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rtinet 有線與無線
網路資安整合方案

fortinet.com/tw



Fortinet 有線與無線網路資安整合方案

應用說明

　FortiGate 除了提供內網與外網的資訊安全之外，又可集中控

管有線網路交換器與無線 AP 管理。

　FortiGate 本身提供免費的有線與無線控制器授權之外，又提

供了不須額外購買的 SSL VPN License，給出門在外的員工一

個安全的網路環境。

　除此之外，在面對越來越多無法進一步防護的 IoT 設備，

FortiGate 藉由內建的設備辨識功能機制，能夠加以識別與利用

內部網路隔離防護的機制，確保這些 IoT 設備一樣能夠做到滴

水不漏的資安防護。

　集中控管與資安報表的提供 : 安全政策 (Firewall、VPN、 頻

寬管控、UTM 的應用、SD-WAN 的管理、自動化的管理、ATP

的防護 )，再透過 FortiManager 將可提供完整的設備管理與

Traffic log 的紀錄與分析，搭配上其他的 Fortinet 產品，將可

提供完整及全面性的資安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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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1. 中心端依據對外與內部網路的流量與人數的多寡選擇其對應

的 FortiGate 型號。

2. 無線存取端佈署適合的 AP 型號。

3. 有線接續端佈署適合的交換器型號，依據不同的需求，介接

其他各種不同的設備例如 : 電腦、網路印表機、Edge Switch

等，亦可選擇具備 POE 供電型號的交換器，利用網路供電的

方式，給無線 AP、IP 電話、網路攝影機等設備。 

4. 防火牆設定群組、角色的安全政策與存取權限。

5. 有線網路交換器可以透過 MCLAG 的堆疊方式達到頻寬的最

大化與備援機制。

銷售重點

1. 有線、無線統一管理，網路架構簡化，可大量節省資訊人員管

理成本。

2. 可有效管理控制每個用戶的行為與流量。

3. 辨識各種行動設備並可提供存取權限管理。

產業別 各行業皆可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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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網路的定位與分析，提供商場、遊樂園、
醫療院所等等的加值服務與應用

應用說明

　如何佈建一個良好的無線網路，首先當然要有足夠的涵蓋率，

透過 FortiPresence，可以將無線網路的涵蓋清楚的顯示出來，

而不是瞎子摸象或者僅能靠有經驗的人員來規劃。   

　Wi-Fi 是主動式元件，其涵蓋距離可達數十公尺（依現場環境

而定）；運用 Wi-Fi 技術，與 Wi-Fi 網路進行標的物監視與定位，

以三角定位原理在室內達成精確物件技術之位置判定。

　因此透過無線網路訊號的分析，可以去統計出來，哪些賣場

的服裝吸引較多客戶的眼光，或者是哪些賣場的遊客停留的時

間比較久，藉由大數據的分析，即可知道哪些是所謂的熱點，

藉以調整租金的金額。

　醫院的場所，可以透過其他設備，例如 :Wi-Fi Tag，將此設

備放置於標的物或人員身上，再配合 FortiGate 無線網路系統，

即可進行標的物與人員追蹤，藉以確保醫院貴重資產不會被人

竊取，或是年長的病人在醫院的活動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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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1. 建置 FortiGate Wi-Fi 無線網路系統。

2. 可以整合其他的定位系統，例如 Aeroscout、Ekahau 等。

3. 整合 FortiPresence 提供定位及分析。

銷售重點

1. 協助規劃一個良好的無線網路。

2. 提昇無線網路的應用與使用率，提供特定場所額外的加值服務。

3. 貴重資產追蹤與保護，特定人員追蹤。

產業別 醫療、軍方、製造業 ( 高科技 )、政府 ( 監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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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與無線安全認證

應用說明

　Fortinet 是以使用者為出發點的概念，解決傳統以 Port 為主

的鎖 IP 或 MAC 的管理方式，進階到整合硬體設備、設備所使

用的軟體作業系統、使用者等全方面的有效管理。

　有線網路的使用者，可透過網頁認證的方式或網路交換器採

用的 802.1X 的方式做身分驗證，進而達到依據使用者的權限做

網路存取的控管。

　無線網路的使用者，一樣可透過網頁認證或 802.1X 的方式做

身分驗證之後，進而達到依據使用者的權限做網路存取的控管。

　FortiGate 本身內建的認證方式，足以滿足基本身分的認證，

無須額外再建置認證主機。

解決方案

1. 線或無線網路，可以透過網頁或 802.1X 的方式做認證。

2. 可以再透過內建的雙因子 (Two Factor) 機制，利用其一次性密

碼 (One Time Password) 的特性，達到更安全的認證方式。

3. 結合 FortiAuthenticator 之後，可以整合不同的認證設備，達

到 Single Sign-On，提供更便利的認證方式。

銷售重點

1. 簡化網路管理，透過單一管理介面，包辦有線與無線的認證。

2. 雙因子認證加上一次性密碼，提供客戶最安全的身分識別機制。

3. 提供多種不同的認證方式，滿足客戶對認證的需求。

產業別 各行業皆可適用，特別適合對資安特別要求的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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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辦公資料傳輸的安全性

