盘盘阵或本机磁盘即

可。没必要使用 SAN、必要的时候可以用 NAS。CPU 可以最弱，但内存建

议多一些，便于缓存。这可以节约大量存储预算。

同时建议增加部分高性能存储用于缓存新进邮件，以提高对新邮件的访

问速度。

文件系统，建议使用基于 FreeBSD 的 ZFS 或基于 Linux 的 BtrFS。这

两个文件系统都是具有高级功能的现代文件系统，诸如支持压缩、快照、备

份、磁盘 配额等一系列功能。便于进一步节约成本、维护成本，并提高系

统稳定性。

逻辑架构如下图所示：

企业邮箱逻辑架构

上图所示为企业邮箱的总体逻辑架构。整个系统可分为应用层、服务层、

数据层与邮箱服务监控四个部分。

应用层主要面向最终用户，提供基于 SMTP/POP/IMAP 协议的基础邮

件收发服务，向 Web 用户提供基于 HTTP 协议的邮箱访问入口。同时强调

了系统的扩展能力，可以增加诸如像 Outlook 的 MAPI 等接口功能，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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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方便增加其他私有协议接口功能。

服务层主要负责对邮件数据进行处理。接口服务对外提供统一的索引服

务接口。MDA 模块对邮件进行解码，分离索引数据保存在索引数据库中，

将邮件保存到 MailDAV 存储，提取邮件正文内容并推送到邮件全文检索模

块建立倒排索引，实现邮件全文检索功能。

数据层主要用来进行用户信息及邮件数据的持久化。AS 数据库保存用

户的账号及别名邮箱信息，替代免费邮箱 LDAP 服务器的功能。MIC 数据

库用于保存邮件索引信息。邮件信件内容保存在 MailDAV 上。

邮箱服务监控对各模块的服务状态进行监控，并记录每封邮件的处理状

况。

1.2. 企业邮箱邮件系统全新架构主要功能设计

1.2.1. 进信流程

如图 3 所示为整个邮件系统的进信流程，多数模块可以集群结构进行部

署。以下进行分步骤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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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进信流程

步骤 1：发信方通过 DNS 的 MX 记录找到邮箱进信服务器的地址，将

邮件投递到反垃圾模块。反垃圾系统对邮件进行筛检，如 IP 信誉度检查，

若 IP 信誉度过低，则转入第 11 步处理。否则完成邮件内容过滤后，转入步

骤 2。

步骤 2：反垃圾系统对收件人地址进行有效性验证，通过查询账号服务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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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弱账号有效，反垃圾模块将邮件投递到 MTA 模块。该模块主

要作用是根据投递目的地址来选定 MDA，在单数据中心情况下，由于只存

在一组 MDA，该模块可以省略。

步骤 4：MDA 模块从 MTA 处接受新建内容，进行解码，执行邮件过

滤、自动转发、短信提醒等功能。

步骤 5：MDA 查询账号服务，根据用户所在 MIC 分片（用户域）定位

到用户所在的具体 MIC 库。

步骤 6：同时 MDA 还可将邮件告知邮件全文检索模块，用来实现邮件

的全文检索和搜索功能。这部分功能可进行选用。

步骤 7、8:MDA 生成邮件索引信息，存入 MIC，使邮件数据保存在

MIC 索引数据库中。

步骤 9：MDA 最终将邮件保存到 MailDAV 存储服务器。

在整个处理过程中，MDA 还可将邮件原文进行优化，如确定邮件的附

件位置信息，以便于更快速的读取邮件、下载附件等。

步骤 10：邮件保存到 MailDAV 存储服务器后，则可触发邮件的自动转

发功能，根据用户的 MailConfig 信息，将邮件投递给发送模块，进行邮件

的自动转发。

步骤 11：若发信放 IP 信誉度过低，邮件会被 relay 给垃圾处理模块。

该模块主要进行两方面工作，一是记录邮件接收日志供邮箱服务监控模块分

析，二是实现用户全局白名单功能。为系统管理员配置特殊邮件地址提供机

会。

步骤 12：若发信方在用户的全局白名单中，则垃圾处理模块将把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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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递给 MDA 执行正常落信。

1.2.2. 发信流程

考虑到企业邮箱会对发信的到达率要求比较高，因此在设计上考虑了统

一的发送服务和海外发送服务模块。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 4.发信流程

其中：

步骤 1：无论是 SMTP 客户端还是 Webmail，发送邮件时将邮件统一

投递到 SMTP 服务模块。其对用户进行验证，并可对外发邮件内容进行反

垃圾过滤。其中发垃圾部分为可选。

步骤 2：SMTP 服务模块并不直接向外投递邮件，而是转发给邮件发

送模块进行投递。实现统一的投递管理。这便于维护，也便于统一改进发送

策略。

步骤 3：邮件发送模块记录邮件外发的日志信息。查找目的域的 MX 记

录，并连接对方的 MX 服务器，若连接成功则进行正常的邮件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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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限于国内的网络状况，向境外发送邮件可能会被拦截。因此若

对方 MX 服务器连接失败，则将邮件转发给海外转发服务器进行投递。这样

可大幅提高海外邮件的发送效率。这部分功能也为可选。

1.2.3. 邮件访问流程

由于整个系统是基于通用的分布式网络接口的，因此模块清晰，访问便

捷。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 5.邮件访问流程

如图 5 所示，其中 Webmail/POP/IMAP/MAPI 模块面向用户，接收

请求，进行 HTTP/POP/IMAP/MAPI 协议的解析，并转换成系统内部对应

的访问索引数据库及邮件存储的操作。然后通过接口访问邮件索引数据库，

通过 MailDAV 访问邮件正文或邮件全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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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企业邮箱邮件系统典型的 IDC 部署方式

本邮件系统在 IDC 部署上也有多种部署方式。但由于中国的网络环境，

联通、电信、移动、海外等网络的访问情况存在巨大差异。为了保证服务质

量，建议可以使用多线机房或者多机房的方式进行部署。下面以较为复杂的

多机房部署方式举例说明。

邮箱可以采用单数据中心、多入口节点的机房结构。为解决电信、网通

的南北互联问题，可在联通及电信各机房分别设置入口点，同时在各分公司

分别架设 Webmail/POP3/IMAP 等访问代理节点。为保证海外邮件的收发

质量，可以在海外架设专门用于收发邮件的代理服务器。进信则可以有联通、

电信以及海外三个入口点，如下图所示：

图 6.一个典型的机房分布部署方案

如图 6 所示为一个典型的机房分布的部署方案，为保证用户访问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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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层需要在联通与电信两个入口点进行部署。当然，如果是双线机房，则

可只部署一套。机房内部则建议通过专线连接，保证跨网访问速度。同时可

在异地或分公司架设代理服务，以提高访问速度。为保证海外机房的访问速

度，建议也可以在海外机房进行部署。此可以通过直接使用海外公司或者海

外的云服务完成。

1.2.5. 系统完全支持集群部署，所具备的高扩展性、可用性

以及其他优势总结

企业邮箱创新架构与传统结构比较起来有如下优势：

整个系统低耦合，高度模块化。

1.非常便于系统模块升级，而不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使用，可以做到高

可用。

2.杜绝了原有的 MUS 的性能和功能扩展不足的问题，实现了真正的无

缝线性扩展。

3.便于多机房的部署和分布，可支撑足够大量的用户访问。

4.解决海外邮件发送困难问题，无需人工干预。

5.统一的发送接口，可整体提高邮件发送效率；方便二次开发；

6.监控系统，每封邮件状态均可进行追溯，实现零邮件丢失。

7.邮件冷热数据分离，整体降低存储成本。

8.基于数据库技术，可更便捷、灵活的开发出更复杂的邮箱功能，很容

易扩展新应用。

9.模块分离，使得便于优化各个模块，使局部或整体性能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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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邮箱邮件反垃圾框架设计

我们的反垃圾采用层叠式过滤，如下图所示，当一封邮件通过反垃圾网

关的时候，我们首先将邮件传输交互信息以及邮件内容提取出来，并将这些

信息依次在滤网中过滤。

这些功能滤网可以热插拔到正在运行的系统上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系统

可以保证不间断升级，不会给用户带来不便。同时所有在线的不同运营商之

间的反垃圾网关所收集到的垃圾邮件数据是可以共享的，实际上这些反垃圾

网关就组成了一张反垃圾网，这张反垃圾网可以随时采集垃圾邮件信息并更

新到每一台网关上面。

我们的反垃圾使用的是插件式的设计，每一种插件可以应对一种或多种

垃圾邮件，可完全在线热插拔，通过每增加一种插件，就可以应对一种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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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类型的垃圾邮件，由于垃圾邮件发送者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垃圾发送技

术，长远来看，就必须不断通过新的手段应对新的垃圾邮件变种，由于我们

采用了这种插件设计，可以随时增加新的插件来应对新的垃圾邮件变种，同

时对于过时的反垃圾手段，只要把相应的插件卸载即可，从而保证了系统可

以长期的应对不断变化的垃圾邮件。

我们通过信封、信头、块过滤、邮件审计逐级进行垃圾邮件过滤，每一

个过滤手段均以插件的形式被调用，不同的插件可以分别注册在不同的过滤

阶段。可以在程序运行的时候在线注册新的插件，也可以去除过时的插件。

通过插件式的开发，使我们具备了灵活的反垃圾框架，可以随时在线补充、

更换、升级新的反垃圾手段。

以下是插件视图：

插件容器，

实际上就

是共享库

信封过滤器 1

信封过滤器 2

信封过滤器 3

信头过滤器 1

块过滤器 1

块过滤器 2

邮件审计器 1

反垃圾插件分为 4 种，分别为信封过滤器(mail envelop judge)，信头

过滤器(mime head auditor)，块过滤器(mail paragraph filter)，以及邮

件审计器(mail statistics)。

 信封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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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MUA) SMTP 命 令 交

SMTP服务

器

交互信息打包成
ENVELOP_INFO

一系列的信封过滤

器
OK，客户端可以开始输入信体

被判断为垃圾邮件，返

回错误信息，断开连接

在 data 命令前的所有的信息，我们称之为信封信息。一般来讲，我们

在每条信封命令后都返回 250 OK，这些信息将被保存起来，当用户输入

data 命令时，将触发信封过滤器。框架程序会将这些信息打包成一个数据

结构。插件就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判断是否是合法的邮件信封，如果信封信息

非法，那么客户端将收到 550 ……具体非法信息将由信封过滤器给出。如

果所有的信封过滤器都认为信封信息合法，那么客户端将会收到 354 Start

mail input; end with CRLF.CRLF，也就是说客户端可以开始传输信体了。

 信头过滤器

信头是由多个 Name: Value 的形式的 MIME Field 组成的，信头指名

很多关于这封邮件的信息。包括邮件是单块的还是多块（multipart）的，

发送者是谁，接收人是哪些，邮件主题是什么，邮件编辑器是什么（比如

outlook， foxmail…），这些信息将被打包成一个数据结构，传递给信头

过滤器。如果被判定为垃圾邮件（根据信封信息及信头信息），那么，连接

将会被断开，这份邮件将会被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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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户 端
(MUA) DATA 输入

