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逸盈科技解決方案
資安強化 數位轉型 專業服務



核心價值

n 技術與研發能力
• 專業技術人才-擁有數十位具專業認證技術支援人力
• 專業整合技術-提供寬頻網路及資訊安全專業技術整合
• 專業研發技術-自行研發網路加值應用技術

n 與國際大廠之代理與策略合作
• 代理世界知名網路設備產品
• 透過代理銷售及策略聯盟，建立長期而穩定之合作關係
• 掌握國際先進之關鍵技術及發展趨勢
• 原廠服務技術轉移，由逸盈科技整合各式應用方案

n 整合式及協同式行銷
• Consulting 提供完整規劃服務。
• Solution 以完整解決方案銷售為主。
• Service 提供所有售後服務支援。
• Provide Value Added Solutions through our Partners.

技術

品牌

整合



NETFOS Cyber Security Solution

Prevention
預防

Detection
發現

Response Forensics
回應與取證

FW/IPS/DDoS

Web Security

Email Security

Sand Box

AV

Mobile Security

ü 網路異常行為鑑識服務

SIEM（資安事件管理）
Big Data 分析

攻擊 感染 損害

警報和日誌

感染風險 營運風險

ü 端點主機異常行為鑑識服務

ü 資訊安全代管服務 MDR
ü 專業領域服務 Professional services

ü 網站安全弱點檢測與系統滲透測試服務

DLP

中芯數據 IPaaS（意圖威脅即時鑑識）



總覽

• 中芯數據意圖威脅即時鑑識服務（IPaaS）

• 中芯數據資安專業服務（Cyber Defense Center）

• F5 新世代完整的應用交付安全防禦平台

• F5 進階應用程式資安解決方案

• Nutanix 企業雲核心基礎架構

• McAfee 裝置到雲端網路安全性

• McAfee 網路威脅偵測與入侵防禦系統（IPS）

• McAfee Web Protection 網路安全與網頁篩選

• McAfee 資料外洩防護（DLP）

• McAfee 端點防護

• McAfee 伺服器與物聯網裝置的強固化解決方案

• McAfee 雲際融合防護 （UCE）

• Extreme 新世代矩陣式網路架構

• ExtremeCloud IQ 雲端運算無線網路

• Check Point 單一安全架構 統合政策管理

• Cato 雲整合的網路與安全架構與多層次資安防護解決方案

• Gigamon 資安訊息平台 SSL 流量及應用程式可視化

• ExtraHop NDR 平台透過機器學習網路流量來分析關鍵資產

• NETSCOUT 安全與效能有『視』無恐

• NETSCOUT Arbor DDoS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防禦

• Zscaler 資安雲啟動安全可靠的雲端轉型

• Qualys 數位資產自動化安全監控與合規解決方案

• N-Partner IT智慧維運新觀點



中芯數據意圖威脅即時鑑識服務（IPaaS）

IPaaS （ Intention Prediction as a Service ）採用機器學習和自動化技術，將
鑑識分析人工智慧化，能夠預測行為動向、攔截安全威脅路徑、持續自我演進和
自我學習，達到消除零日威脅。

不用昂貴的硬體設備，隨防護需求彈性佈建，節省不必要的成本及人力。適合分
散式企業建置、整個企業監控、重要主管貼身保鏢，保護數位資產遭竊取的風險。

n 端點威脅即時檢測
資安攻擊日趨“針對性”及“持續性”，越來越多的攻擊可繞過傳統的資安
設備防線，直達端點。

n 持續性的檢測、監控及分析
傳統一次性或定期檢測方式，常出現“時間差”及“漏網之魚”等問題，沒
辦法在災損出現或擴大前即時發現或阻斷，更無法針對軌跡進行追蹤與全面
阻絕。

n 資安事件回應及遠端處理
資安事件具“時效性”及“迫切性”，需在災損出現或擴大前予以即時處理。
服務商需擁有專業技術團隊並輔以遠端處理方式，方可在 短時間完成事件
處理並降低災損影響

IPaaS 方案的佈署範圍內，服務期間提供不限

次數的資安事件偵測與處理服務，主要服務內

容包含：

n 即時惡意行為偵測與分析。

n 即時資安事件處理，提供相關處理建議。

n 分析資安警報根因，徹底解決風險。

n 提供完整事件分析報告，符合資安通報

的需求。

n 提供惡意程式分析報告。

即時告警，由資安顧問建議處理方式，並提

供一鍵式的隔離、刪除或自動刪除。



中芯數據資安專業服務（Cyber Defense Center）

n 外部滲透測試
評估暴露在internet的系統、服務和應用程式的漏洞，了
解企業資產的風險。

n 內部滲透測試
模擬企業內部惡意員工或已經在內部的假面員工（駭客）
違規行為的風險。

n Web、App應用評估
評估網站及移動應用程式的漏洞，導致未經授權的訪問，
了解代理訪問關鍵數據及應用程式的安全性。

n 社交工程
評鑑員工的資安意識。

資安監控維運組
n 7x24威脅監控服務
n 設備維運服務

資安鑑識顧問組
n 專屬資安顧問（事件通報處理窗口）
n 惡意程式逆向分析服務
n 端點、網路異常行為鑑識服務

我們是你們的資安夥伴，作為您內部資安團隊的延伸，協助企業共同防禦進階威脅。

企業電腦安全事件處理小組



F5 新世代完整的應用交付安全防禦平台

Resources

虛擬 多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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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新世代完整的應用交付安全防禦平台

應用說明 在多雲環境中，部署一致性的安全政策，協助企業解決快速進化的安全威脅，確保企業數位轉型的成功。F5 
BIG-IP實現將所有的功能及管理整合在單一平台中，除了簡化管理流程，更有效協助面對L4-L7各種進階威脅攻
擊的防禦。

解決方案 n LTM（Local Traffic Manager）伺服器負載平衡：伺服器負載平衡、4-7層應用服務交付，實體機／虛擬機
的流量、效能管理及憑證管理(SSL Offload)。

n DNS（Domain Name System）雲端服務與全球伺服器負載平衡：強大的DNS效能判別後端資源，並提供
DNS Security防禦能力。

n ASM（Applic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WAF網頁應用防火牆&L7 DDOS：全代理模式網頁應用程式
防火牆，提供第七層完整防禦效能。

n APM（Access Policy Manager）存取政策管理工具：透過與SSO系統的整合，可判別不同裝置的控管及
資源派送。

n AFM（Advanced Firewall Manager）網路防火牆&L3/L4 DDOS：確保你關鍵應用在受到各種網路和應
用程式等級攻擊的保護。

n IPI （IP Intelligence）應用交付安全防禦平台：藉由辨識相關聯的IP地址並運用安全方案情資，結合 新威
脅資訊收集和BIG-IP應用交付平台的統合政策執行能力。

n SSL Orchestrator 加密流量檢測分析設備：可視性和控制，查看加密流量隱藏的內容，快速識別和阻止潛
在的威脅。IT 管理人員可決定各種 SSL 連線的處理方法，包括是否需要解密，或者是否需要經過Proxy 、
IPS 或拆解 SSL 證書等。

產品優勢 n 全球應用系統傳輸網路的領導廠商
n Gartner 魔術象限評選 ADC 領導品牌－連續 10 年
n Gartner 魔術象限評選 WAF 領導品牌－Gartner 2017

案例產業 政府、醫療、教育、非營利組織、電信



自動化攻擊 (Bots)

應用程式攻擊 存取管理與帳號竊取 阻斷服務

F5 應用程式防護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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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進階應用程式資安解決方案



F5 進階應用程式資安解決方案

應用說明 因應使用者無論何時、何地，使用任意存取方式，對於存取方便以及快速單點登入或社交登入的期望，對於應用
程式或資料的防禦部署策略難度更加提升。F5 Advanced Web Application Firewall（Advanced WAF）針對現
有客戶的特定平台進行功能擴充，對於已有伺服器負載均衡考量的環境，也可做為強化企業用戶提升防禦能力的
加值項目，提供企業邁向雲端時代之路的全面性應用程式防護平台。

解決方案 n F5 Advanced WAF 保護多重雲端應用安全：全代理模式網頁應用程式防火牆，提供第七層完整防禦效能。
n F5 IPI (IP Intelligence) 應用交付安全防禦平台：藉由辨識相關聯的IP地址並運用安全方案情資，結合 新威

脅資訊收集和BIG-IP應用交付平台的統合政策執行能力。
n F5 Threat Campaign 關聯式威脅資料庫：藉由F5 Network領先技術，避免網站遭受惡意BOT連線攻擊，提

供服務鏈完整防護。

產品優勢 n 傑出的保護能力，防範帳密竊盜與濫用。
n 唯一能夠全面舒緩Web與行動殭屍網路威脅的WAF。
n 在Layer 7 DDoS偵測方面，採用機器學習與行為分析以達到高精確度。
n 市場 具延展性的WAF方案

n Botnet Protection：搭配機器人行為特徵碼以及 Proactive Bot Defense 功能運用了指紋辨識及互動
機制，能從網路連線的層級來偵測與阻擋，強化辨識與減緩這類異常活動的能力，降低對應用系統的
影響。

n Prevent Account Takeover：提供了應用程式層級的加密機制來因應，稱為 DataSafe，企業即可在
不需修改網站應用程式的狀況下，獲得動態加密網頁內容的能力，藉此保護敏感資料；另外，
Credential Stuffing Mitigation的機制，運用比對身分資料庫的方式，防護由多個來源發起的分散式
暴力破解手法。

n App-Layer DDoS Protection：提供Behavioral DoS，透過機器學習能力針對網站主機端的狀態進行
監控，構出常態流量，減少人工條測的時間並提高防護策略精準度。