SMTP服务

器

信头信息被打包成
MAIL_HEAD

一系列的信头过

滤器
OK，继续接收客户端发过来的数据

被判断为垃圾邮件，返

回错误信息，断开连接

 块过滤器

块过滤，实际就是针对邮件的 BODY 和附件进行过滤，每个块都代表

邮件的真正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块都有自己的 MIME FIELDS 指明块的

一些基本信息，比如说这个块是采用什么方式编码的，内容是什么…

框架程序会将一些已知的编码方式编码的正文解码然后传给块过滤器，

块过滤器可以根据传进来的内容判断内容是否有非法信息，然后将判断结果

返回给框架程序，框架程序根据返回的信息对连接作相应的处理。

客户端
(MUA) DATA 输入

SMTP服务

器

块或子块被打包成
MAIL_BLOCK

一系列的块信头过

滤器
OK，继续接收客户端发过来的数据

被判断为垃圾邮件，返

回错误信息，断开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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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件审计器

当整封邮件传输完毕以后(客户端在邮件后面输入/r/n./r/n)，框架将提

取一些邮件的基本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打包成结构传给邮件审计器。邮件

审计器将根据这些信息做判断，判定是否是垃圾邮件以及实施其它的一些限

制。

客户端
(MUA) \r\n.\r\n

SMTP服务
器

整 封 邮 件 信 息 打 包
成 MAIL_WHOLE

一 系 列 的 邮 件审
计器

OK，返回 250 OK 给客户端

被判断为垃圾邮件，返
回错误信息，断开连接

以下是整个反垃圾插件程序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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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件 A （共享库）

插件 B （共享库）

插件 C （共享库）

信封过滤器 B

信封过滤器 C

信封过滤器 D

信头过滤器 A

信头过滤器 B

块过滤器 A

块过滤器 B

块过滤器 C

信体审计器 A

信头过滤器表
信封过滤器表

信体审计器表

块过滤器表

各种过滤器表中的过滤器都由插件在 PLUGIN_INIT 时注册 PLUGIN_FREE

时注销

信封过滤器 A

2.1. 实时反垃圾

企业邮箱反垃圾一大特色就是全面采用实时反垃圾，实时反垃圾是在

STMP 会话的过程中，从 helo,信封发件 人，信封收件人，DATA 阶段，分

别进行层叠式过滤，分阶段打分，一旦分值达到垃圾邮件阀值，即进行拦截，

直接断开 smtp 会话。实时反垃圾的好处在于， 系统消耗小，拦截成本低，

同时就算被误挡，因为是会话阶段被拦截，对方邮件服务器会给自己用户组

织一封退信，因为是系统内部的退信，可以保证对方能收到退信，从而让对

方可以第一时间知晓邮件发送失败，并采用其他通信方式，避免了因误判造

成双方不知情，而不能及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尴尬。

2.2. 已有的反垃圾插件

很多垃圾邮件都是具有明显的特征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有些邮件群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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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编写者刻意制造的痕迹，另一方面也因为邮件群发工具的使用者对 SMTP

协议了解并不透彻的缘故。

目前系统已经实现 20 多种插件，下面是部分反垃圾插件的介绍：

 helo ehlo 域名

正规的 MTA 极少使用 IP 地址，非域名字符串或者收件人域名作为 helo

域名，例如以下命令在 smtp 交互中均被认为是非法的

helo 220.172.72.45

helo lenevo-desktop

helo wjw.cn (收件人是 service@wjw.cn)

 伪造知名 ISP

由于很多邮件服务器都将知名邮件 ISP 如 163, sina, yahoo 等列入白

名单中，很多垃圾邮件都乐意将自己伪造成为由这些 ISP 中转的邮件。但是

事 实 上 这 些 ISP 投 递 器 的 网 段 是 固 定 的 ， 例 如 sina.com 的 网 段 是

202.108.*.*，202.106.*.*。简单得比较一下这些知名的网段就可以判断出

是否是伪造邮件

 邮件中包含一些群发工具信息

有 些 群 发 工 具 会 在 其 生 成 的 邮 件 中 包 含 一 些 明 显 的 特 征 ， 例 如

VolleyMail 的早期版本会在邮件头里面包含 X-Mailer: VolleyMail4.3 之类

的信息。一般来说只需要找到这些特征就可以将此类工具发送的邮件阻挡

掉，实施证明通过这种手段可以识别绝大部分的垃圾邮件，并且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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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会引起误判！

 设置陷阱邮箱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很多邮件地址是通过搜索引擎搜索到的。我们可

以根据这个特征，刻意在网络上散布一些邮件帐号，使用这些这些帐号是用

来引诱邮件搜索引擎，但凡发送到该帐号的邮件，都将被提取一些特征，比

如正文中的 URL，电话号码，联系地址等等，如果发现其它邮件中有同样

的信息，我们就可以判断其为垃圾邮件！实际上我们的每台网关就是反垃圾

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当某一台网关探测到一封垃圾邮件（向陷阱帐号发送的

邮件），那么它就会试图提取邮件特征，并将该特征实时广播给网络的其它

网关，也就是说，这一批次的垃圾邮件就被我们彻底阻挡了。

 可疑邮件自动隔离

如果系统发现一封邮件中含有可疑的垃圾邮件信息，同时又不能完全判

别这是一封垃圾邮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对该邮件进行隔离。在隔离的

同时呢，将会有一封提示邮件回弹给发件人。发件人可以根据回弹邮件中指

示的步骤将被隔离的邮件激活！这样做既阻止了垃圾邮件进入用户邮箱，又

不会导致由于误判而导致邮件的丢失！

 mail from，主题及附件审计

这种方式审计系统所收到的所有邮件的 mail from 地址和主题，如果发

现某个地址或主题出现的频率相当高，一般就认为是垃圾邮件，将这些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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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挡掉。但是这种手段会带来一些问题，某些知名的网站例如 ebay，阿里

巴巴会频繁地发送邮件到某个邮件系统，这些邮件可能使用相同的 from 地

址或主题，所以必须有一个白名单（基于 IP 和域），用以忽略这些 IP 或者

域发送过来的邮件。但是这种手段需要系统管理员随时介入以避免审计掉一

些正常的邮件！

另外这些垃圾邮件发送者为了躲避关键字过滤，一般会采用邮件夹带图

片的方式。对于这种方式，我们使用附件审计的方式，也就是说同样的附件

如果出现频率过高的话，将会被阻挡掉。

 智能保护

有些邮件地址因为需要在网站的主页上公布，所以特别容易受到垃圾邮

件的骚扰，严重的话一天可以收到将近上千封垃圾邮件。对于这种用户，我

们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智能识别出来，同时对所有发送至这些用户的邮件实行

更为严格的审查！例如判断邮件标头中是否有 Received 字段，Mail From

地址和标头中的 From 地址是否一致，标头中的 To 字段中是否含有接收者

的地址等等，这些手段并不能够运用到所有的用户账号上，因为这些手段过

于严格，会将一些比较不规范的邮件系统所发送的邮件阻挡掉。同时也需要

白名单来规避一些误判，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误判的几率非常小的。

 反地址枚举

有些垃圾邮件发送者直接使用地址字典对邮件系统实行猜测式攻击，也

就 是 说 在 极 短 的 时 间 内 ， 发 起 了 很 多 个 连 接 ， 比 如 说 分 别 发 送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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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x-mail.com, john@x-mail.com,linda@x-mail.com …

这类饱和式猜测会给系统带来相当大的压力，所以说我们使用 IP 连接

审计以及反地址猜测来杜绝此类的垃圾邮件发送方式，所谓 IP 连接审计就

是说对于每个连接的客户端 IP 进行频率控制，将连接频率控制在一定的数

量之下，以减少 MTA 的压力，同时对出错 RCPT 地址的 IP 进行审计，如果

超过一定的频率，将该 IP 暂时阻挡一段时间。

 实时黑名单(Real-time Black List —— RBL)

有些知名的反垃圾组织通过 DNS 的方式提供反垃圾的服务，例如

spamhaus, NJABL … RBL 技术比较依赖于 RBL 服务的供应商，如果是免

费的 RBL，有可能在效率以及准确率方面有所欠缺，有可能会造成极少量的

正常邮件的误挡，我们使用了一些其它手段来规避这些可能的误挡。

 关键字过滤

关键字过滤的最大缺点是需要人工实时干预，一般来说对于反垃圾网

关，人工干预并不是一种最佳的反垃圾方案。所以我们一般并不将关键字过

滤作为主要的反垃圾手段，而只是将其看作临时的应急方案，比如说突然出

现某种垃圾邮件，而且数量巨大，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阻挡手段的时

候，才考虑使用关键字过滤。

 贝叶斯过滤

贝叶斯作为反垃圾的一种手段，一直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最主要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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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贝叶斯所建立的模型不过是基于合法关键字还是基于非法关键字，都存

在一定的误判率（1%左右），事实上这一误判率还是相当高的。会引起很

大的麻烦，特别是我们这种“实时反垃圾”解决方案，误判率会导致正常邮

件无法进入邮件系统。而这对于用户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另外贝叶氏算法是

基于单词的，这对于像英文这类以单词为基本单元的语种来说比较有效，但

是中文是基于“字”的，而字的含义比较抽象，所以更加难于统计概率。

 手工群发垃圾邮件

此类垃圾邮件发送者所使用的手段比较隐蔽，而且相当精准。此类垃圾

邮件非常难于阻挡，因为该类垃圾邮件发送者一般并不使用流行的群发工

具，其可能使用知名的 ISP（yahoo,163,sina…）或者自己编写的工具。由

于该类邮件发送并不是非常频繁，所以很难使用审计的手段来阻挡，并且很

多邮件都是从知名的 ISP 所发出，所以前面的手段对于这种垃圾邮件基本不

奏效。但是由于其手段相对比较正规，所以邮件标头里面通常会含有相当多

的收件人信息，我们将这些收件人信息提取成库，如果一封邮件的标头有多

个收件人的情况，那么我们将比较该标头中是否有一定数量的收件人存在于

信息库中，如果是的话，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这是一封群发邮件。

另外这些垃圾邮件发送者为了躲避关键字过滤，一般会采用邮件夹带图

片的方式。对于这种方式，我们使用附件审计的方式，也就是说同样的附件

如果出现频率过高的话，将会被阻挡掉。

 垃圾邮件特征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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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识别是最为有效的反垃圾手段，类似于反病毒引擎的病毒库。一般

来说绝大部分的垃圾邮件是有规律可以遵循的，找到该类垃圾邮件的特征也

就找到了对付这种垃圾邮件的方法，很少有群发的垃圾邮件不带有明显的特

征的。这种反垃圾手段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基本上不存在误判！和病毒库类似，

这种特征库也有时效性问题，如果长时间不更新特征库的话，那么其效力就

会大大降低。

3. 企业邮箱邮件反垃圾特色功能

3.1. 多级 dns 缓存，优化系统性能

在行为过滤中，需要进行大量的 dns 查询，包括如下常用查询：

 Spf 记录

 Mx 记录

 PTR 记录

 URL 黑名单

 RBL 黑名单

dns 属于慢速查询，对于几十万，上百万的垃圾连接，过多的 dns 查

询，容易导致系统并发过高，影响系统性能，我司会在本地对 dns 做多级

缓存，根据每一个 dns 记录的生存周期，决定缓存的时间。这样可以极大

提高系统 dns 查询处理能力，缓解系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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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别于标准的 SPF 记录处理

SPF 是一种垃圾源头阻截手段，全称 sender policy frame,是最近几年

颇为流行的反垃圾技术。该技术主要原理为：每一个域名的外发 IP 都可以

由该域名所有者发布，凡是不在该发布 IP 地址范围内，以该域名发送的邮

件，可以被认为是伪造发送者。可以看到，通过 spf 技术，可以有效拦截伪

造垃圾邮件。

spf 协议规定，spf 记录发送者可以指定不符合 IP 发送源头的伪造者，

给与指定的处理动作，包括如下四种：

发布的动作 含义

+all 所有的 IP 均被允许以该域名发送

-all 凡是不在匹配范围内的 IP,以该域名发送，

均可以直接拦截， 作为硬失败

?all 凡是不匹配发布范围的 IP,由反垃圾网关自

行决定处理策略，发布者保持中立

~all 凡是不匹配发布范围的 IP,作为软失败

然后很多垃圾邮件发送者，会主动利用 spf 记录，以示自己发送身份合法，

典型特征就是将处理动作发布为+all,也就是允许以任一个 IP 以该域名发送邮

件，很显然，正常的邮件服务器，是不会提供这一类的 spf 记录的，因此不同

于标准协议规定的处理，我们可以将这种恶意发布 spf 记录者直接拉入黑名

单。



《及时邮系统白皮书》

27

3.3. 优化的灰名单技术

灰名单技术(GreyList)是一项非常流行的行为过滤技术，原理就是在对

方从某 IP 第一次给某收件人发信时，临时拒绝该次连接，正常邮件服务器

会在一定时间后重新投递，此时在接受该邮件。灰名单技术主要针对没有邮

件队列的群发邮件行为进行拦截，有极高的拦截率和几乎几乎无误判的优点,

但缺点也明显，那就是针对正常邮件系统用户，在对方第一次发信过来时，

会有延时，延时随不同的 MTA 机制而长短不一，少则不到 10 分钟，多则

几个小时，这是很多客户不能忍受的。

企业邮箱反垃圾网关吸收了灰名单技术的优点，同时采用了很多措施，

规避了延迟 信件的问题，企业邮箱会根据 SPF 记录，MX 记录以及声誉系

统，白名单系统，让很多一看就是正常的邮件服务器绕过灰名单的检查，只

针对可疑系统采用灰名单技术，在获得良好拦截的同时，规避了邮件延迟的

问题。

3.4. 基于 unicode 处理的强大的内容过滤系统

据我们观察，最近大量的垃圾邮件从美国在线 aol.com 发出，所发信

件均为各种发票、股权激励、培训等等，国内很多邮件系统即使相应过滤关

键字，垃圾邮件 也照样可以发送过来，原因在于 aol.com 针对东亚字符，

采用的编码全部为 html 实体字符集编码，用一串数字代表一个汉字，而一

般的反垃圾网关看到的 只是数字，因此也就无能为力了。

我们曾经测试国内一些大的门户网站，如 126.com,使用主题包含非法

字符的邮件，向其发送垃圾，如”反对共产党”，当我们采用 foxmail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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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邮件，给其发信时，邮件会被拦截，并提示主题非法，而我们使用 aol.com

向其发送相同的邮件，信件可以顺利到达，差别就在于 foxmail 采用 gbk

编码，而 aol 采用的是 html 实体字符集编码，无法被过滤，可以说，他们

的反垃圾并不能很好处理和过滤不同编码的邮件。

企业邮箱反垃圾网关，可以更好的支持中文垃圾邮件的过滤，内容过滤

全部基于 unicode 过滤， 系统会率先将主题、正文、附件名等统一从各种

字符编码转化为 unciode 字符，包括对于上述 html 实体字符集编码的字符，

都会在转化后再进行规则匹配，并进行打分。我们支持强大正则表达式，过

滤规则全部缓存在内存，充分保证了反垃圾网关对性能的要求。

3.5. 强大的正则表达式过滤

我们针对系统多处可以进行正则表达式过滤。正则表达式过滤规则，事

先会一次性读入内存，并被编译成表达式，存放在内存中，可以极大提高反

垃圾网关的处理性能，此外我们采用的是 pcre 正则表达式过滤，具有更为

强大的字符处理能力。

我们针对如下内容可以进行 pcre 正则表达式过滤：

PTR 记录

ENV FROM 字段

信头 From 字段

主题

信头所有字段

HELO/EHLO 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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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名

正文

针对主题和正文，我们支持解码前以及解码转换为 ut8 处理后两个阶段

的匹配过滤。正则表达式匹配，给与打分，而不是直接拦截，当累计过滤阀

值达到指定的分数才给与拦击。

3.6. 独创的结合我国本地情况的站点保护

我们发现有大量垃圾邮件，是冒充 isp 的域名发送的。如冒充 126.com、

sina.com、hotmail.com 等等，这样的垃圾邮件占比可能达到 70%左右。

我们提出了一种很简单而高效的方案，将各大运营商的发送 ip 范围列

出，在 smtp 的 mail from 会话阶段进行大站点的匹配，可以在几乎不占用

系统资源的情况下，拦截掉将近 70%的垃圾邮件，而且误挡率为零。

3.7. 独创的防止退信攻击手段

退信攻击是指有人冒用你的域名大量给不同的第三方发送信件，第三方

如果反垃圾不好，会导致大量退信发送给你的域名，由此产生退信攻击。

目前的反垃圾网关系统无法正常应对该退信攻击，因为根据 RFC 规范，

退信都是以”<>”尖括号对表示发送者，无法获得发送者域名，也无法使

用相关的 dns 验证技术。同时这些退信还来自正常的第三方邮件系统，他

们也是受害者，但是通常是正常的系统，因此也无法通过 IP 黑名单等简单

手段进行封锁。由于是正常系统发出的退信，更不可能通过内容过滤进行拦

截，那样的话，真正的退信也会被挡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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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独创了一个新的机制，可以有效地防止和拦截退信攻击。我们的反

垃圾网关系统会在所有的发送信件中，插入一个自定义的信头，将该封信的

时间戳和唯一标识写入其中，然后对于退信进行检查，如果退信拥有正确的

时间戳和标识，则表明是由我们系统用户发给对方的信件导致的正常退信，

否则即为前面描述的非正常的退信攻击，直接给予丢弃处理。

3.8. 强大而灵活的个性化反垃圾配置

很多反垃圾网关系统的策略，一旦实施，只能是全局的，无法灵活的实

现个性化的配置工作，同时由于无法提供统一的配置接口，而且一旦新增反

垃圾功能，就需要单独编写配置模块，既不利于功能扩充，也不方便系统管

理。

而我们的反垃圾在每一个阶段，每一种插件和反垃圾策略，都可以针对

对方连接 IP、连接 IP 段、对方发信地址、对方发信域和收信地址、收信域

名等各种对象类型进行个性化配置。

这种配置以过滤策略+配置类型+具体对象为 key，配置的动作为

value ，形成 hash 的存储方式，并通过 BerkleyDB 实现持久化。

比如配置是否检查灰名单过滤，过滤策略关键字位为 greylist，配置类

型可以是 IP，From，To，动作为 NO 或者 YES。可以作如下配置：

GreyListDefault: YES

GreyListIp:192.178.0.2 NO

GreyListIp:192.188.2 NO

GreyListFrom:abc.com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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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yListTo:123.com YES

GreyListFrom:tom@abc.com YES

GreyListTo:jerry@123.com NO

可以看到，针对某一个反垃圾策略，可以设置全局的默认动作，然后针

对 IP、ip 段、发送帐号、发送域名、收信帐号、收信域名做出特定的配置。

任何一种策略的添加，我们也都可以按照上述方式进行配置，配置简单、

灵活、强大、统一。

反垃圾模块从 db 中获取所有个性化的配置。但各种配置均可以灵活的

以文件或者数据库的方式作为源头，在配置发生变化后，刷新到 BerkleyDB

中，并发布指令让反垃圾系统重载相应的配置。

良好的反垃圾策略配置，也是保证反垃圾系统灵活、强大和持续发展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3.9. 特有的指纹计算方法

繁忙的系统每天可能有上百万的邮件出入，因此计算邮件指纹摘要是一

项很繁重的工作，如果针对整封信进行摘要计算，系统将不堪重荷。我们首

先会将邮件的附件按照大小进行排序，并依次去除特定部分的信息，进行叠

加，同时对邮件正文也获取特定部分的信息，最后全部叠加后再进行摘要计

算。这样极大的提高了摘要计算的效率和速度，同时保证了系统低负荷的正

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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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防钓鱼攻击，支持 URL 过滤

垃圾邮件往往带有各种企图，最常见的就是引导用户上他们的网站，此

类垃圾邮件正文中通常包含有相应网站的 url 地址，只需设置屏蔽该 url 地

址，则无论邮件如何变化，都可以被过滤，这种过滤的准确率可以说达到了

100%。url 过滤可以很好的防范钓鱼攻击。

我们系统会针对正文，抽取相应的 url 链接地址，并进行远程 dns 黑名

单查询或者本地黑名单匹配，凡是匹配黑名单的均会打上一定的分数，综合

内容过滤，达到指定分数后，系统给与实时拦截。

我 们 除 了 采 用 国 际 上 的 一 些 url 黑 名 单 ， 如 black.uribl.com ，

multi.surbl.org 等，同时维护一个内部 url 黑名单列表。

3.11.基于云计算的创新反垃圾处理

随着垃圾制造者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很多垃圾制造者通过木马、病毒

等技术手段入侵用户电脑，并直接利用用户邮箱往外传播垃圾邮件， 由此

将带来非常恶劣的后果，由于邮件服务器被用来大量发送垃圾，导致系统负

担增加，严重者影响到服务器的正常运转，而且导致网络带宽消耗大量增加。

更为甚者,服务器 IP 和域名被污染，导致直接被第三方反垃圾机构封锁，从

而大面积影响到邮件正常通信。很多用户反映，收到很多莫名其妙的退信，

自己并没有给对方 发送过任何信件，但以据分析，这些退信却来自真实的

邮件系统。这就是被恶意滥发导致的结果。针对这种内鬼，国内大部分系统，

包括大的主流运营商，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处理。很多人应该都有到过不少来

自 yahoo,sina,126,Gmail 的垃圾邮件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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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前反垃圾，不光要拦截外部的垃圾邮件，还需要对内部用户进行