案例產業 政府、醫療、教育、非營利組織、電信、電子商務



Nutanix 企業雲核心基礎架構

Nutanix 企業雲產品組合

營運持續計畫(BCP)服務

應用服務

網路

虛擬化 / 容器化 服務

軟體定義運算 & 儲存

Nutanix 超融合架構HCI首選
Nutanix Appliances NX-Series 

Objects
Object Storage

Rest API Interface

Files
SMB/NFS Service

File Auditing

Volumes
iSCSI Service

Bare Metal Support

Metro Availability
Active-active RPO 0

AHV – Nutanix Hypervisor

Replication
DR with Orchestration Tunable RPO

Flow

Application Security Micro-segmentation

Network Management Service

Virtual Switching Network Visualizer

Era

Database-as-a-service Time Machine

Xi IoT

Edge Processing Machine Learning & AI Dataflow Management

Acropolis
HCI Cloud OS

SDC & SDS Service

Mission 
Critical

Finance & 
HR

IT Oper Non-core VDICloud 
Native

Karbon

Prism

Infra & Storage Mgmt

Cluster & VM Operation

BCP Management

Performance Monitor

Event & Alert Mgmt

Reporting & Forecast

Calm
Multi-Cloud Orchestration

Lifecycle & Auto Scaling

Beam

Cloud Cost Optimization

Security Governance

服務管理

Application Topology



Nutanix 企業雲核心基礎架構

應用說明 Nutanix 超融合基礎架構的核心是由 Acropolis作業系統（AOS）、Prism以 及 AHV 結合而成，在核心之上則提
供 Nutanix Essentials 的產品選項，提供企業強化虛擬平台的服務與安全。在企業轉型多雲與混合雲架構方面，
Nutanix Enterprise 則提供了相關的各種應用服務，協助企業更輕鬆的透過Nutanix建立混合雲。Nutanix 企業雲
不管是 Nutanix Essentials 或是 Nutanix Enterprise 都必須奠基在超融合核心基礎架構之上。

AHV 是 Nutanix 原生專為 HCI 設計的 Hypervisor，內含高可用性、虛擬機器（VM）移轉、動態負載平衡以及
備份與災難復原功能，因而甚受企業歡迎，而Prism是Nutanix的管理介面，能針對底層硬體與虛擬化平台進行管
理監控以及效能分析，而且在軟體與韌體升級的部份，在軟硬體的版本匹配後，透過Prism便能一鍵升級。

解決方案 n 軟體定義網路 – 東西向防火牆、網路微分割，虛擬網路可視化、支援網路自動化

n 企業檔案儲存服務 -軟體定義的NAS檔案伺服器，可視化檔案的使用與分析統計使用者存取紀錄。

n 應用程式自動佈署 - Calm 將應用程式的建置、使用與管理做自動化佈署。

n 企業智慧IT管理 - 智慧分析與自動化管理、智慧分析可用於大規模運營管理，對資源進行有效的掌控與應用。

產品優勢 n Flow - 具備虛擬網路東西向防火牆功能，提升企業維持穩定可靠的VM環境。
n Files - 協助企業建立無縫擴展的單一命名空間的NAS，透過可視化可以統計使用者違規存取檔案的次數，稽

核企業內部的潛在檔案洩漏風險，並可以預先設定政策主動警示協助自動化管理。

n Calm - 可橫跨各種環境，包括公有雲及私有雲，提供簡單、可重複、自動化的應用程式管理能力，協助企業
在開發、測試、上線的大量部署可以縮短企業的服務上線時間。

n Prism Pro - 智慧機器學習與自動化管理、主動異常偵測與自動修復、容量預測自動優化VM自動擴展、自動
製作快照、主動客製運維報表產出，讓基礎管理不在是IT人員的工作負擔。

案例產業 政府、教育、金融、企業、製造業、電商、電信



McAfee 裝置到雲端網路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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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Afee 從情報進化到深入解析的安全防護

n MVISION Cloud

（Could Access Security Broker, CASB ）
雲端存取安全性中介服務，透過單一雲端安全平台強制執行點來防

護雲端企業資料外洩，同時阻擋 SaaS、PaaS 和 IaaS 的雲端威脅。

n NSP （ Network Security Platform ）

網路威脅偵測與入侵預防
超越了 IPS 特徵碼比對的方式，運用多層式無特徵碼技術來抵禦未

曾見過的威脅。包括完整的通訊協定分析、威脅信用評價和行為分

析來偵測及抵禦惡意軟體回呼、阻絕服務 (DoS)、零時差攻擊和其他

進階威脅，藉此針對網路流量執行深度檢查與防護。

n WGCS （ Web Gateway Cloud Service ） Cloud 

Proxy 雲端上網行為管控與防禦
提供漫遊用戶與分公司上網行為、內容控管與內容進階威脅分析。

n MWG （ McAfee Web Gateway ）

Proxy 上網行為管控與防禦
可管控超過1000+以上的 Web Applications，以達成細部Web使用

管理政策。透過 McAfee Gateway Anti-Malware Engine 已註冊專

利的方法，進行無需特徵碼之快速線上主動式意圖分析。即時篩選

與攔阻 Web 流量中未知或零時差的惡意內容。

n ATD (Advanced Threat Defense) 進階威脅防禦
提供結合深層靜態程式碼分析、動態分析與機器學習，偵測變種病

毒與高度偽裝規避性威脅。可與McAfee IPS、Proxy、ENS端點防

護及第三方電子郵件閘道整合。

n DLP (Data Loss Prevention) 資料外洩防護
提供雲端、端點、儲存設備、電子郵件及網頁等各種管道資料外洩

全⾯面性預防機制，使資料管理符合 GDPR 等法規依循，並提供單一

管理平台及政策管控。

n ENS（Endpoint Security）端點防護
提供端點完整的進階威脅防護，透過單一代理程式即可達成防護、

偵測與回應 (EDR)、及系統強化功能。

n ePO （ePolicy Orchestrator）集中管理平台
適用於雲端或內部部署環境。集中管理McAfee各安全產品、協調控

制項、共用情報及自動化工作流程之間，均能彼此配合順暢運作，

使大型企業得以透過單一主控台管理數十萬計的節點簡化管理作業。

另可集中共同管理 Microsoft Windows 10 Defender 等內建的工具

和原生控制項，讓組織善用並提升原生的 Microsoft 系統功能。

n TIE (Threat Intelligence Exchange) 本地威脅情報
透過開放式通訊架構Data Exchange Layer (DXL)簡化整合，藉由

McAfee 全球威脅情報來源(GTI)、本地端點、閘道及進階分析解決

方案與跨廠牌安全解決方案，即時共用本地威脅情報進行聯防。

McAfee 提供完善的網路安全解決方案。 保護您的電腦、端點、網路和雲端不受病毒、
惡意軟體及其他安全威脅所侵擾，協助您實現業務成果所精心打造的安全性。



McAfee 網路威脅偵測與入侵防禦系統（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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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Afee 網路威脅偵測與入侵防禦系統（IPS）

應用說明 McAfee IPS (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 網路威脅偵測與入侵防禦系統：提供多重免特徵碼式引擎防禦網路
威脅，並整合多產品方案擴展網路威脅可視度與即時性。

解決方案 n NSP (Network Security Platform ; IPS) 網路威脅偵測與入侵防禦系統：超越了 IPS 特徵碼比對的方式，運用多層式無特徵碼
技術來抵禦未曾見過的威脅。包括完整的通訊協定分析、威脅信用評價和行為分析來偵測及抵禦惡意軟體回呼、阻絕服務
(DoS)、零時差攻擊和其他進階威脅，藉此針對網路流量執行深度檢查與防護。

n GAM (Gateway Anti-Malware engine)行為意向式分析防護引擎：是McAfee即時阻擋零時差惡意軟體的多平台引擎，利用
已註冊專利的方法來進行無需特徵碼之快速線上主動式意圖分析。可在闡道上即時檢測並阻止惡意軟體威脅-從病毒、廣告軟
體、間諜軟體及風險軟體的所有內容。保護終端用戶免受零時差威脅和針對性攻擊。

n GTI (Global Threat Intelligence) 全球威脅情報：透過結合Web與檔案信譽，以及Web分類篩選與地理位置功能，提供網路
行為防護，縮短偵測到遏止威脅的時間。

n NTBA (Network Threat Behavior Analysis)：提供網路基礎架構的即時分析和威脅防護，透過相容NetFlow, J-Flow, and 
IPFIX網路流量資料蒐集並整合網路Layer 7資訊，延伸McAfee IPS 的流量可視度。

n EIA (Endpoint Intelligent Agent)：整合端點完整的應用層可視度，可偵測及控制受害端點，防止其將惡意流量偽裝成合法網路
流量並加以傳輸。

n ATD (Advanced Threat Defense) 進階惡意軟體分析沙箱：結合深層靜態程式碼分析、動態分析與機器學習，提供更精準的偵
測功能。可與現有的 McAfee 解決方案、第三方電子郵件閘道以及其他支援開放標準的產品整合。

n TIE (Threat Intelligence Exchange) 本地威脅情報：透過DXL簡化整合，藉由McAfee 全球威脅情報來源(GTI)、本地端點、閘
道及進階分析解決方案與非McAfee安全解決方案即時使用本地威脅情報，以降低實行與運作成本。

n ePO (ePolicy Orchestrator)集中管理平台：適用於雲端或內部部署環境。統合並集中管理McAfee各安全產品、協調控制項、
共用情報及自動化工作流程之間，均能彼此配合順暢運作，使大型企業得以透過單一主控台管理數十萬計的節點簡化管理作業。
並產生儀表板與報告滿足法規遵循需求。