控制，合理的防范和保护。所谓家贼难防，如果做不好外发控制，做好企业

邮件运营和反垃圾，就是一句空话。企业邮箱凭借多年的运营，在这方面积

累了大量的经验，系统可以提供基于发信， 收信频率，字节数，异常检测，

摘要统计等多达 10 余种手段进行保护，在保证正常用户不受影响的情况下，

及时遏制异常账号的各种外发控制手段，可以说外发控制，我们在国内是做

的最全面，也是最好的。

上述入侵正常用户账号发送的垃圾邮件，靠行为过滤是无法拦截的，而

且由于对方是合法的 IP 和邮件服务器，本身也是无辜受害者，拦截对方域

名，IP，将会导 致很多正常邮件通信无法正常运行。但这些垃圾也有很多

特征,我们的反垃圾网关可以通过特征分析进行过滤，这种垃圾还有一个最

大的特点，就是瞬间爆发，从某个一服务器，IP 发出的可能不会很多，但

从全球不同系统发出来的量，在瞬间会达到一个很大的数字，因此可以通过

审计进行很好的拦截控制，我们支持消息体审计、附件审计、正文审计,审

计采用独有的指纹算法,指纹计算夹带一个随机数，使得垃圾发送者无法猜

测我们采用的计算摘要的算法,此外指纹提取支持模糊计算。第四代分布式

协作反垃圾，针对指纹数据生成和获取，我们采用云计算的处理方式，每个

系统计算出的邮件指纹都可以和其他系统的指纹数据交叉汇聚，而不是采用

传统 的中心处理的方式，传统的集中+分布式的最大缺陷在于过于依赖中

心库，一旦中心节点出问题，将影响全部的用户，我们引入云技术，很好的

规避了因中心节点可能瘫痪导致的风险，同时保证了所有系统拥有充分的分

析数据样本，可以在极短时间内拦截这种瞬间爆发的垃圾邮件。凡是采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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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反垃圾网关的用户，均可以统一利用我们基于云计算的指纹数据库，因此

都可以快速获得针对此类垃圾的拦截能力。综合利用这些手段，可以有效地

及时发现和遏制此类垃圾。

4. 强大的数据统计，收发排行

企业邮箱能够提供基于账号、域的发信、收信统计以及其它详细统计：

 能够查看 24 小时整个系统的发信、收信情况，详细到每一个小时，每

一种类型

 针对每一个帐号，都可以查看统计发信、收信、收件人数、字节数，并

可以查看到 24 小时内，每一个小时的对应统计

 能够针对上述数据，进行排行，从发信最多的一直排行到发信最少的，

排行可以依据信件数量、收件人数量、字节数等

 同样针对多域，可以查看每一个域的上述数据统计和排行

 实施展现当前日志投递收发情况，正在投递的以红色标识

 可以实时查看到，外部系统帐号给我们发信的排行，以便确认谁对我们

发信最多等各种统计

 可以指定查询某一个特定帐号的收信、发信详细记录

 系统可以记录自历史运营以来，所产生的全部连接数、消息数以及各种

类型拦截数的统计

 能够将过滤的规则，每一个规则匹配的历史次数，最近匹配的时间打印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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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统计有哪些规则没有被匹配过

 能够实时查看当前打开的 smtp 会话连接，查看哪些 IP 正在和系统通信，

以及每一个 IP 打开的 smtp 会话连接数

 可以实时查看每种数据在最近 24 小时的数据排行，如内部用户外发邮

件数、内部用户接收邮件数、外部用户给本系统发信数量、外部用户给

本系统发信收件人数量，外发邮件字节数，并可以展示每一个小时的详

细统计，并形成表格展示，同时可以指定排行在最前面的可显示帐号数

量；通过点击，即可查看相应帐号详细收发日志。

 查看每一天的统计数据，多达 70 多项统计数据，如连接数、消息数、

字节数、拦截数量，每一项统计精确到每一个小时、每天、每月、每年。

70*24 相当于每天近 1500 种各类详细收发统计数据，同时要求可扩展。

未来可以提供新的数据统计项，并可以导出 excel 表格。要求统计具备

扩展性，未来新上的手段也能统计

5. 减少误判的自动白名单技术

反垃圾拦截与误判是一对矛盾体，为了保证拦截能力，还需要减少误判。我

们推出了自动白名单技术，用于降低反垃圾的误判所谓自动白名单功能，就是我

们针对客户发信记录，会自动记录与客户通信的来往 Email 地址，并将这些收件

人地址自动加入临时白名单，一旦这些地址发信到我们系统，将不经过内容过滤

或者减少过滤拦截，可以极大地降低系统误判，另一个好处就是降低了系统的处

理压力。这是采用第三方反垃圾网关的系统，无法做到的功能，只有像我们集成

了反垃圾为一体的邮件系统才能提供此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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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企业邮箱系统滥发保护

目前国内外的反垃圾网关主要针对收信进行防范，但很多垃圾制造者利

用 ISP 或者合法邮件服务器的漏洞，发送垃圾邮件，国内的 TOM 邮箱，就

曾经因为垃圾邮件发送者注册了大量帐号，专门用来对外发送垃圾，导致其

所有 IP 被国外反垃圾组织封锁。目前国内国外的主流系统，包括门户 126、

263、QQ 等，基本上是简单的基于 IP 的频率进行审计，很容易被绕过，从

而被恶意发送者滥用。更有甚者，一些关闭了客户端 smtp 服务的 ISP，依

然会被人以模拟 IE 的方式，通过 webmail 发送众多的垃圾邮件，让人防不

胜防。

以下为系统实时抓取的各项数据统计：

下图为外发控制之各类原始数据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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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的统计数据全部在内存中，因此拥有极高的处理能力和相应能

力；

如此众多的外发控制，可以保证我们的正常用户的通信功能，同时防范

了恶意的滥发行为，以保障系统不会被第三方反垃圾组织封锁。

更为强大的是，我们可以利用自身基于云计算的垃圾指纹库，在第一时

间切断内部中毒用户发送符合指纹库的垃圾邮件。我们系统的 IP 地址至今

从没有进入过各大反垃圾组织黑名单；可以说只有融合了自行研发的反垃圾

能力，内置反垃圾一体化的邮件系统，才可能做到强大的外发保护，保证邮

件的安全、稳定和真正的收发通畅，这是仅仅采用第三方反垃圾网关无法实

现的保护。

下图为系统基于云计算后，自动识别内部帐号发送垃圾，并给与拦截的

日志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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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邮箱反垃圾邮件网关，拥有强大的外发保护模块，可以避免邮件系

统因为向外部发送过多垃圾邮件，而导致被国际反垃圾组织或其他邮箱服务

器加入黑名单，导致邮件发送失败的问题，还可以节省服务器资源，使系统

更长期、稳定的运行。

6.1. 数量控制

企业邮箱反垃圾，可以设置系统默认的外发数量，以及针对邮箱账户个

性化设置外发数量，数量控制只对外部发送生效，内部发送则没有限制，在

控制方面，又细分出多个小项：

 1 小时外发邮件的消息数量（以整点的 1 小时为单位控制）；

 1 小时外发邮件的收件人数量；

 1 小 时 外 发 邮 件 的 大 站 点 收 件 人 数 量 （ qq.com 、 163.com 、

yahoo.com 等）；

 24 小时外发邮件的消息数量（以整点 24 小时内为单位控制）；

 24 小时外发邮件的收件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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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小时外发邮件的大站点收件人数量；

以上条件，只要有一条匹配，则会在对应时间限制内无法发送邮件。

6.2. 异常账号锁定

外发控制这块，如果只单一在数量上控制的话，就远远不能满足对外发保

护的需要，

大量的木马，会探测本地邮箱，并利用邮箱SMTP往外发送垃圾邮件，对本系统

造成伤害，但这些问题账号，会有很多异常行为，比如登录异常，一会江苏登录，

一会广东登录，以及各种发送异常行为，智能分析，检测，判断异常邮件后，便

禁止异常账号通过我们系统SMTP发信（webmail发信不受影响）；

基于此，企业邮箱设置了异常账户锁定策略：

 4 小时内发送外部邮件数量（默认为 8 封）；

 4 小时内 SMTP 认证发信 IP 数（默认为 4 个）；

 4 小时内发送内部邮件数量（默认为 0 封）；

以上条件需要全部符合，才会被判定为异常，也就是说在默认情况，邮箱

账号 4 小时内如果没有发送内部邮件，并且 SMTP 认证发信 IP 数量已经达到

4 个，并且向外部发送邮件的数量已经达到 8 封，则系统会自动判定为异常并

锁定，禁止其 SMTP 再次发送邮件，锁定策略还可根据不同账户个性化设置；

被禁止的账号管理员在后台可以看到列表，也可执行删除操作，此外也可以

告警的方式发给管理员邮箱账号，极大的减轻管理员的压力。

同时如果这些异常账号修改密码（与之前密码不相同）后，行为正常，系统

会自动探测到，并放开该账号SMTP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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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异常的账号，正常用户 SMTP 登录时，会收到提醒，要求修改密码，

然后系统自动修复，无需管理员参与；

6.3. 弱口令检测

弱口令是内部账号出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针对于此，我们推出强大的

弱口令检查功能，功能描述如下：

 管理员可以启动弱口令检查开关；

 启动全局弱口令

 可以设置针对特定账号不做弱口令检查，比如针对某些领导账号；

 可以设置触发弱口令检查的条件

比如全部账号都检查，也可以符合某些行为的账号才触发，如过去n小时，

通过不同ip个数登陆的账号(危险账号)才触发检查

同时系统管理员可以设置弱口令定义，弱口令规则首先有全局默认设置，也

可以针对具体账号进行单独设置，比如领导的弱口令检测标准可以低一点：

 密码长度限制(默认6位)

 要求有数字(默认YES)

 要求有字母(默认YES)

 要求大小写字母(默认NO)

 要求特殊字符（默认NO）

 检查包含用户名（默认YES）

 弱口令词典库（系统会提供默认词典库，管理员可以自己导入自己的弱

口令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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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检测为弱口令的账号，可以设置直接拒绝发信，也可以设置不拒绝

(前期建议不拒绝，管理员可以后台看到哪些账号触发了弱口令，如果太多

这样的用户，建议先通知用户整改，一定期限后，再打开弱口令拒绝开关，

这样减少管理员的压力)

管理管理员登录后台可以看到整个的弱口令用户列表；可以通过告警的

方式，发到管理员邮箱。

6.4. IP 异常猜测密码

针对认证异常的 IP，我们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禁止改 ip 一定时间内不

允许登录，这样极大的制止了口令猜测的行为，从源头掐掉邮箱泄密的风险。

以上为我们针对当前邮件系统普遍面临的账号盗用，口令简单，管理员

维护困难的情况，做出的针对性功能。将极大的降低系统风险，同时让管理

员更为轻松地进行系统维护。

6.5. SMTP 认证 IP 控制

系统可以设置打开 SMTP 认证 IP 控制，以及设置默认策略，如限制认

证或允许认证；

默认限制认证时，默认所有账号都无法通过 SMTP 认证发送邮件，管

理员可设置添加允许 SMTP 认证的 IP 地址、某个账号 SMTP 认证不做限制、

某个账号允许在哪些 IP 地址 SMTP 认证；

默认为允许认证时，则可个性化设置某个账号限制认证；个性化策略设

置非常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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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基于邮件内容的精准异常账号发现以及控制

我们系统会将各种异常账号发送的异常邮件内容，进行策略定制，一旦

符合实现设定的异常内容，就会触发异常账号提示，首先在最开始几次异常

中，系统会将已判定为异常的邮件暂时隔离，并发送异常通知给发信方，发

信方收到通知后，可以确定是否确实为其所发，如果是系统误判，发信人可

以点击放行。

当账号真的被滥用的时候，通过通知邮件，可以给发信账号及时的提醒，

让其更新密码，做好保护措施。如果发送通知后发信账号没有及时处理，在

异常邮件达到一定次数之后，该账号将会被系统彻底锁定，进入滥发列表，

此时需要被管理员解锁或者用户自行修改发信密码，问题不再出现，一定时

间后自动解锁。

基于内容层面的精准异常账号发现，以及和发信账号的互动，是我们产

品的一个独有创新，能够彻底封锁账号异常对系统导致的危害，如被列入黑

名单等。

除了上述技术手段，我们在精准内容策略制定方面也有天然优势。我们

拥有大数据平台，通过技术和自动化学习手段，工程师能够针对最新的异常

内容，做到精准、及时的策略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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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企业邮箱邮件系统功能描述

7.1. 基础功能

 POP3 邮件收取功能

最传统的电子邮箱功能，方便用户通过 POP3 客户端软件收取邮箱中

的信件。后台管理员可依据用户属性设置用户是否能够使用 POP3 功能。

 IMAP 邮件收取功能

IMAP( 互联网邮件访问协议 )允许用户从不同的机子上访问他们的电

子邮件而不用下载那些邮件。

 SMTP 邮件发送功能

方便用户通过客户端软件发送客户端软件邮箱中的信件，可设置 SMTP

发信认证，有效防止垃圾邮件。

 WEB邮件处理功能

优良的浏览器兼容性

兼容世界通用的主流浏览器，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Opera、

Firefox 等。

在线读信

用户可通过浏览器读取自己邮箱中的信件，可以选择不同的信件夹列

表。

插入图片

用户可以插入内联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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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发信

用户可用 WWW 浏览器完成信件的发送。

多文件夹

在 WWW 界面的用户邮件处理系统中，用户邮件可存放在多个文件夹

(Folder)中，包括收件箱、发件箱、已发送邮件、已删除邮件、草稿文件夹。

而对于 POP3 则用户只能管理 Inbox 中的邮件。

列表显示邮箱空间/剩余空间、邮件总数、信件夹中邮件数。

用户可以加入自己的文件夹，具有文件夹的创建、重命名和删除等管理

功能。

查找搜索邮件

可以在一个指定的邮箱中，查找满足条件的所有邮件。

查找邮件时可以根据邮件的[发送人]、[接收人]、[抄送]、[主题]、[内容]

和[发送日期]来选择不同的查找项，各查找项之间是"与"的关系。

个人地址本

用户可设定自己的邮件地址本。支持导入、导出，与 Outlook Express

兼容，可以让用户同步常用的客户端软件 Outlook Express,Netscape

Mail，FoxMail 的地址本。

组织机构地址本

无限分级企业 ajax 通信录，方便内部员工通信

个人多签名档

可以设定多个签名档，写信时自由选择。

自定义邮件过滤规则与垃圾邮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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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设定邮件自动分派规则，可以把新收到的邮箱根据规则分派到不

同的邮件夹中，方便用户检索与读取。同时可设定拒收邮件地址，把该地址

发送的信件直接转到垃圾筒。

自动回复

由于用户出差或旅行不能及时接收和回复邮件，会自动发送电子邮件通

知发件人告知收件人外出等预设的信息。

邮件自动转发

用户通过配置，将发到本服务器里的邮件自动转发到其他邮件地址上

去，以适应特别需要。

网络U盘（邮箱内部）

方便信息资源共享, 提供上传,下载,删除,复制, 子目录等文件操作功

能。用户可以从网络磁盘中选择文件来作为邮件附件，或将邮件中的附件保

存到网络磁盘中。网络硬盘可以统一定义空间大小。

超大文件中转站

采用私有的 FTP 协议，支持断点续传，多文件并发上传/下载，可以支

持超过 1G 的单个文件发送，支持下载控制，防盗链

发信跟踪查询

查看已发送信件的状态，同时可以查询一周内信件投递详情，包括发送

IP 地址，信件主题以及是否投递成功，失败，成功地目标 IP,失败的原因

邮件召回

可以召回已发出的信件，仅限于内部邮件，在对方为阅读之前，可以召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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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发信

设定定时发信，让商务更从容，定时发信可以防止被恶意利用滥发功能；

邮件重写

对已发送的信件，直接进行再次编辑

多语言支持，全unicode支持，彻底国际化

已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日文、汉文、英文，可通过简单翻译一个

文件，实现新的语种支持

在线换肤

Css+div，表现与设计分离，轻松实现在线换肤，可通过 css 随时新增

不同的皮肤

文件列表打包下载

可对多个文件，整体压缩打包下载，方便用户实现离线备份

附件整体打包下载

阅读邮件的时候，可以将该邮件全部附件一次性压缩，打包下载，方

便附件管理

日志查询

针对所有发信、收信记录，均可在线查询，实时跟踪每一封所发送信

件的投递状态，不用对方退信，即可知道信件投递失败原因。

文件夹管理

用户可以建立任意级别的多层文件夹，并可以实现邮件在不同文件夹之

间的拷贝和移动操作。

强制安全连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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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针对部分用户，强制用户必须采用 https 高安全连接，对邮件服务

器进行访问。

邮件快照

所有收发邮件，均保留一份快照，所有收发邮件,均被记录,包括主题、

正文、附件名等，但不含附件本身，快照用户无权删除，实现数据可追查，

审计。

邮件监控

可以任意设置，多级监控，甚至互相监控、监控后只有一个副本。

多重角色，实现层级管理

通过权限分配，实现层级管理，可以完全满足基于组织的管理形式，实

现上级可以查看下级的邮件快照，从而让整个机构邮件通信处于安全掌控之

中。

 Tnef格式邮件兼容、Uuencode编码兼容

能够支持 tnef 格式邮件；支持 uuencode 编码邮件的解码。

管理功能

用户管理

包括用户邮箱的创建、删除，包括口令、邮箱容量等在内的用户所有信

息的修改等等。

通信控制

可以对内网、外网之间的邮件发送，进行控制。

客户化定制

用来配置邮件系统的基本参数和域参数，可以对用户进行一些功能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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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系统管理员管理

创建、删除系统管理员，按照功能或域两种方法分配权限管理，可以创

建只读管理员。

统计功能

记载信件收发情况，方便管理员了解服务器处理能力。

日志查询

管理员可以根据用户的帐号查询用户的收发日志。

帐号管理

系统管理员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增加、删除管理员帐号，设置各级管理员

的权限。

分级管理

可以按组织结构，实现多级分布式管理，每个组织管理员可以创建、删

除下级组织，设置下级组织管理员，查看本组织下所有管理员操作日志。

分级管理日志

每一个管理员均可以看到自己以及下级管理员的操作、登录日志。

邮件限制

通过后台设置，可设定限制发送给指定域名，或只能接受指定域名，也

可以限制除指定域名之外的收发。

邮件同步支持

邮件系统，可以自动保存客户端发送的邮件到服务器端已发送文件目

录，从而实现客户无论在何处办公，均可实现同步操作，可以通过 web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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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全部的收发记录。

7.2. 功能汇总列表

★基本功能


自动转发


邮箱别名设置


Webmail


个人签名


内部群发


POP3 收发


时期设置


密码恢复


IMAP4 支持


白名单技术


邮箱监控


SMTP 支持


黑名单技术


邮箱备份


邮件查找


灰名单技术


后台统计


邮件排序


垃圾邮件箱


★安全功能


附件管理


好友地址管理


安全防护功能


文件夹管理


个人资料管理


抗击垃圾邮件


密码设置


邮件短信


拒绝发信伪装


密码找回


邮件传真


超级管理员


自动回复


★管理功能


运行管理


地址自动补齐


灵活分级管理


运行监控


邮件数提示


分级权限控制


日志查询


邮件打印


企业独立域名


个性化反垃圾


企业地址本


别名设置


定制空间限制


地址簿导入


域管理


邮件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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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3 收信帐户


域查询


邮件大小限制


个人地址本


登录界面定制


发送频率限制


网络硬盘


Logo 定制


域用户广播


在线帮助


内首页定制


密码加密存储


附件下载


域别名设置


传输 SSL 加密


超附件支持


计费模块


智能攻击检测


邮件容量提醒


邮件自动通知


防 DOS 设计


邮件数量提醒


定制有效期


邮件数字签名


HTML 编辑器


状态调整


来信 IP 段控制


★个人设置


部门管理


来信帐号控制


HTML 格式显示


新建邮箱


转发安全控制


邮件信头显示


用户列表


转发流量控制


发信保存草稿


用户查询


正文过滤


邮件排列方式


登录界面定制


附件过滤


语言类型选择


Logo 定制


病毒库升级


偏好主题


批量增加用户


安全智能分析


7.3. 后台管理功能

 用户管理

包括用户邮箱的创建、删除，包括口令、邮箱容量等在内的用户所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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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修改等等。

 通信控制

可以对内网、外网之间的邮件发送，进行控制。

 客户化定制

用来配置邮件系统的基本参数和域参数，可以对用户进行一些功能限

制。

 完备的系统参数、域参数设置

设置病毒警告信通知对象: 管理员, 发信人, 收信人，设定拒收邮件特

征。

 防毒设置

过滤垃圾邮件，管理员可以在这里设置要过滤的域名或是邮箱名，拒收

来自指定 IP 或子网的邮件，设置访问不须要认证的 IP 或主机名。

 系统级邮件过滤

监控任何一个或多个信箱, 可分别指定监控人。

 邮件监控

可以提供功能强大的系统在线监控功能，管理员可以查看各台服务器提

供的服务及健康状况，关闭一些不必要的服务，或者重新启动某种服务，大

大减轻了管理员的工作强度。

 系统运行监控机制

可以提供功能强大的系统在线监控功能，管理员可以查看各台服务器提

供的服务及健康状况，关闭一些不必要的服务，或者重新启动某种服务，大

大减轻了管理员的工作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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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功能