產品優勢 n Gartner 魔術象限，入侵防禦系統IPS ，評選 McAfee 為領導象限品牌－連續 12年。

n Radicati 市場象限，進階持續性威脅攻擊(APT)防護，評選McAfee為Top Player－連續 2年。

n 可建立客戶自有本地威脅情報與提供網路鑑識資訊。

案例產業 教育、醫療、政府、企業、金融、電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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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Afee Web Protection 網路安全與網頁篩選

應用說明 McAfee Web安全防護：無論企業內部、雲端或混合式組合佈署，提供企業內部/雲端/混合環境完整上網行為管
理與威脅防護，並與McAfee聯防架構整合達成簡化集中管理

解決方案 n MWG (McAfee Web Gateway ; Proxy) 安全網頁閘道：可管控超過1000+以上的 Web Applications，以
達成細部上網行為之使用管理政策、內容控管與內容進階威脅分析。另在Web Gateway上，透過McAfee 
Gateway Anti-Virus engine及 Gateway Anti-Malware engine。即時攔阻 Web 流量中未知或零時差的惡
意內容。

n GAM (Gateway Anti-Malware engine)行為意向式分析防護引擎：是McAfee即時阻擋零時差惡意軟體的多
平台引擎，利用已註冊專利的方法來進行無需特徵碼之快速線上主動式意圖分析。可在闡道上即時檢測並阻
止惡意軟體威脅-從病毒、廣告軟體、間諜軟體及風險軟體的所有內容。保護終端用戶免受零時差威脅和針
對性攻擊。

n GTI (Global Threat Intelligence)全球威脅情報：透過結合Web與檔案信譽，以及Web分類篩選與地理位置
功能，提供上網行為防護，縮短偵測到遏止威脅的時間，並根據 Web 流量與使用者來源國家/地區進行的原
則管理。

n WGCS (Web Gateway Cloud Service ; Cloud Proxy)雲端安全網頁閘道：提供漫遊、行動用戶與分公司上
網行為內容控管與內容進階威脅分析。

n MVISION Cloud (Could Access Security Broker ; CASB) 雲端存取安全性中介服務：透過與McAfee地端或
雲端安全網頁閘道整合，由單一雲端安全平台強制執行點來防護企業資料自雲端外洩，同時阻擋 SaaS、
PaaS 和 IaaS 的雲端安全威脅。

n ePO (ePolicy Orchestrator)集中管理平台：適用於雲端或內部部署環境。集中管理McAfee各安全產品、協
調控制項、共用情報及自動化工作流程之間，均能彼此配合順暢運作，使大型企業得以透過單一主控台管理
數十萬計的節點簡化管理作業。並可整合建立於企業內部的McAfee威脅情報平台(TIE)。

產品優勢 n McAfee 為唯一橫跨 Gartner, IDC, Forrester市場領導者。連續 3 年獲Gartner 魔術象限中雲端存取安全代理
CASB領導象限，連續2年Forrester Wave領導品牌，IDC Marketscape 獲選為領導品牌。

n Gartner 客戶 佳選擇獎，包括McAfee安全網頁閘道 SWG、雲端存取安全代理CASB 、資料外洩防護DLP。
n 獲評選為安全網頁閘道類別的 佳惡意軟體防護 (AV-TEST)。
n 提供內部/雲端/混合環境上網安全與企業服務防護，並統合雲端和內部部署簡化管理，以實現嚴密的安全性。

案例產業 教育、醫療、政府、企業、金融、電信等



McAfee 資料外洩防護（D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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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Afee 資料外洩防護（DLP）

應用說明 McAfee DLP (Data Loss Prevention) 資料外洩防護：提供雲端、端點、儲存設備、電子郵件及網頁等各種管道
資料外洩全⾯面性預防機制，使資料管理符合 GDPR 等法規依循，並提供單一管理平台及政策管控。

解決方案 n DLP Prevent 分析電子郵件訊息與 Web 流量、套用 McAfee DLP 原則，以及將事件與證據傳送至 DLP 事件
管理員。並將事件記錄在 McAfee ePO 中以供後續檢閱案例之用。支援光學字元辨識 (OCR) 。

n DLP Monitor 分析網路流量，然後為支援的通訊協定建立事件或儲存證據。會套用網路通訊保護規則、
Web 保護規則或電子郵件保護規則。支援光學字元辨識 (OCR) 。

n DLP Endpoint 用戶端套用原則並封鎖或允許使用者動作，支援MAC與Windows終端。

n Device Control 控制何種資料可複製到卸除式裝置，或控制裝置本身。 它可完全封鎖裝置，或將裝置設為
唯讀。

n DLP Discover 掃描本地與雲端存放庫以及本地資料庫中的檔案，偵測與分類敏感內容，移動或複製敏感檔
案以蒐集檔案詮釋資料。

n MVISION Cloud (Could Access Security Broker ; CASB) 雲端存取安全性中介服務：將 DLP 原則
MVISION Cloud 整合，在雲端偵測使用者行為並套用DLP保護規則。

n ePO (ePolicy Orchestrator)集中管理平台：適用於雲端或內部部署環境。統合並集中管理McAfee各安全產
品、協調控制項、共用情報及自動化工作流程之間，均能彼此配合順暢運作，使大型企業得以透過單一主控
台管理數十萬計的節點簡化管理作業。集中式ePO控管平台管理全部資料保護需求，並產生儀表板與報告滿
足法規遵循需求。

產品優勢 n Gartner 魔術象限，雲端存取安全代理CASB 評選 McAfee 為領導象限品牌－連續 3 年，Forrester Wave獲
選為領導品牌－連續 2年，IDC Marketscape獲選為領導品牌，且為唯一橫跨Gartner, IDC, Forrester市場領
導者。

n Gartner 客戶 佳選擇獎，包括McAfee安全網頁閘道 SWG、雲端存取安全代理CASB 、資料外洩防護DLP。

n 資料外洩防護完整強制控制點，涵蓋雲端、電子郵件及網頁、端點、儲存設備等

案例產業 教育、醫療、政府、企業、金融、電信等



McAfee 端點防護 迅速偵測、抵禦及修正進階威脅

McAfee ePolicy Orchestrator 統合管理中控台使得安全管理更加簡單方便

• 減少個別管理平台數量，部署及管理公有雲或私有雲的安全性，可針對實體、虛擬與雲端部署，
落實安全防護工作。

• 一個控制台管理McAfee的端點和雲端負載安全，大型企業得以透過單一主控台管理數十萬計
的節點簡化管理作業。

• 自動化貫穿企業安全架構，快速創建、更新和應用安全性原則。

• 整合 McAfee SIEM、網路安全管理器以及其它的IT及安全產品，使得您的系統運行順暢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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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Afee 端點防護 迅速偵測、抵禦及修正進階威脅

應用說明 McAfee 提供端點完整的進階威脅防護，透過單一代理程式即可達成防護、偵測與回應 (EDR)、及系統強化功能。

解決方案 n Threat Prevention 威脅防護：防止威脅存取系統、在有人存取檔案時自動掃描檔案，並對用戶端系統上的
惡意軟體執行目標掃描。

n Firewall 防火牆：監視電腦與網路和網際網路上資源之間的通訊，攔截可疑通訊。
n Web Control Web控制：監視用戶端系統上的 Web 搜尋與瀏覽活動，並根據安全分級和內容封鎖網站及下

載項。
n Adaptive Threat Protection 自適性威脅防護：分析來自企業的內容，並根據檔案信用評價、規則和信用評

價閾值決定回應方式。
n Device Control 裝置控制管理：可控管及封鎖任何卸除式裝置存取，如USB 隨身碟、Apple iPod、Bluetooth 
裝置、CD 或 DVD 等卸除式媒體。

n Endpoint Threat Defense and Response：偵測、保護及修正防禦機制，同時主動加以調整以抵禦零時差
惡意軟體、灰色軟體及勒索軟體。

n TIE (Threat Intelligence Exchange) 本地威脅情報：透過DXL簡化整合，藉由McAfee 全球威脅情報來源
(GTI)、本地端點、閘道及進階分析解決方案與非McAfee安全解決方案即時使用本地威脅情報，以降低實行
與運作成本。

n ePO (ePolicy Orchestrator)集中管理平台：適用於雲端或內部部署環境。統合並集中管理McAfee各安全產
品、協調控制項、共用情報及自動化工作流程之間，均能彼此配合順暢運作，使大型企業得以透過單一主控
台管理數十萬計的節點簡化管理作業。並產生儀表板與報告滿足法規遵循需求。

產品優勢 n Gartner 客戶 佳選擇獎，McAfee端點防護。
n Radicati 市場象限，McAfee端點防護，獲得評選為市場領導者。
n Cybersecurity Excellence Awards 端點安全性類別銀牌、行動安全性MVISION Mobile銀牌。
n InfoSec 佳創新端點安全。
n 透過ePO (ePolicy Orchestrator)集中管理平台，集中管理異質端點(macOS/Windows/Linux)、行動裝置

(iOS/Android) 與Microsoft Windows 10 Defender 等內建的工具和原生控制項。

案例產業 教育、醫療、政府、企業、金融、電信等



McAfee 伺服器與ATM的白名單解決方案

Anti-malware
防惡意程式

Host Firewall
主機防火牆

Intrusion
Prevention

入侵防護

Application
Control

動態白名單

File Integrity
Monitoring

檔案完整性監控

Behavior 
Detection
機器學習

發倔
&

監控



McAfee 伺服器與ATM的白名單解決方案

應用說明 McAfee 伺服器與ATM裝置安全防護：自動封鎖未獲授權之應用程式的執行，以及防護伺服器及ATM裝置重要檔
案或登錄機碼遭到竄改。資源耗用量少、低負荷且獨立於應用程式之外的解決方案。

解決方案 n Application Control 應用程序控制：
l 動態白名單：只有受信任的應用程序才能在設備，服務器和桌面上運行。封鎖未獲授權之應用程式的執行