记载信件收发情况，方便管理员了解服务器处理能力。

 存储管理

按邮箱名首字母指定存放主机，便于系统分布存储。

 服务器管理

察看系统下所有主机的基本信息，让用户全面了解系统运行的健康状

况。

 信纸管理

用户可以设置一些图片来做为信件的背影，方便用户书写更加漂亮的邮

件。

 全局通讯组

为方便群发邮件或是广播通知,管理员可以添加通讯组邮件地址,对该地

址发信即可对其下的所有成员的邮件地址发信。

已经注册的用户，根据需要自动在 web 上开通，变更，和注销自身需

要的产品

 存储空间管理

1.用户可以定制管理自己的空间，定制不同资费水平的存储空间

2.用户可以管理子账号的空间，包括子账号空间定义，修改

 存储空间的统计功能

管理员可以对存储空间进行统计。

 日志保存

当用户认证成功后，系统自动记录该用户的帐号、IP 地址/认证业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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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和登陆时间。一天为一个日志文件

 日志查询

管理员可以根据用户的帐号和时间段查询用户的认证记录，为用户的投

诉和故障处理提供重要的数据依据。

 日志删除

日志文件的保存期限如 3 个自然月(具体保存期限可自由设置)，当用户

认证日志超过 3 个月，系统自动删除相应的日志文件。

 系统管理

 帐号管理

系统管理员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增加、删除管理员帐号。

7.4. 其他特色功能

7.4.1. 通讯录导入

通讯录导入功能，与 yahoo、qq 的比较优势，真正实现无缝导入。

7.4.2. 灵活广告方式

包括登录页面、log、页面广告、随信广告。

7.4.3. 全新界面，多重换肤

系统界面进行全面改造，采用最新型的基于 ajax 的技术，重写了整个

webmail 系统，基于 css，可以轻松实现在线换肤，新增皮肤，只需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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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 css 即可。新版 webmail 完全是下跨浏览器支持，可以支持所有以 IE

为 内 核 的 浏 览 器 ， 包 括 Ie6/7/8/9,360 等 等 ， 同 时 支 持

FireFox,Grome,Safari 等各款浏览器。

用户可以在线更换皮肤。

7.4.4. 基于 Ajax 的部门组织结构和通信录

本地 cache,按需下载，让客户拥有良好体验

7.4.5. 在线图片插入

可以插入本地图片，也可以插入网络图片链接

7.4.6. 收发信件投递跟踪

发信查询，用户可以第一时间查询到邮件投递的状态，是否已经发送到

对方服务器，是否还在系统队列中，而无需管理员进行日志分析。同时用户

可以查询到过去一周内全部发送的信件记录，每一条记录包括发信时间，发

信 IP，发信目标主题等，让用户及时了解到所发信件的详细记录，同时在

账号出现异常的时候，可以及时地通过发信查询，确认是否被非法入侵。

 已发送中看到相应状态图标

 阅读信件的时候，可以查看该信件发送详情

 单独查询过去一周内，所有信件记录和投递状态

 系统管理员可以检测整个系统的收发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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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可以在管理后台，观察整个系统的投递日志，以及单独查询某用

户发信记录，也可以方便快捷的观察到是否有新的垃圾邮件，如果发信，可

以将观察到的垃圾，拉入指定的邮箱，以便进行设置，极大地方便了系统维

护工作

7.4.7. 邮件撤回

企业邮箱邮件系统全新推出“邮件撤回”功能，通过邮件撤回功能，用

户可以针对已发送的邮件，可以尝试进行撤回。目前撤回范围仅限发往同系

统内部用户，且收件方尚未阅读的邮件，系统只针对 3 天之内发出的邮件进

行撤回。

对于已发送的邮件，在读信窗口，点击“撤回邮件”：

撤回完成后，系统会给用户发送一封撤回通知信，通知哪些邮件被撤回

了，哪些邮件撤回失败。

其它说明：

1.撤回仅限于发往同系统内部的邮件，不支持撤回发往如网易、QQ 等

其它邮箱的邮件

2.如果对方已经阅读，将不予撤回（提示因为此原因撤回失败）

3.发信在 3 天之内的邮件才能进行撤回操作，过期不能撤回

7.4.8. 邮件重写

邮件重写,允许用户对已发送的信件,直接进行编辑.

打开”已发送”中的相应信件，可以看到”再次编辑”按钮，点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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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进入邮件重写的写信页面

7.4.9. 定时发信

定时发信是一项可以为客户满足某些特定场合应用需求的实用功能。之

前的版本，和国内很多其他系统，包括主流系统一样，提供的定时发信功能，

直接调用 sendmail 发信，而无需经过任何的系统检查，存在极大的安全漏

洞，很容易被垃圾发送者恶意利用发送群发垃圾。在这次成功升级后，我们

系统提供的定时发信功能将全部经过系统反垃圾插件的检查，从而可以实现

对恶意发送垃圾的用户监管和防范，同时更好的保证了合法用户的正常使

用。

7.4.10. 多签名支持

针对给不同的群体发信，很多用户会有需要不同的个性化签名的需求，

最典型的就是外贸企业，针对国外用户发信，采用英文签名，针对国内用户

采用中文签名。也可能会针对不同的客户目标，采用相应个性签名。我们升

级了个性签名模块，可以支持不受不限制的任意多个个性签名，在写信的时

候，可以按需设置签名功能，个性签名支持 html 格式，可以让您的签名设

计更加完美。

7.4.11. 超大附件文件中转站

企业邮箱新推出的超大附件功能，提供大文件网络临时存储的服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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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最大 2G 的存储容量（不占用邮箱容量），支持上传最大 1G 的文件，文

件上传后保存 7 天。

1、超大附件空间上限 2G，支持同时上传多个附件，每个附件大小最大限

制为 1G，这些附件可以发送到任何邮箱；

2、支持断点续传，当附件上传中断时，您可“从已上传超大附件中选择”

找回文件手动续传；

3、已上传的大附件有效时间为 7 天，附件到期后收件人将无法下载。

说明：

普通“邮件附件”只能发 50M，而几百 M 的照片压缩包，设计图，

一般是无法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但超大附件可发送单个不超过 1G 的若干

超大文件，并且可以发往任何的邮箱地址。

为了解决“文件中转站”的文件保存时间有限的问题，现在推出了文

件 延期功能”通过文件续期，可以将相应文件的保存时间复原到最大。“ 只

要是您认为需要长期保存的，只需每隔一段时间进行”延期，就可以一直保

存下去，延期的次数不受限制。

下载支持断点续传，防盗链，同时系统有最大下载保护，可有效地防

止恶意下载。同时保护用户正常使用。

7.4.12. 网络 U 盘

网络硬盘提供了一个网络存储的空间，使用户可以将文件存放在邮箱的

网络硬盘上。对于一些图片等信息，可方便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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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3. 海外代转发

与国际邮件互通，总会出现一些无法投递到对方的情况，我司提供海外

代转发技术，保证与海外邮件互通无障碍。

邮件海外投递说明

（一）邮件服务器对外发信

首先通过企业邮箱邮件系统国内服务器对外直接进行投递，当出现投

递问题，通过队列自动迁移、底层网络包控制技术，将邮件转至加密通道传

送到企业邮箱海外节点服务器进行投递。

以下为投递路径说明：

 给国内其他服务器发信，直接投递

 给国外服务器发信，先尝试直接投递，失败后，转海外节点服务器发

送

（二）接收外部邮件(智能 dns 返回对应的 mx 纪录)

采用智能 DNS 技术，智能区分邮件来自国内或者国外，所有来自海外

的邮件通过 MX 邮件交换记录查找，会自动定位到海外节点服务器，在把邮

件投递到企业邮箱海外节点服务器后，海外节点服务器会和国内邮件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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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通过加密通道，并将邮件送达国内服务器，最终投递到用户邮箱中。

来自国内其它用户的邮件系统，MX 邮件交换记录会自动指向国内服务

器，因此会直接投递到国内服务器。

以上区别，需要利用智能 dns 的强大智能解析功能，可以根据对方 IP

区分出海外还是国内，并返回正确节点。智能 dns 推荐采用 idnspod。

以下为示意图：

（三）漫游用户，登录系统采用 SMTP 发信

用户漫游到国外时，受网络速度影响、国外对 25 端口控制以及国家

GFW 的控制等因素，导致无法正常使用客户端登录系统投递邮件。

因此也需要自动通过海外节点解决此问题。用户可直接登录海外节点，

并在海外节点直接认证后，认证后，可以通过海外节点上传邮件并直接投递。

为了归档的需要，可以在对外发送邮件的过程中，同时抄送一份到转到我们

服务器上某指定 email 地址，再由国内归档系统将其归档到本地。

发送邮件分为两种情况：

 直接给域内部其它用户发信，系统会自动识别，并投递到国内邮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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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

 对系统外用户发信，系统会在海外节点，直接进行投递，无需通过国

内邮件服务器，这样充分保证了海外漫游用户发信的速度，和国内

服务器唯一要打交道的工作就是用户身份认证

以下为示意图：

整体部署拓扑图：

下图为某个项目实现的反垃圾网关加海外漫游的解决方案。

注：如果邮件采用企业邮箱内置一体化反垃圾系统，则无需单独反垃圾

网关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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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推荐海外节点，可直接租用香港独立云主机。代理服务器节点硬件配置

推荐如下(如果云主机，则 cpu 和内存配置匹配即可)：

硬件环境要求 最低配置

CPU 4 核*1 块

硬盘 300G

内存 最低 4G，建议 8G 以上

软件及其它环境要求 支持配置

操作系统 RedHat 64 位操作系统

网络接入方式 Ip 必须静态固定，要求作反向解析

IMAP/POP/WEB 漫游代理

当国内用户漫游到海外时，经常因为当地禁止 25 端口、110 端口以及

和国内服务器之间通信线路不好甚至无法互通的情形发生，导致国内用户无

法正常在海外使用邮件系统,如果线路互通不好，即便采用 web 方式，也无

法登录访问国内邮件服务器。

因此需求便产生了，我们需要任意时刻，用户都可以在全球任意地方，

方便得访问和使用邮件服务器。

我们提出了智能漫游解决方案。当用户漫游的国外时，通过智能 dns

解析，会自动让用户登录到我们的海外节点，再从海外节点，直接 proxy

到国内服务器，曲则全，枉则直，通过绕行的方式，可以完全解决用户漫游

使用不便的问题。

以下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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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邮件收发注意事项之一：IP 反向解析

国内邮件服务器以及海外节点，都要求作针对 ip 地址的 PTR 反向解析，

否则会被大量邮件厂家，尤其是海外厂家直接拦截，影响系统收发。

反向解析一般不直接做到 mail. 域名或者 gateway.域名,因为这些记录

需要配合海外转发做智能 dns 解析。而是解析到诸如 ptr1.域名、ptr2.域名

等等这样的地址上，专用于反向解析。正反向解析必须互相之间一一对应，

目的是可以保证任何 ip 发信，对方通过 dns 解析，均可实现 IP=>A 记录，

A 记录=>IP 记录的双向查找，并可完全匹配，从而彻底避免因为 ptr 记录

不存在或不匹配而被海外用户拒绝拦截邮件的问题发生。

海外邮件收发注意事项之一：SSL 加密以及端口变换

由于 GFW 限制，经常会导致 25 端口被封锁甚至被限制和监视，同时

国外部分酒店也会将 25、110 这些常用的邮件端口给与关闭，导致用户不

能正常使用邮件。因此必须以 ssl 加密传输通道配合支持多个可替换协议端

口的方式解决此类问题。

企业邮箱可以实现支持基于 http、smtp、pop3、imap 等所有邮件相

关协议传输的加密支持。同时扩展了 465、585、994 等多个 smtp 加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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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995、993 端口分别作为 pop3、imap 的加密端口，以便用户可以在

常用端口被封锁的情况下，依然可正常收发。

8. 丰富的二次开发接口和系统集成

企业邮箱提供丰富的二次开发接口，包括组织同步、用户同步、邮件群

组设定、以及单点登录。

企业邮箱目前和众多的软件厂家，如金和软件、泛微电子、通达 OA、

神州数码、浪潮、北京盛松科技等众多的厂家进行了系统结合，实现了单点

登录，统一的用户管理、组织管理等等。

系统提供 webservice 和 socket 等多种开发接口。

9. 账号同步以及系统集成接口描述

系统支持 AD 集成以及和其他系统的集成。

如果用户采用 AD 支持，则企业邮箱会自动到 AD 进行用户认证。同时

AD 创建、删除、变更用户的时候，企业邮箱会调用相应的接口进行处理。

以下为相应的接口描述：

调用流程

首先调用 getSession 获取 sessionid，或者使用 getSession_new 来

获取会话 ID。

调用其他操作方法

最后调用 destroySession，摧毁会话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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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可以通过 webservice 或者 soap 进行调用，

如 果 调 用 webserice ， 则 webservice 描 述 文 件 ： http:// 邮 件

IP/soapnmc/soapnmc.wsdl

soap 调用的适应性更好，具体可以看后面的示例！

系统登陆

在所有其它功能之前，首先需要登陆，并获取相应的 sessionid，在调

用其它函数的时候，需要传递该 session id!

任何如下的接口调用，需要首先进行系统登陆！

a,系统登陆的接口描述：

public String getSession(String admin,String passwd)

输入：

admin 登陆名,域管理员为 administrator@域名.com

passwd 登陆密码

输出：

成功返回 sid(一串长字符串)

错误返回空字符 ''

public String getSession_new(String admin,String passwd)

输入：

admin 登陆名,域管理员为 administrator@域名.com

passwd 登陆密码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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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返回 "ok .....",ok 后面跟空格和一串字符，该串字符即为 sid

错误返回空字符 "failure .......",失败，返回 failure+失败原因

b,销毁 session 的接口：

public String destroySession(String sid)

输入：

sid 之前调用 getSession 建立的 sessionid

输出：

成功返回 ok

错误返回空字符 failure ......

以下是相应的应用接口：

1.邮件校验接口

接口功能：检验邮件是否已经存在

public String checkEmail(String sid,String emailName)

输入：

sid 调用 getSession 获取的 sid

emailName email 地址

输出：

成功返回 ok //表示账号可以被创建，目前不存在

失败返回 failure 。。。。后跟失败说明

已被占用返回 exist //表示账号已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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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邮件申请接口

接口功能：创建邮箱，创建后，邮箱处于未激活状态

public String createEmail(String sid,String emailName)

输入：

sid 调用 getSession 获取的 sid

emailName email 地址

输出：

成功返回 ok //表示创建成功

失败返回 failure ......后跟失败说明

已被占用返回 exist

3,新的邮件申请接口

接口功能：创建邮箱，创建后，邮箱处于未激活状态

public String createEmail_new(String sid,String

emailName,String args)

输入：

sid 调用 getSession 获取的 sid

args 设置用户某些属性，每个属性用 key=value 表示，中间用英

文逗号分开,支持的属性如下：

maxspaces,邮箱空间

maxnetdisk,邮箱网络磁盘空间

password，邮箱密码，不短于 6 个字符，由数字和，_,-和英文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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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name,昵称

tele_number，电话号码

fax_number，传真号码

mobile_number，手机号码

email，备用邮箱

msn，

qq,

address,家庭住址

zipcode,邮政编码

ID,证件号码，如身份证

province,省

city,城市

company,公司名称

可以设置一个或者多个属性。如输入：

"password=111111,maxspaces=100,name=tom,tele_number=

88888888,ID=121345127888882789"

输出：

成功返回 ok //表示创建成功

失败返回 failure ......后跟失败说明

已被占用返回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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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邮件激活或者去活接口

接口功能：激活某个邮箱或者去活某个邮箱

public String activeEmail(String sid,String emailName,int

active)

输入：

sid 调用 getSession 获取的 sid

email 地址

active:0 表示去活,1 表示激活

输出：

成功返回 ok

失败返回：failure ......后跟失败说明

5,邮件删除接口

接口功能：删除邮箱，所有该邮箱的帐户信息以及所有邮件也会被删除

public String deleteEmail(String sid,String emailName)

输入：

sid 调用 getSession 获取的 sid

emailName email 地址

输出：

成功返回 ok //删除成功

失败返回：failure ......后跟失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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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邮件密码修改接口

接口功能：修改指定邮箱的密码

public String updateEmailPasswd(String sid,String

emailName,String newPasswd)

输入：

会话 sessionID

email 地址

新密码

输出：

成功返回 ok

失败返回：failure ......后跟失败说明

7，增加邮件别名接口

接口功能：增加邮件的别名

public String addEmailAlias(String sid,String emailName,String

alias)

输入：

会话 sessionID

email 地址

别名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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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成功返回 ok

失败返回： failure ......后跟失败说明

8，删除邮件别名接口

接口功能：删除邮件的别名

public String delEmailAlias(String sid,String emailName,String

alias)

输入：

会话 sessionID

email 地址

别名地址

输出：

成功返回 ok

失败返回： failure ......后跟失败说明

9,创建部门接口

接口功能：创建指定邮件部门

public String createDepart(String sid,String strdpt ， String

domain)

输入：

sid=>会话 sessionID

strdpt =>(dptname= 部 门 名 称 ,dptid= 部 门 id,pdptid= 父 部 门

id,dptorder=部门排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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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 所在域名

注意：

对于一级部门，父部门 ID 必须指定为 0，dptorder 可以不传递，则

按照默认排序！

输出：

成功返回 ok

失败返回： failure ......后跟失败说明

10,清空所有部门

接口功能:清空所有部门，并作相关处理

执行该命令之后，所有用户中包含的部门信息也将被清除，也就是全部

用户将不属于任何部门。

public String clearDepart(String sid)

输入：

会话 sessionID

domain ，所清理的域名的部门

输出：

成功返回 ok

失败返回： failure ......后跟失败说明

11,设置某个用户到指定部门

public String setUserToDepart(String sid,String

emailName,String departid)

输入：



《及时邮系统白皮书》

72

会话 sessionID

emailName 邮件帐号

设置用户到某个特定部门

输出:

成功返回 ok

失败返回： failure ......后跟失败说明

12,设置用户属性

public String setUserAttr(String sid,String emailName,String

strattrs)

接口功能：设置用户昵称，身份证等各种属性

输入：

会话 sessionID

email，邮件帐号

设置用户某些属性，每个属性用 key=value 表示，中间用英文逗号分

开

支持的属性如下：

name,昵称

tele_number，电话号码

fax_number，传真号码

mobile_number，手机号码

email，备用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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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n，

qq,

address,家庭住址

zipcode,邮政编码

ID,证件号码，如身份证

province,省

city,城市

company,公司名称

可以设置一个或者多个属性。如输入：

"name=zhangshan,tele_number=88888888,ID=121345127888

882789"

输出:

成功返回 ok

失败返回： failure ......后跟失败说明

13,设置用户空间和网络硬盘空间

public String setUserSpace(String sid,String emailName,String

strspace)

接口功能：设置用户邮箱空间大小和网络硬盘大小

输入：

会话 sessionID

emailName，邮件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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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space 也是名值对的方式，

可以只调整邮箱空间，或者网络硬盘空间，或者都调整,中间用逗号分

开

传入举例如下

strspace="maxspaces=1000,maxnetdisk=10"

或者

strspace="maxspaces=1000"

或者

strspace="maxnetdisk=10"

maxspaces=>最大邮箱空间，单位为 M,如 10M 只需要输入 10

maxnetdisk=>最大网络硬盘空间，单位为 M

输出:

成功返回 ok

失败返回： failure ......后跟失败说明

14,获取用户属性

public String getUserAttr(String sid,String emailName)

接口功能：获取用户各种属性，如名字，电话，以及空间大小，网络硬

盘空间大小等等

输入：

会话 sessionID

emailName，邮件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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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成功返回："ok

name=zhangshan,active=1,maxspaces=100,maxnetdisk=10,tele_nu

mber=88888888,ID=121345127888882789"

失败返回：failure ......后跟失败说明

15,获取用户别名

public String getUserAlias(String sid,String emailName)

接口功能：根据 email，获取对应的别名

输入：

会话 sessionID

emailName，邮件帐号

返回：

成功返回："ok count=2，alias01@email.com,alias02@email.com"

或者"ok count=0"

失败返回：failure ......后跟失败说明

16,根据别名，获取邮件名

public String getEmailByAlias(String sid,String aliasEmail)

接口功能：根据 email，获取对应的别名

输入：

会话 sessionID

aliasEmail，别名邮件帐号全称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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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返回：ok 后面+email

失败返回：failure ......后跟失败说明

17,创建群组

public String CreateMaillist(String sid,String listname,String

listaccount,String members)

接口功能：根据 email，获取对应的别名

输入：

会话 sessionID

listname，邮件群组名字(显示的中文名，如"市场部")

listaccount，邮件群组账号(如 saleslist）

members:

所 有 群 组 成 员 的 邮 箱 账 号 ， 以 逗 号 分 开 ， 如

zhangshan@abc.com,lishi@abc.com,....