作業，無須更新特徵碼，即可抵禦零時差及進階持續性威脅攻擊(APT)。強化安全性及降低維護成本，還
能自動接受透過受信任通道所新增的軟體。

l 記憶體控制：記憶體控制能防護系統上，經由記憶體緩衝區溢位攻擊遭到入侵，避免讓劫持處理程序的惡
意程序嘗試得逞。

n Change Control 變更控制：
l 檔案完整性監控：持續追蹤檔案與登錄機碼的變更，並識別那些人員變更那些檔案。
l 變更預防：預防重要檔案與登錄機碼遭到竄改，只允許符合更新原則的變更，提供持續的可見性與即時管

理能力。
l 符合法規遵循要求並可供稽核：預防因未預期變更導致的服務中斷，單一管理與報告系統，取得驗證法規

遵循所需的所有資訊。
n ePO (ePolicy Orchestrator)集中管理平台：適用於雲端或內部部署環境。統合並集中管理McAfee各安全產
品、協調控制項、共用情報及自動化工作流程之間，均能彼此配合順暢運作，使大型企業得以透過單一主控台管
理數十萬計的節點簡化管理作業。並產生儀表板與報告滿足法規遵循需求。

產品優勢 n Forrester Wave市場領導者，從資料中心內部部署到雲端環境工作負載安全防護，獲得評選為市場領導者。
n 保護伺服器、虛擬機器、自動櫃員機(ATM)、銷售點終端機(POS)、醫療照護終端、互動式自助服務機
(KIOSK)免受攻擊和符合法規。
n 支援舊版作業系統或嵌入式系統(如 Microsoft Windows XP、Windows XPE、Windows 7 Embedded、
WEPOS、 Pos Ready等) 。
n 提供內部/雲端/混合環境與企業服務防護，並統合內部和雲端部署，簡化集中管理，以實現嚴密的安全性。

案例產業 醫療保健、零售、金融、航太國防等



McAfee 雲際融合防護 （UCE）

McAfee MVISION Cloud
(CASB:雲訪問安全代理)

唯一橫跨Gartner, IDC, Forrester市場領導者

Data Loss 
Prevention

Web 
Protection

MVISION 
Cloud

MVISION
ePO

CLOUD
DEVICES

從裝置到雲端的解決方案 —— 融合Web、DLP 與CASB的雲際防護

Integrated = Complexity         Converged = Simplicity



McAfee 雲際融合防護 （UCE）

應用說明 McAfee Unified Cloud Edge (UCE) 雲際融合防護：保護從雲端到裝置的所有資料，並防範企業網路無法察覺
的雲端原生威脅。如此能創造出適合採用雲端服務的安全環境，讓任何裝置都能透過雲端存取，生產力也可以發
揮到極致。

解決方案 n 保護工作所需的所有資料，並且防禦雲端原生威脅。
n 進階陰影IT(Advanced Shadow IT)管理與防護。

n MVISION Cloud (Could Access Security Broker ; CASB) 雲端存取安全性中介服務：透過與McAfee地端或
雲端安全網頁閘道整合，由單一雲端安全平台強制執行點來防護企業資料自雲端外洩，同時阻擋 SaaS、
PaaS 和 IaaS 的雲端安全威脅。

n WGCS (Web Gateway Cloud Service ; Cloud Proxy)雲端安全網頁閘道：提供漫遊、行動用戶與分公司上
網行為內容控管與內容進階威脅分析。

n DLP (Data Loss Prevention) 資料外洩防護：提供雲端、端點、儲存設備、電子郵件及網頁等各種管道資料
外洩全⾯面性預防機制，使資料管理符合 GDPR 等法規依循，並提供單一管理平台及政策管控。

n ePO (ePolicy Orchestrator)集中管理平台：適用於雲端或內部部署環境。統合並集中管理McAfee各安全產
品、協調控制項、共用情報及自動化工作流程之間，均能彼此配合順暢運作，使大型企業得以透過單一主控
台管理數十萬計的節點簡化管理作業。並產生儀表板與報告滿足法規遵循需求。

產品優勢 n Gartner 魔術象限，雲端存取安全代理CASB 評選 McAfee 為領導象限品牌－連續 3 年，Forrester Wave獲
選為領導品牌－連續 2年，IDC Marketscape獲選為領導品牌，且為唯一橫跨Gartner, IDC, Forrester市場領
導者。

n Gartner 客戶 佳選擇獎，包括McAfee安全網頁閘道 SWG、雲端存取安全代理CASB 、資料外洩防護DLP。

n 透過單一集中管理平台 ePO (ePolicy Orchestrator)，簡化融合防護以及其他McAfee解決方案的管理與符合
法規遵循需求。

案例產業 企業、航空運輸、零售、醫療、教育等



Check Point 單一安全架構 統合政策管理

安全管理平台

整合安全政策
與威脅日誌管控

單一安全架構 統合政策管理

AI智能威脅情資引擎

安全管理服務
行動裝置

網路存取安全

保護裝置系統

應用程式安全

Capsule 
WorkSpace/Docs

安全連線(VPN)

安全內部存取

機敏文件保護

端點設備

勒索軟體防護

端點鑑識

進階威脅防護

Access/Data Security

應用存取控制

媒體資料加密

文件管理與存取

混合雲應用

總部/主中心 分公司

嚴謹區段存取控制

多層次安全防護

進階威脅防護

資料保護防外洩

應用控制

多層次安全防護

進階威脅防護

Wi-Fi, DSL, PoE Ready

邊際網路

應用程式

身份識別保護

機敏資料保護

零時差威脅防護

End-to-end SaaS 安全

基礎設施

進階威脅防護

可適應性安全

自動化安全優化調整

跨雲平台政策治理
與安全配置回覆

Hybrid Cloud



Check Point 單一安全架構 統合政策管理

應用說明 資安強國以色列的安全領導廠商 Check Point， 專注於資安解決方案研發公司。是台灣金融產業首選資安夥伴。
針對式勒索軟體攻擊、日益嚴重的惡意釣魚攻擊，雲端化服務應用IaaS/SaaS/PaaS、行動裝置威脅，5G&IoT資安漏
洞，甚至於AI應用於資安優化未知防護，Check Point都有相對應的解決方案。

解決方案 n 分點與IoT防護：高度性價比與完整功能，正確 Sizing 與主導規格，提供防火牆、IPS授權，業界「黃金標準」
中央管理機制。

n 全面APT防禦(進階威脅)：安全防護優勢與整體效益，具備多重威脅防護機制，簡化管理與安全政策，可視效
能需求持續擴充。

n 核心網路安全：Maestro新世代叢集技術 (具備高擴充與彈性管理能力)，位列業界翹楚的安全防護功能，叢集
效能優異，未來擴充性高。

n 全球最大威脅情資資料庫 ThreatCloud：轉換來自全球10萬個安全閘道與端點防護威脅情報數據，由被動情
資蒐集立即轉變為主動安全保護。

n 完整結合SD-WAN解決方案並因應安全管理需求
n 整合UEM管理：與MDM整合運作，完整強化行動資安。

產品優勢 n 獲得多項全球安全調查機構評比推薦
n Gartner / 網路安全: 連續20次位居ENFW領導者象限
n Gartner / 網路安全: 連續7年位居UTM領導者象限
n NSS / 網路安全: 高安全防護率(NGFW/NGIPS/BDS/BPS)
n AV Test / 端點安全: 高防禦分數: 17.5/18
n Forrester / 端點安全: 端點安全防護評比領導者
n IDC / 行動安全: 高行動安全效益評鑑
n Gartner / 雲服務安全: Dome9, Cool的Cloud Security方案

案例產業 金融、企業、電信、政府、教育、高科技、製造



Check Point Maestro 劃世代網路安全堆疊防護架構

傳統叢集

實際上僅有一台運作(HA)
第二台只有備援用途

兩台設備
1 Gbps

全球最先進安全硬體叢集技術單一平台提供最高度效能與備援

MAESTRO 
雲資料中⼼
叢集架構 各設備獨立運作並同步

完整線性效能擴充性

三台設備
3 Gbps

HyperScale
雲資料中心專屬叢集科技

電信級擴充能力
負載

負載

最高可達
52台設備

立即擴增威脅
防護效能

依網路流量
隨時擴增防⽕牆效能架構設計

Check Point Maestro 劃世代網路安全架構

• 雲資料中心專屬叢集科技，用多少買多少，無需預留未來升級空間。
• 改進傳統防火牆僅能支援 Active-Standby 架構，Check Point 已進入 Active-Active 資安防

護架構，讓您的投資不打折。
• 大量網路流量激增，如：週

年慶、購票系統等大量流量
湧入，只要新增設備，網路
效能立刻線上增加，無須更
換硬體設備，且新設備加入
僅需6分鐘即可完成。

• 業界首創 1Tbps 威脅房防
護效能， 高單一叢集可達
52台。



Check Point Maestro 劃世代網路安全堆疊防護架構

應用說明 利用Maestro實現超過1 TBps的威脅防禦。專為大型企業和資料中心打造的全新網路安全產品解決方案，提供業
界領先的Tbps（每秒位元數）級第五代網路威脅防護技術，且不會影響網路的效能、可操作時間（uptime）和
可擴展性。
大型資料中心專屬叢集科技，用多少買多少，無需預留未來升級空間。大量網路流量激增，如：週年慶、購票系
統等大量流量湧入，只要新增設備，網路效能在六分鐘內立刻線上增加，無須更換硬體設備。

解決方案 Maestro 可以使單個閘道器在幾分鐘之內擴張至 50 倍寬度，迎向 5G 時代到來的流量擴張，能夠為任何規模的
企業提供服務，同時將其現有的安全閘道無縫擴展至超大容量，保護組織 大、 資源需求 高的環境，包括超大
規模資料中心、 電信運營商和行動網路。為企業擴大的網路業務規模找到立定新的安全防護標準。

Maestro 架構具有高度雲端化能力，可以在混合架構下更加智慧、統一的部署安全性原則， 提高工作效能同時
降低人為錯誤。

n 打破傳統防火牆 Active-Standby 架構，以堆疊方式不僅達成真正的Active-Active模式，且防護效能以等比級
數增加。

n 解決當有流量突增時，可立即將新設備加入服務，且無需複雜設定六分鐘即可上線。
n 安全超延展性，可依不同需求搭配不同的設備進行安全閘道叢集組合
n 符合業務成長與未來需求， 適於成長型及新創企業的安全需求大幅簡化管理與維運問題
n 電信/雲端中心等級的安全架構，隨心所欲的效能提升與可用性

產品優勢 n 新設備加入現有叢集僅6分鐘即可上線！
n 產品堆疊可堆疊 高52台設備。
n 業界首創 1Tbps 威脅防護效能
n 單一平台管理所有虛實網路閘道高度效益與擴充彈性
n 可動態調度安全資源於不同的安全群組設定(Security Group)

案例產業 金融、電信、政府、教育、高科技



Check Point SandBlast 零時差防護解決方案

• 以多重先進檢測引擎偵測未知可疑威脅檔案

• 以CDR技術傳遞轉檔後安全檔案(Web/Mail)

Hacker

Threat 
Intelligence

• 以即時雲端威脅情資與分析技術比對已知惡意程式特
徵碼

• 阻擋惡意程式下載/防護Exploit與惡意流量

CPU Level

Machine
Learning

Emulation Engine

File/URL
Reputation

Push Forward

Hacker

Traps & Decoys

Threat 
Intelligence



Check Point SandBlast 零時差防護解決方案

應用說明 偵測並攔截以前未發現的惡意軟體，將威脅防禦推向更高層次。

解決方案 n Check Poiont SandBlast Zero-Day Protection 搭載 Threat Emulation 和 Threat Extraction功能，可將威脅
防禦能力提升到下一個等級。其具備抗躲避惡意軟體偵測能力和全方位的保護，可阻擋 危險的攻擊，同時
可確保將內容快速且安全地傳遞給您的使用者。

n Threat Emulation 可執行深度 CPU 層級的檢查，在惡意軟體有機會部署和躲避偵測前就阻擋這些 危險的攻
擊。SandBlast Threat Emulation 使用作業系統層級的檢查，可檢查絕大多數檔案類型，包括可執行檔和資
料檔。憑藉著獨特的檢查能力，SandBlast Threat Emulation 可提供 佳的威脅攔截率，而且幾乎不受攻擊
者躲避手法的影響。

n SandBlast Threat Extraction 補強了這個解決方案，透過即時提供安全的內容，或是可能有毒檔案的乾淨或
重新建構版本，可維持業務流程不被中斷。由於可以免除傳統沙箱無法令人接受的延遲，Threat Extraction 
可以在現實環境的部署中實現預防模式，不僅可以發出警示，還能阻擋惡意內容送達使用者。

n Check Point SandBlast Zero-Day Protection 可提供完全的偵測、檢測和保護，防範 危險的零時差和目標
式攻擊。

產品優勢 n 佳的未知惡意軟體攔截率，包括今日 複雜的躲避型攻擊 。
n 早期找出並攔截威脅 。
n 快速重建檔案並遞送安全的內容 。
n 降低高成本的資安事件或停機風險 。
n 整合式防護可 大化營運價值，並將總持有成本 (TCO)  降至 低。

案例產業 金融、電信、政府、教育、高科技



Check Point 雲端存取安全代理程式

保障多種SaaS服務存取安全

零日威脅防護
Zero-Day Threat 
Protection

防止威脅進入 SaaS
應用程序，並阻止
Office365 和 Gmail
的網絡釣魚電子郵件。

身份保護
Identity Protection

借助 ID-Guard™ 技
術阻止未經授權的用
戶和受損設備的訪問。

數據保護
Data Protection

阻止共享敏感數據，
例如電子郵件和文件，
並檢測和控制組織內
的影子IT。



Check Point 雲端存取安全代理程式

應用說明 Check Point 雲端存取安全 (SaaS) 可以為您的企業和試圖對其進行攻擊的人員提高效率。 Cloud Access 
Security Broker（CASB）解決方案提供有限的保護。 Check Point CloudGuard SaaS 通過防止對 SaaS 應用程
序和基於雲的電子郵件的定向攻擊來保護企業數據。

解決方案 n 有效防資料外洩：保護 Office365 和 G-Suite 附件以及 Box，OneDrive 等上的共享文件和下載。
CloudGuard SaaS 為惡意軟件和零日攻擊提供了業界領先的阻止率（NSS Labs）

n 使用者帳號保障：消除主要的 SaaS 威脅：帳戶接管。從 SaaS 行為和配置，到從受感染設備登錄，
CloudGuard SaaS 均使用透明的強身份驗證來阻止帳戶劫持，從而檢測未經授權的訪問。

n 防釣魚機制：停止聰明的網絡釣魚攻擊和電子郵件欺騙。 CloudGuard SaaS AI 引擎分析數百種指標，例如
語言和電子郵件元數據，以阻止比其他任何解決方案或 CASB 更多的網絡釣魚技術。

n 防SaaS帳號竊取：Check Point 的研究表明，SaaS 應用程序上90％的數據洩露均來自有針對性的攻擊。這些
違規的50％來自 SaaS 帳戶接管。 CloudGuard SaaS 通過關聯多個威脅指標來防止更多帳戶被接管。它可以
識別惡意用戶的活動和配置，並阻止未經授權的用戶訪問，甚至可以從受感染的設備進行訪問。

n Office 365 及 Gmail釣魚攻擊保護：CloudGuard SaaS 使用人工智能來檢測 SaaS 電子郵件帳戶上的惡意內
容，並阻止繞過傳統 CASB 和電子郵件安全解決方案的複雜網絡釣魚技術。

產品優勢 雲端服務可優化企業運作，面對每天都可能遇到未知威脅強況下。Check Point 的 CloudGuard SaaS 是唯一能夠
防止對SaaS應用程序進行攻擊的安全解決方案。

案例產業 金融、電信、政府、教育、高科技



Check Point 零信任資安防禦網

單一管理介面 整合安全政策

優越的整合管理能力與安全可視性

• 即時的威脅防護
• 先進的網路安全機制
• 雲端安全性

• 行動安全
• 資料保護
• 整合式安全與威脅管理



Check Point 零信任資安防禦網

應用說明 Check Point 為因應第五代防護而生的全方位安全解決方案，Infinity 結合集中化管理、威脅情報及安全專業支援
服務，將網路、雲端、端點及移動裝置的防禦整合，為全面一致性資料保護強度。

解決方案 n 零信任 裝置 Zero Trust Devices ：Check Point 解決方案使您能夠阻止受感染的設備訪問公司數據和資產，
包括員工的移動設備和工作站，iOT設備和工業控制系統。 此外，Check Point 的端點高級威脅防護可以始終
保護員工的設備，並在不受信任的網絡上維護您的公司安全策略。

n 零信任 任何人 Zero Trust People ：根據研究報告指出81%資料外洩，主要原因來自於”人”，因此用戶名
稱和密碼驗證不再能證明用戶的身份。Check Point 提供多種嚴謹認證模式，透過Single Sign-On、雙因子認
證及環境感知(Ex:時間、地點)。

n 零信任 工作負載 Zero Trust Work Load ：保護工作負載 (e.g. containers, functions, and VM’s ）至關重要，
因為這些雲資產，很容易受到攻擊，並且容易受到惡意行為者的攻擊。Check Point Infinity 包括可與任何公
共或私有云基礎架構集成的雲安全解決方案，並提供對這些不斷變化的環境的完全可見性和控制力。

n 零信任 網路 Zero Trust Networks ：零信任網路具有“Divide and Rule” 以減少橫向移動風險。Check 
Point 能夠在公/私有雲和內網環境進行切割，提供高度可視化網路環境，它可以設置和實施” 低特權”以
保護您重要的資產。

n 自動化管理：零信任基礎架構應支持與組織更廣泛的IT環境的自動集成，以實現速度和敏捷性，改進的事件響
應，策略準確性和任務委託。 Check Point Infinity 包括支持這些目標的豐富API集，Check Point 技術合作
夥伴使用這些 API 來開發集成解決方案。

n 可視性及分析：您無法保護看不見的東西。零信任安全模型會持續監視，記錄，關聯和分析網絡中的每個活
動。 Check Point Infinity通過 R80 集中式安全管理進行管理，該管理為安全團隊提供了整個安全狀況的完全
可見性。因此，他們可以快速實時檢測並緩解威脅。

n 零信任 資料 Zero Trust  Data：Check Point Infinity 提供了多層數據保護，可在任何位置防止數據被盜，損
壞和意外丟失，如Data Encryption(資料加密)、DLP（資料外洩防護）、資料分類管理及分級

產品優勢 跨移動裝置、雲端及 IoT 的統一安全平台，從而使各種規模的組織獲享靈活性、簡便性並且安心。

案例產業 金融、電信、政府、教育、高科技



Cato 雲整合的網路與安全架構與多層次資安防護解決方案

Gartner 根據現今數位企業 (Digital Business) 的需求，全新定義 新的 SASE (Secure 

Access Service Edge) 市場，結合企業所需的四個面向來分析，這四個面向分別是身份

辨識需求(Identity-Driven)、原生型網路平台 (Cloud Native)、全球化分散式佈

署 (Globally Distributed)及支援行動用戶 (Supports All Edges)。

全球私有骨幹
互聯網

混合/多個雲

雲最優化

WALN最優化

全球路由最優化

自我修復架構

NG防火牆

安全閘道

進階威脅防護

雲與移動用戶安全

互
聯

網

分支機構 資料中心 移動用戶

彈性管理
• 自建服務
• 共管
• 完全託管

Edge SD-WAN
• Active/Active/Active模式
• 動態路徑選擇
• 應用程式感知與使用者感知QoS
• 資料包丟失保護功能



Cato 雲整合的網路與安全架構與多層次資安防護解決方案

應用說明 Cato Cloud 全球化 SD-WAN 超融合架構，提供多雲化時代行動與安全的網路架構，打通私有雲與公有雲的異質
平台，讓IT維運者得以透過單一平台，確保統一控管與安全性配置。