返回：

成功返回：ok 后面

失败返回：failure ......后跟失败说明

18，删除群组

public String CreateMaillist(String sid,String listaccount)

接口功能：根据 email，获取对应的别名

输入：

会话 sessionID

listaccount，邮件群组账号(如 sales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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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成功返回：ok 后面

失败返回：failure ......后跟失败说明

19,变更父部们

接口功能：创建指定邮件部门

public String alertParentDepart(String sid,String dptid,String

NewParentDptId)

输入：

sid=>会话 sessionID

dptid=>需要变更的当前部门 ID

NewParentDptId =>变更到指定的父部们下

注意：

如指定父部门 ID 为 0,则为一级部门。注意：指定的父部们必须是自己

的同层级或者更高层级，不能为自己的子层级。

输出：

成功返回 ok

失败返回： failure ......后跟失败说明

20，邮件召回接口

接口功能：创建指定邮件部门

public String RecallMail(String sid,String qid)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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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 =>会话 sessionID

qid =>召回的邮件 ID

注意：

qid 为 smtp 发送成功后会获得 qid;

输出：

成功返回 ok 某个 email=>ok,某个 email=>fail +理由，逗号分开,

失败返回： failure ......后跟失败说明

10. 数据迁移和搬家

在用户购买企业邮箱邮件系统后，大多需要将邮箱邮件转移到新邮箱

中。企业邮箱邮件系统研发出无缝邮箱搬家功能，可以对企业域下所有邮箱

进行一次迁移，邮箱密码也会起迁移过来，客户邮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降

低企业迁移邮件难度，提高工作效率。

10.1.搬家原理简单说明

邮件搬家是指将用户在其他系统的邮件,搬迁到我们系统上来。

假定从其他邮件系统搬迁到我们系统，以 A 代指其他邮件系统，B 代指

我们的邮件系统。域名为 abc.com。

实施步骤如下：

1.在 B 系统上，创建好 abc.com,分配帐号，创建所有的对应 A 系统上

存在的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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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支持 pop3 和 imap 两种搬迁方式，根据对方系统是否支持 imap

而定，如果支持 imap,则以 imap 方式完成搬迁；imap 搬迁可以将

全部文件夹以及相应的文件夹下的文件搬迁过来

3.选定好系统迁移的时间，一般设定在周末操作

4.迁移时，首先将 abc.com 的邮件交换记录(mx 记录)和 Mail 的 A 记录

解析指向 B 系统，以保证用户在 B 系统上进行正常的邮件收发。

5.系统切换后，用户在一定时间内登录，用户采用老系统的帐号、密码

登陆，新系统会自动向老系统验证密码，验证通过后，将密码更新

同步

6.凡是验证过的用户，系统会自动按照实现事先设定的方式，进行邮件

的搬迁工作

10.2.邮件搬迁实现的操作步骤

1. 邮箱搬家方式：

 Pop3 收取 :

 imap 收取

注意：

两种方式不同点：

Pop3 只可以搬迁收件箱邮件，imap 可以搬迁所有邮件夹的邮件，包

括已发送草稿箱和自建邮件夹的邮件。只能选择一种方式搬家，不可以同时

使用两种方式。如需用另种方式可以删除账号，重新设置

邮箱搬家成功条件：原邮箱必须开启 pop3 服务，或者开启 imap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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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2. 状态：

 等待搬家 wait

 认证 auth

 接收 rcv

 搬家完成 pass

在邮箱创建 15 天之内，尝试 pop 密码，过期则原密码无法搬迁。请客

户尽快登陆新邮箱，认证使用。

3. 搬家前客户需准备工作：

 向管理员提供原邮箱域名，和所有邮箱地址（对于用户较多的最好导

入到 excel 表格中）

 向管理员提供原邮箱 pop3 服务器地址和 imap 服务器地址

 准备域名解析后台，在管理员通知成功之后，立刻把解析指向新服务

（也可以把解析后台提供给管理员操作）

10.3.搬家步骤（以 qq.com）为例

1. 创建用户

代理后台——》域管理——》创建域 qq.com——》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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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管理后台——》用户管理——》创建用户或者批量导入或者批量增加——》

保存

2. 搬家设置

1) Pop3 收取邮件设置

登陆管理后台——》域管理——》设置邮箱搬家——》保存——》登

陆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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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 qq.com 该域下所有邮箱邮件

指定只收取某用户邮件

http://211.100.61.210/nmc/cgi/user.cgi?sid=1JvxWtHkofqHHx8yOt25xu89fangmail_net&__mode=show_migrate&screen=mail_migrate.html
http://211.100.61.210/nmc/cgi/user.cgi?sid=1JvxWtHkofqHHx8yOt25xu89fangmail_net&__mode=show_migrate&screen=mail_migra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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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map 收取邮件设置

登陆管理后台——》域管理——》设置邮箱搬家——》保存——》登

陆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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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跟踪搬迁状态

用户管理后台——》用户管理——》编辑

登陆前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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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邮箱，认证 auth

收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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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成功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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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搬家日志

Fauth.log

认证日志

Feb 1 11:12:54 CAUTH-SQL 1.0 Beta : User : zhao@net269.com

local verify fail

Feb 1 11:12:54 CAUTH-SQL 1.0 Beta : User : zhao@net269.com

Login and Mirgate Succeed

11. 系统稳定性

系统稳定性，展示了单系统稳定运行了 800 多天，远远高于单个设备

的 mtbf。

12. 系统检验

系统安装实施完毕，应该具备如下功能模块，并一一验证：

编号 名称 描述

一 企 业 邮 箱 基 础 包 BP

（Basic Package）

1 核心模块(包括

MTA,pop3,IMAP)

MTA(mail transfer agent),负责邮件的发送；POP3

支持标准的客户端方式；

2 用 户 数 据 库 模 块

(UDBM)

用户数据库子系统，基于分布式数据库设计支持

3 分布式数据存储模块 可支持分布式文件系统，分布式存储管理

4 企业邮箱邮件后台用户

管理模块

提供用户管理的全部功能

5 第三代反垃圾模块 含智能反垃圾邮件，SPF,Greylist，黑白名单，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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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综合行为打分过滤，基于 unicode 实现内容

过滤

6 外发保护模块 防止系统内部用户被滥用或中毒后利用系统发送垃

圾，基于发件人，收件人，主题，摘要等多达 10 多

种手段对系统进行防范保护

7 反病毒引擎（含病毒库） 反病毒引擎(含病毒库)，支持全面杀毒，包括附件、

正文、压缩文件整体杀毒,病毒库在线更新

8 域管理模块 管理域内所有用户和部门管理，设立/撤销部门管理

人员，批量导入、导出用户帐号，用户检索等

9 WebMail 系统模块 WEBMAIL 客户端子系统，在线换肤，Unicode 用

户界面

10 多语言支持模块 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韩文/日文用户界面

11 邮件传输安全加密模块 基于邮件传输层安全加密控制的功能，支持 ssl/tls

安全传输

12 用户级邮件自动处理模

块

支持用户自定义：自动回复、自动转发、自动分检、

自动拒绝等功能

13 外部邮箱代理 支持自动收取外部 POP3 邮件，可设定多个外部邮

箱

14 个性签名模块 用户可定义、管理多个个性签名

15 基于 Ajax 多机构组织管

理模块

基于 ajax 实现无限分级多部门管理和个人通信录，

群组地址本，高效，便捷

16 广告模块 支持内页 Logo 替换，内页首页动态广告，邮件低

条动态广告及发信随信广告等多种广告形式，增加

收入点

17 网络存储模块 基于高速数据传输引擎的网络存储功能、支持多级

目录管理等功能，可与邮件附件之间形成自由无缝

存储

18 支持 uuencode 编码 实现 uuencode 格式邮件的阅读、转发、回复

19 支持 tnef 格式邮件 支持微软私有协议 tnef,完美在线解码 winmail.dat

文件

二 企 业 邮 箱 增 值 包 AP

（ Additional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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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超大附件模块(文件中转

站)

采用私有的 FTP 协议，支持断点续传，多文件并发

上传/下载，可以支持超过 1G 的单个文件发送，支

持下载控制，防盗链

2 发信跟踪模块 实时跟踪每一封所发送信件的投递状态，不用对方

退信，既可知道信件投递失败原因

3 邮件监控模块 实现高层对下面部分账号或全部账号的收件，收件、

发件或者收发件的安全监控，可以设置多重监控，

分级监控

4 邮件召回模块 针对发出去的信件，在对方未阅读之前，及时召回，

只针对我们的系统内部用户

5 定时发信模块 实现定时发信功能、定时发信具备防滥发功能

6 邮件到达短信通知 通过与相应网关的结合，实现邮件到达手机短信通

知及提醒

7 邮件双机备份 DB 及 Rsvnc 工具实现用户数据，管理信息及邮件

信息的镜像和同步

8 用户自注册模块 提供标准的用户自注册及自动开通服务

9 统一登录 SSO 模块 实现与其他网络应用系统（游戏、电子商务、OA、

虚机等）SSO 统一登录认证及管理

10 邮件列表控制模块 三种列表类型，可设定列表管理员，可设定列表发

信权限

11 邮件快照 所有收发邮件，均保留一份快照，所有收发邮件,均

被记录,包括主题、正文、附件名等，但不含附件本

身，快照用户无权删除，实现数据可追查，审计。

12 邮件迁移 对当前的邮件系统所有帐号和邮件进行无缝数据迁

移。数据迁移的同时邮件系统不间断运行。邮件迁

移过程中不影响正常邮件收发。

13 多级角色管理 体现企业组织架构，实现层级管理，可以设置老板

角色，以及通过权限分配，实现层级管理，可以完

全满足基于组织的管理形式，实现上级可以查看下

级的邮件快照，从而让整个公司邮件通信处于安全

掌控之中。

14
跨屏邮件同步支持

企业邮箱邮件系统，可以自动保存客户端发送的邮

件到服务器端已发送文件目录，从而实现客户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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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处办公，均可实现同步跨屏操作。用户在办公

室时可使用客户端收发信件，在漫游出差的时候，

依然可以通过 web 查看到全部的收发记录，实现了

真正的跨屏邮件同步功能。

15

内置邮件归档

公司提供了对所有往来邮件的归档服务，实现历史

邮件的归档和检索、恢复、审计，符合赛班斯法规

遵从。同时提供归档权限管理，只有归档管理员才

能对已归档邮件进行打包下载等处理。归档管理员

拥有独立的密码管理机制。

16
高级 API 接口开发包

提供其他对 DB 二次开发的接口函数以及对系统

core 的 API 开发包

三 企业邮箱服务模块(按年

收取服务费)

1 基于云计算的反垃圾以

及指纹同步

采用集中分布，指纹动态交叉共享，有效审计来自

各大 ISP 和邮件系统发出的非法垃圾，同时基于指

纹库进行防滥发保护

同时系统集成结束后，应该对各个集成功能进行验证；

13. 集成管理

企业邮箱邮件系统，和点击科技、新锐集团、北京盛松科技、北京新中

天集团、浪潮集团，在多个项目中，进行了系统集成对接，拥有丰富的系统

集成经验。

企业邮箱邮件系统可以提供如下集成管理功能：

SSO 统一认证登录；

和网站统一集成；为网站提供接口，将网站前台信息转发到指定邮箱

和 OA 集成，和 OA 提供组织机构的同步操作，实现新邮件提醒和个

人邮箱登录接口页面的嵌入，实现 OA 系统的邮件收发功能



《及时邮系统白皮书》

91

支持所有主流的智能手机客户端，支持安卓、IOS 下的自带客户端手

机收发，包括 imap、pop、smtp 等功能，实现手机邮件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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