解決方案 n Cato Cloud 建基於策略性的路由、服務水平協定（SLA）支持的全球骨幹網、企業級網絡安全以及降低對多
協議標籤交換（MPLS）服務依賴的雲來擴展 WAN，有效降低網絡成本和複雜性。

n 整合雲端應用程式存取效能，Cato 將所有 PoP 點設置在 靠近該服務的雲端資料中心，因此使用者獲得 高
的存取效能

n Cato Networks 提供完整的資安防護架構，所有流量(包括Internet 和 WAN) 都受到 Cato 所架構的雲服務的
保護傘中，讓分支機構享有跟總部一樣強度的資安防護架構，

產品優勢 n 統一的安全政策：跨用戶、地域同時訪問內網以及雲端的應用和數據以及託管的服務。

n 降低MPLS成本：消除分支機構的設備，自動化的管理。

n 優化網路效能：加速廣域網路及雲端的存取效能。

n 企業及網路安全：內網以及外網統一的部署策略。

n 支援多種Mobile：可以讓移動用戶也擁有相同的存取權限。

n Cato雲為數位轉型提供私人網路

n Cato雲全球分佈：48個PoP、聚合式網路+安全

n 全球已為超過400家通過雲原生（雲安全、移動VPN/SDP、雲加速、WAN優化、網路安全、SD-WAN、
MPLS等）聚合推動WAN的轉型，

n 全球首個 SASE平台 ：Cato Cloud 一體化解決方案，創新更快、服務更好、費用更低。

案例產業 電商、跨國企業、學校及大量使用雲端服務的企業用戶。



Extreme 新世代矩陣式網路架構

網路微分割

Hyper-Segmentation

• End to End 網路流量隔離技術，透

過應用程式及使用者分割方式，有效

保護重要資產。

網路匿蹤技術

Stealth Networking

• 透過網路匿蹤技術能夠完全隔離重

要資產，能夠避免駭客透過網路掃描

來了解網路架構。

應用程式化網路服務架構

Service Elasticity

• 以服務為導向的網路架構模式，除

了有效的管理網路之外及加速網路連

線速度。

1 Protocol
(IEEE/ IETF Shortest Path 

Bridging)802.1
STP

VLANS
OSPF
PIM
BGP

MPLS
Traditional

Extreme Fabric Connect

• 基於Shortest Path Bridging (IEEE 802.1aq / IETF 6329)的加強版本，提供網路虛擬化，

提供電信等級的網路服務類型，簡化 4-10 種Protocols 為 1種。

• 簡化管理及設定網路的複雜度，讓管理網路輕而一舉。

§ 只需要設定服務接取點的設備

§ 其他的設備完全不需要設定

§ 任何時間都能執行，不影響現

有其他服務的運作

Video Surveillance 
Servers

NETW
ORK

Data Center



Extreme 新世代矩陣式網路架構

應用說明 Extreme Campus Automation 採用矩陣式架構技術的網路，有效改善網路彈性、維運人員生產力及網路安全性，
大幅降低維運成本。Extreme 新提出的 Automated Campus 包含三個產品線，來自 Avaya 技術的 Fabric 
Connect、Fabric Attach，以及原就擅長的網管平台Extreme Management Center。為採用矩陣式架構技術的
網路，有效改善網路彈性、維運人員生產力及網路安全性，大幅降低維運成本。

解決方案 n Core & Aggregation Automation：動態的新增任何類型的服務，僅需設定接取端的設備，其他的設備完全
不需要設定，不影響現有其他服務的運作。

n Edge Automation：交換器、AP、使用者及終端設備的連接無需任何的即時人工作業，自動透過Fabric 
Attach功能，自動設定管理VLAN，自動註冊到管理平台或無線控制器，取得必要的設定，自動加入指定的服
務網路(L2/L3 unicast / Multicast / VRF)。

n Automated Security：Policy-based 動態服務的建立及存取控制。
n Hyper-Segmentation：完全獨立及封閉的segments，提供安全的流量隔離。
n ExtremeControl：確保使用者及終端設備自動配置到指定的hyper-Segment。

產品優勢 n 隔離關鍵應用服務、資訊或使用者，讓惡意的對象無法從已入侵的環境當成跳板，進入另一個沒有適當隔離的
區域。

n 簡化並精確的控制哪些人員以及哪些設備能夠存取哪些 Segment。
n 無論是Hyper-Segmentation的指定或是 Policy 的套用都是自動及動態的執行。

案例產業 政府、教育、企業、醫療、高科技產業



ExtremeCloud™ IQ 雲端運算無線網路

Multi-Cloud 自由選

ExtremeCloud IQ 提供多種佈署架構，企業可以依照

網路環境需求，選擇最適合的佈署架構。因此

ExtremeCloud IQ 採用無控制器之架構設計，因此沒

有任何的網路瓶頸，完全符合現今 WiFi6 所需的高速

網路環境。

行動裝置管理

ExtremeCloud IQ提供多項行動裝置管理功能：

• 裝置辨識：自動辨識終端裝置型態及作業系統

(iOS, OS X, Android, and Chrome)

• 自我簽到機制：員工可以自我簽到方式進行裝置

登錄。

• BYOD管理：管理者可以自訂多項BYOD管理政策，

如：何種裝置類型及作業系統可以連入網路或是

進行可使用的應用程式連線控管。

自動化自我檢測網路健康度KPIs分析

透過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技術協助 IT 管理人員，簡易地

自動化分析無線網路環境，管理人員只要透過 Networks Health 

KPIs Scorecards 就能夠知道所有使用者無線網路的使用滿意度。

資安防護

ExtremeCloud IQ 內建完整L7防火牆，可以透過防火牆政策管理並

同時可以了解所有使用者應用程式連線狀況，因此，可以輕鬆管理

裝置的連線政策並產生巨細彌遺的管理報告，同時在無線網路防護

方面，同時提供 WIPS/WIDS，透過此功能，可以了解及防護來自

無線網路的非法裝置及攻擊。



ExtremeCloud™ IQ 雲端運算無線網路

應用說明 ExtremeCloud IQ 具備雲端及Local Cloud多種部署方式，透過中央控制的管理架構，可以簡易地管理整體的網路
設備，企業可以依照網路環境需求，選擇 適合的佈署架構。因此 ExtremeCloud IQ 採用無控制器之架構設計，
因此沒有任何的網路瓶頸，完全符合現今 WiFi6 所需的高速網路環境。

解決方案 n 創新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24 x 7： 即時分析整體無線網路環境，並產生相關數據及報告。
n Zero-Touch Provisioning：自動化裝置部署能力，管理網路只需要街上網路線即可完成所有網路設定，佈署

非常的容易。
n 具備完整無線網路資安防護功能：無線網路防禦功能，能夠快速地將非法接入的無線網路設備隔絕於網路之外

或是設定資訊安全防護政策以強化整體無線網路資安強度。
n Layer7 應用程式控管能力：依照應用程式的重要程度設定對應之QoS，以加速網路傳輸強化使用者感受。

產品優勢 n 自動化自我檢測網路健康度KPIs分析：透過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技術協助 IT 管理人員，簡易地自
動化分析無線網路環境，管理人員只要透過 Networks Health KPIs Scorecards 就能夠知道所有使用者無線
網路的使用滿意度。

n 資安防護：ExtremeCloud IQ 內建完整L7防火牆，可以透過防火牆政策管理並同時可以了解所有使用者應用
程式連線狀況，因此，可以輕鬆管理裝置的連線政策並產生巨細彌遺的管理報告，同時在無線網路防護方面，
同時提供 WIPS/WIDS，透過此功能，可以了解及防護來自無線網路的非法裝置及攻擊。

n 行動裝置管理：裝置辨識：自動辨識終端裝置型態及作業系統(iOS, OS X, Android, and Chrome)自我簽到機
制：員工可以自我簽到方式進行裝置登錄。BYOD管理：管理者可以自訂多項BYOD管理政策，如：何種裝置
類型及作業系統可以連入網路或是進行可使用的應用程式連線控管。

案例產業 企業、教育、政府、醫療、高科技產業



Gigamon 資安訊息平台 SSL 流量及應用程式可視化

• 把流量均衡分配到幾台設備上，擴大資安管
理的處理效能

• 同時，加入頻外(Out-of-band)分析工具，
擴大資安管理的能力

Gigamon Inline Bypass部署架構SSL 加解密解除工具設備負擔 Out of band與In-line加解密



Gigamon 資安訊息平台 SSL 流量及應用程式可視化

應用說明 供更具擴充的可視性功能，並可管理加密流量，協助檢測出潛伏惡意程式、資料竊取攻擊、指令與控制等威脅及
透視整體網路應用程式可視化

解決方案 n In-Line Bypass：In-Line設備故障/更新，完全不影響網路服務。
n Flow Mapping：可彈性自由過濾、複製及篩選網路流量條件，有效降低資安設備一次到位預算壓力。

n SSL加密流量可視化：SSL加密流量，可同時提供所有資安設備及管理分析工具使用。

• 支援任何Port及應用程式的自動化 SSL / TLS 偵測

• 不同網路介面可擴充性 (1Gb – 100Gb)

• 解密一次後可同時轉送明碼至多種工具設備中
• 支援強大加密機制: PFS, DHE, Elliptic Curve ciphers

• 憑證有效期及廢止清單: 強化改善組織間的安全傳輸

• 強化私有密文的合規性:  解密前使用categorize URL分類名單

產品優勢 n 完整的解決方案
• 電信規格等級+高密集網路埠+可擴充模組
• 實體網路 (經由TAP或SPAN) + 虛擬網路 (透過GigaVUE-VM) = 內部網路全部可視
• Inline Taps 支援10G/40G/100G介接介面的內嵌式及外接Taps
• 進階過濾條件 & 可擴充性
• 與多家各種不同資安, 分析設備，提供不同客製化應用

n 透過軟體定義可視化來優化IT維運管理
• IT管理者能從單一畫面監看下轄網路(實體+虛擬)的動態狀況
• 不同的資安及分析管理設備還能透過Gigamon，運用REST API，進一步過濾特定網路流量來蒐集需要

的訊息，以利系統進行深入的分析，充分瞭解特定的網路安全事件。
• 除了流量優化外，Gigamon App結合第三方廠商，為操作人員提供完整的網路可視性，瞭解全網的健

康狀態，包括所有節點與網路埠的可用性、網路端點埠及主機間的 高、 低使用量情形、與執行的應
用程式等等。

案例產業 政府、金融、企業、電商、電信



ExtraHop分析平台

EDR/AVFirewall / 
IDS / NAC

SIEM

Vulnerability 
Scanner

第三方威脅情報

Real-Time Detection
即時偵測

Dashboards
儀表板

Machine Learning
機器學習

Incident Response 
& Threat Hunting
事件回應
及威脅狩獵

Reports
報告

Detections, Triggered Records, etc.

自
動
化
封
鎖

/掃
描

Threat Feed / IOCs

Unstructured Wire Data
(Port Mirror: SPAN / NPB)

ExtraHop Community 
Bundles/Extensions

Extensibility

Ticketing / CMDB Integration

Case Management 
Ticketing System

CMDB

(direct or via SOAR solution)

ExtraHop NDR 平台透過機器學習網路流量來分析關鍵資產

特權帳號連線分析
1. 何人、何時、何地，帳

號連線分析
2. 端點裝置分析
3. 特權帳號連線資料分析

企業合規
1. 過期憑證、弱加密及自

簽憑證分析
2. 使用SSL TLS 1.0, 1.1等

加密機制
3. 伺服器錯誤回應碼

資安分析
1. C&C連線分析
2. 內部偵查及弱點攻擊分析
3. 惡意程式擴散關聯式分析

網路流量分析
1. 4,700 多種應用程式識

別
2. 關聯式網路流量分析
3. 應用程式連線內容分析

效能分析
1. 自動化網路連線關聯

式分析
2. 多種關鍵I效能分析如

資料庫
3. VDI效能分析

ExtraHop 透過Machine Learning保護關鍵資產

ExtraHop 分析平台架構



ExtraHop NDR 平台透過機器學習網路流量來分析關鍵資產

應用說明 日益複雜的網路架構，網路攻擊的雜訊及誤報，影響資安人員的判斷，讓資訊安全小組在複雜快速地偵測及回應
網路威脅。根據 Gartner 2019 年的前7大安全和風險管理趨勢，其中趨勢之一『新世代安全運營中心，重點是
威脅檢測和響應』，隨著安全警報的複雜性和頻率的增加，當前安全投資從威脅預防到威脅檢測的轉變需要對安
全運營中心（SOC）進行投資。Reveal(x) 網路流量分析提供企業絕佳的擴充性、反應速度和透視整體網路資訊安
全。

解決方案 ExtraHop 創造了一種全新方法，分析網路上發生的每一個數位交易，將該洞察轉化為資安團隊的可付諸行動情報。
我們稱之為Wire data，也就是即時分析的決定性來源。憑藉 ExtraHop 的即時分析與 Wire data-driven 網路異
常偵測，您可以發現在整個企業網路中任何地方發掘的異常的行為模式。ExtraHop 幫助資安團隊能夠全面查看本
地端及分點端、公有雲以及混合環境（甚至是加密環境）的通訊，提供鉅細彌遺網路可視化。

n 內部偵察 掃描開放端口和活動主機，暴力攻擊，嘗試登錄和異常訪問模式。
n 橫向移動 從原始入口點重新定位，權限提升和勒索軟件傳播。
n 命令和控制 網路中受感染主機與目標資產或外部主機之間的通信。
n 滲透行為 直接或通過中途停留主機，從資產中進行大型文件傳輸，異常讀/寫模式以及異常應用程序和用戶活

動。

產品優勢 n 自動化調查： 只需點擊幾下，ExtraHop的優先分析工作流程即可將您從問題轉移到相關封包，節省故障排除
時間並啟用即時洞察與快速威脅功能

n 提供鉅細彌遺網路可視化： ExtraHop 使資安團隊能夠全面查看本地端及分點端、公有雲以及混合環境（甚至
是加密環境）的通訊。

n 進階行為分析： 憑藉 ExtraHop 的即時分析與 Wire data-driven 網路異常偵測，您可以發現在整個企業網路
中任何地方發掘的異常的行為模式。

案例產業 企業、政府、醫療、高科技產業



NETSCOUT 安全與效能有『視』無恐

• 流量量分析：可分析TCP及UDP協定，client及server間的會話連線數分析

• ⽀支援多種型態效能分析，包含網⾴頁、資料庫、信⽤用卡、期貨交易易、醫療等分析。

是網路 / Web / AP 
/ DB 問題嗎？傻傻

看不清楚？

有無“快“又“有
效“工具，揪出拖

慢系統服務的元兇？

服務效能異常前，
有無Siri般聰明的預

警通報系統？

您還在困擾這些問題嗎...



NETSCOUT 安全與效能有『視』無恐

應用說明 NETSCOUT 效能管理解決方案結合應用程式和網路可視性端點到端點的解決方案，協助企業於客戶發現問題前、
客戶投訴或轉往其他網站前，能立即發現並解決問題，確保企業服務品質，提升使用者滿意度。

解決方案 n 伺服器負載問題 IT團隊獲得在多層式架構內各伺服器間往來負載的可視 性。因此 IT 團隊能迅速確認與快取伺
服器、故障、伺服器忙碌情況等相關的 效能問題。

n 會話延遲 透過監控客戶端與伺服器間的會話反應時間，追蹤網 頁伺服器效能。平台能夠區分不同的訊息類型
(HTTP PUT、GET 等)，並對 各 HTTP 指令效能特性提出個別報告。

n 應用程式錯誤 自動發現應用程式錯誤和協定層錯誤，讓IT團隊能主動監控並 研究應用程式效能問題的根本原
因。

n 網路效能 提供深入網路層效能的可視性。
n 資安威脅問題 利用 ISNG / vSTREAM 提供的 ASI 數據並對其進行分析，及早發現安全的風險,並發出威脅告警

再透過分析封包的方式,解析威脅根本的原因。

產品優勢 n NPM 可以提供多層次架構的效能監控，並提供完整的服務拓樸圖，可快速定位效能問題點。
n 支援多種公有雲及私有雲平台，包含AWS，Google、Aruze、Vmware、HuperV及KVM等

n 提供單一管理平台，當客戶只需在管理平台即可了解所有平台的效能分析結果。

n 開發、部署和確保應用程式效能的所需時間。

n 提供具有 終用戶體驗的可視性工具，主動於用戶發現問題前檢測並解決問題。

n 並免因為應用速度緩慢而影響業務與客戶關係。
n 於問題發生時立即定位問題來源，釐清部門責任

案例產業 政府、金融、電商、教育、醫療



NETSCOUT Arbor DDoS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防禦

AED 在網路邊緣上的獨特位置
+ 

無狀態封包處理引擎
+ 

ATLAS 全球威脅情報
|| 

進階網路威脅的第一道和最後一道防線

Netscout AED 的全球威脅情資中心搜集的百萬等級 IOC 外, 可以透過標準情資分享通訊協定（ TAXII / STIX） 整合區域性或國際性第

三方情資平台的情資, 也能與客戶端的SIEM平台進行高度整合, 以達到高度情資分享及攔截的能力。

威脅情資攔截

Netscout 新一代 AED 具備「威脅情資攔

截」(Threat Intelligence Gateway)功能，

不僅能確保網路可用性, 同時透過 Arbor 

全球威脅情資中心(ATLAS Ｒ )提供的精準

IOC(Indicator of Compromise)攔截, 更

能有效降低NGFW或IPS工作負荷，且能

憑藉標準格式(TAXII/STIX)，與各大情資

中心、SIEM完美整合，創造更迅速精準

的防禦生態係統及效能。

閘道端流量入口的第一道防線

AED具備獨一無二的無狀態表架構

(Stateless Architecture), 成為網路

安全基礎架構下的第一道防線，阻擋

所有類型的進階威脅及DDoS攻擊, 

防止NGFW等安全設備及應用服務

遭受攻擊。

也是流量出口的最後一道防線

同時AED也是您網路出口的 後一道

防線，靠情資分享機制, 察覺企業內

部有任何電腦意圖聯繫惡意網站便

立即截斷連線，讓遭植入APT木馬的

電腦無法建立外部C&C連線，阻斷

攻擊鏈的形成。



NETSCOUT Arbor DDoS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防禦

應用說明 結合全球 先進的企業端DDoS 安全保護設備（AED），及強大的隨需式雲端流量清洗服務（Arbor Cloud），
協助企業抵禦 DDoS 攻擊和其他進階網路威脅，進而保障企業的營運連續性和可用性。

解決方案 n 防護殭屍網路的 DDoS 活動
n 進階網路爬蟲威脅防護

n GeoIP 網路攻擊來源追蹤

n 透過網域及 IP 信譽來封鎖威脅

n 阻止隱藏在加密流量中的 DDoS 攻擊

n AED結合雲端訊號與雲端清洗服務連結來增強整體防護
n 可透過STIX/TAXII, Restful API整合第三方情資加強資安防護

產品優勢 n 位居全世界第一的DDoS防禦領導品牌 — Infonetics 評比

n 全球DDoS流量清洗設備市佔率高達60% — Frost & Sullivan 調查

n “唯一”符合防禦DDoS危機處理八步驟 — Gartner 定義

n Google 全世界即時DDoS攻擊地圖之基層資料提供者

n Amazon 雲端清洗中心之技術方案提供者

n 全球超過95%第一階(Tier 1)電信業者都使用Arbor 的產品及服務

案例產業 政府、金融、電商、教育



Zscaler 資安雲啟動安全可靠的雲端轉型

傳統的架構下，跨國企業、中小企業你要買多少設備來滿足資安防護的需求及管理？隨著應用程式遷往雲端，安全邊界也擴散到互

聯網，而 DMZ 的原始架構也不再安全。Zscaler 是為雲而構建的，致力於持續的創新，可協助企業減少資訊安全風險，降低營運

成本，改善資源使用率以及簡化資訊部門管理複雜性。利用 Zscaler 資安雲服務，可以在用戶和應用程序之間建立快速，安全的連

接，提供所有用戶一致的保護，並且輕鬆擴展。Zscaler在全球超過185個國家/地區使用，運營著一個多租戶分佈式雲安全平台，

可保護成千上萬的客戶免受網路攻擊和數據丟失。



Zscaler 資安雲啟動安全可靠的雲端轉型

應用說明 Zscaler 的服務是架構在一個突破、創新、高效能的技術平台，可協助企業減少資訊安全風險、降低營運成本、
改善資源使用率以及簡化資訊部門管理複雜性。

利用數據中心的雲架構，提供用戶網路存取安全保護，您可以為每個地方的用戶提供一致的保護，並且輕鬆擴展。

解決方案 雲安全在雲端的統一平台服務中提供您需要的所有服務 - 如防病毒，Cloud防火牆，沙箱，全網頁過濾， SSL檢
測以及其他功能。

n Zscaler Internet Access （ZIA）確保網路轉型的安全性
透過一體化的安全服務，可將整個安全堆棧移往雲端，並即時關聯各項資料，以獲得 高級別的保護。
Zscaler 雲是 Zscaler 一手創建的雲端系統，其具有全面的安全性，且反應迅速。由於它可以彈性的擴張，客
戶幾乎可以立即新增用戶並啟用各項服務。

n Zscaler Private Access （ZPA）確保應用程式轉型的安全性
提供的一種全新方式，可讓用戶直接存取內部應用程式，而無需使用 VPN。這些應用程式可能被託管在資料
中心或雲端。即便沒有網路存取，它也能安全地存取應用程式 - 應用程式無須曝險在網際網路之中。

產品優勢 n 為了達到防禦的全面性，卻不需要硬體設備的建置與維護成本，以及避免管理的復雜性。

n 由於安全雲無處不在，安全防禦在每個用戶和互聯網之間，提供全面的防護，進而彌補移動性裝置和BYOD
造成的安全漏洞。

n 無論用戶是從國內還是國外的辦公室，咖啡店或機場連接，都能提供一致的在線保護。

n 服務subscription的收費模式，可以降低企業投入資安防護的總成本。

案例產業 跨國型企業、分點多的單位、中小企業



Qualys 數位資產自動化安全監控與合規解決方案

Continuous Asset Discovery
• 雲端資產盤點
• 雲安全評估
• 強化容器安全

Network Threat Protection
• 漏洞管理分析
• 威脅優先分析
• 持續監控
• 修補管理
• 憑證檢測與評估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 網頁應用程式掃描
• Web App 防火牆

Governance Risk & Compliance
• 政策檢測合規
• 安全配置評估
• 金融 PCI 合規認證
• 文件完整性監控
• 安全評估問卷
• API 配置評估

安全
稽核

合規
檢測

儀表板| 報告| ⼯工作流程| 整合

全球交付模式

資產
管理理

Continuous Perimeter Monitoring
持續性控制監督

Customizable Reporting
• 全球IT資產清單
• CMDB同步
• 證書清單

漏洞管理生命週期

Gartner 全新的戰略方法 — CARTA 持續自適應風險與信任戰略
當現代企業開始朝向數位化轉型邁進，必須要掌握應用情境、持續進行監看與評估風險、運

用自動化流程即時回應等能力。Qualys Continuous Perimeter Monitoring 基於CARTA的

宏觀視野，把防護體系延伸到雲端平台，同時維持營運業務的風險管理能力，可協助企業在

各個不同數位轉型階段，採取不同資安防護的策略與深度。



Qualys 數位資產自動化安全監控與合規解決方案

應用說明 Qualys全方位的數位資產弱點稽核合規管理服務的單一雲平台具備業界領先的 安全性與合規性組合，可讓您的首
要IT 計畫得以實行，達到與數位資產自動化、保障服務層級、可稽核的安全性與絕對的合規。

解決方案 n 基礎設施安全：本地數據中心安全所需的一切：資產清單，被動和主動掃描，漏洞管理等。

n 雲端安全：您必須確保將工作負載轉移到公共雲。通過本機AWS，Azure和Google Cloud的集成，Qualys使
您可以立即查看這些實例以及完全的安全性和合規性控制。

n Web App安全：員工繞過IT並安裝不安全的Web應用程序從未如此簡單。 Qualys持續檢測您的所有Web應
用程序（已批准和未批准），並提供持續的基於雲的保護。

n 合規：您可以強制遵守複雜的內部政策，行業要求和外部法規，並評估供應商風險。 Qualys的基於雲的解決
方案為您提供保持組織合規性所需的清晰度，控制力和靈活性。

n 端點安全：網絡上端點的種類和數量繼續增加，安全性和合規性風險也在增加。借助Qualys，您將不斷發現，
跟踪和保護PC，筆記本電腦，IoT設備，智能手機，外圍設備和其他聯網端點。

n 開發運維：Qualys為您的DevOps環境提供了安全性，可以在協作式軟件開發生命週期中自動檢測編碼和配
置錯誤，優先考慮漏洞修復，屏蔽Web應用程序並標記黑客入侵。

產品優勢 n 完整即時的所有IT資產清單，無論它們位於何處

n 持續評估您的全球安全和合規狀況

n 識別零日漏洞和被盜資產

n 自動修補和隔離資產

n 整合您的安全和合規性

n 大幅減少支出

案例產業 金融、政府、企業（跨國企業、大企業）、油水電、高科技、製造



N-Partner IT智慧維運新觀點

N-Partner 建構新一代的智慧IT維運方式 - 整合網管、流量分析與資安技術 (SNMP、Flow、Syslog)

並蒐集完整資料加以自動學習，才能做到真正的智慧化管理！



N-Partner IT智慧維運新觀點

應用說明 完整採集單位內全域設備的SNMP(設備健康狀態)、Flow(單位使用網路的流量多寡)與Syslog(各種日誌包含資安
事件)三種訊息資料，經過智慧化分析即時得知異常並有效迎擊網路攻擊的速度和頻率，做到真正的智慧化網路管
理。

解決方案 n N-Reporter : 可關聯SNMP、Flow與Syslog三種數據，自動學習日誌與網路用量的歷史紀錄以建立動態基準
值，能發覺異常並即時告警。整個過程運用人工智慧技術，無須手動逐一設定門檻值，讓維運變的更簡單。

n N-Cloud : 運用雲架構與No SQL來提供數十萬甚至百萬EPS的數據處理效能，兼具無限制的延展性與高可用
性；確保系統運作不中斷。內建的多租戶架構能依權限規劃，供萬人同時操作，是世界上第一個商轉的
NOC/SOC合一的SaaS服務。

n N-Probe : 可接收Mirror流量後轉換成1:1Net-flow資料並送到外部流量分析系統。支援1G、10G與40G介面。

產品優勢 n Log 單位存放CP值 高之解決方案

n ArcSight 及 Splunk 等高單價SIEM應用之 佳替代備份方案

n 提供 Flow 流量及 Syslog 之使用者行為資料進行關聯式分析

n 具協同防禦能力，與網路設備聯手阻攔威脅攻擊。

n 建置 N-Cloud 可以橫向擴充，提供高效能及高容量之解決方案。

n 漫步雲端的管理架構，提供分層授權的管理機制。

n 中文化的監控畫面一目了然且操作介面容易上手

案例產業 政府、教育、金融、企業、電信



營運據點

Headquarter Taipei 
台北總公司

Branch office Hsinchu
新竹分公司

Branch office Taichung
台中分公司

Branch office Kaohsiung
高雄分公司

105-67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760號7樓
電話：(02)6636-8889
傳真：(02)6638-9998

服務區域：
台北 / 基隆 / 宜蘭 / 連江 / 澎湖

302-74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二路32號13樓之5
電話：(03)621-5128
傳真：(03)668-4058
服務區域：新竹 / 桃園

406-54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696號7樓之2
電話：(04)3606-8999
傳真：(04)3602-0999
服務區域：台中 / 彰化 / 雲林 / 嘉義 / 南投 / 苗栗

813-36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392號10樓之2
電話：(07)862-8889
傳真：(07)862-9998
服務區域：高雄 / 台南 / 台東 / 花蓮 / 金門



謝謝指教
www.netfos.com.tw

www.corecloud.com.tw

www.facebook.com/netfospmd

https://www.netfos.com.tw/
http://www.corecloud.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netfospm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