應用說明

　面對越來越多企業採取彈性座位的工作方式以及移動性的辦

公方式，在外打拼的業務人員，如何提供員工一個安全的網路

環境，以及企業內部在面臨如何處理資訊安全已經提升到草木

皆兵的時代，公司內部只要有任何一點被突破，就有兵敗如山

倒的可能性，例如木馬的擴散、勒索病毒的危害，晶圓代工遭

受到的攻擊事件，歷歷在目，不可掉以輕心。

　FortiGate 提供給客戶免授權費用的 SSL VPN 功能，不單單

只有微軟或蘋果的作業系統而已，針對手持式作業系統一樣提

供免費的 SSL VPN Client 安裝軟體，不管處於世界的任何一個

角落，所有的資料都可以先回到中心端的 FortiGate 做全面性

的資安過濾與防護。

　當員工在外使用網路的時候，不用再擔心處於一個不安全的

網路環境之下，降低資料被竊取的可能性。

fortinet.com/tw 7



解決方案

1. FortiGate 提 供 不 同 的 VPN Solution。 從 早 期 的 PPTP 或

L2TP，以及 IPSec VPN ，包含 Site to Site VPN ，Client to 

Site，或者是 SSL VPN 的連接方式，確保資料不外洩。

2. FortiGate SSL VPN 提供 Web Mode 以及 Tunnel Mode 的連

線方式，提供客戶完整的 SSL VPN 連線的方便性。

3. FortiGate 透過自有的 FortiASIC 做硬體的加解密，提供客戶

最好的 VPN 效能。

銷售重點

1. FortiGate 提供不同作業系統的 SSL VPN Client 連線軟體，確

保資料在任何地方皆不會被竊取的可能性

2. FortiClient 提供多種的 End-to-End 加密機制，並且免費提供

網頁過濾機制。

3. FortiAP 可以設定成 Remote AP 模式之後，將 Client 的資料

透過加密的方式傳送回總部，可以不需要另外安裝 SSL VPN 

Client。

4. 可加購 FortiClient-EMS 版本，做全方面的 Client 端的資安佈

屬與控管。

產業別 適合製造業與一般的商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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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的身分識別與權限的管理

應用說明

　企業內部的員工經由不同的認證方式識別之後，如何給予適

當的存取權限，使用不同的應用程式，頻寬的使用限制等，都

是網路管理人員需要多方考量及確實的落實，但如何在確保安

全無虞的網路環境之下，彈性化的提供給員工或者訪客一個方

便的網路，又是兩難的一件事。

　FortiGate 將身分識別與資安控管結合在一起，使得每個員工

及設備可以有效的分權管理，做到資安滴水不漏。

解決方案

1. FortiGate 可以依據 人、事、時、地、物 。 給予適合的網路

環境，也就是說可以依據 : 什麼人被允許做什麼事，在哪個時

間點，去到哪個目的地，使用何種的設備，來加以規範。

2. FortiGate 除了可以整合不同的後端使用者資料庫來源之外，

又可以透過 Radius 回傳的 Attribute 參數，套用不同的權限。

例如 : 在台灣的許多學校，  利用 FortiGate 整合跨校漫遊機

制，提供給校內的師生或訪客來賓不同的網路權限。

銷售重點

1. 依據各個部門定義不同的網路權限，達到分權管理，有效的管

理上網行為，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

2. 整合客戶既有的認證機制，隔離出員工與訪客的網路權限，提

供安全又具彈性的管理機制。

產業別 各行業皆可適用，特別適合有跨校漫遊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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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訪客存取

應用說明

　當訪客拜訪企業內部或與員工進行會議時，如果需要即時存

取外部網路資源來提供會議所需資料，此時為了提供訪客網路

服務，開放訪客使用企業內部網路，無疑造成資訊人員管理上

的負擔，更提高資訊安全風險。

　賣場或者特定的消費場所 ( 咖啡廳或學校會議廳醫院等公眾

場所 )，當這些場所提供免費的無線網路時，可以額外帶來錢潮

也滿足了民眾有上網的需求，然而如何簡便管理與留下紀錄，

作日後的稽核，是有其必要性的。  

　訪客人數通常不超過 20 人時，可以透過 FortiGate 做簡單的

訪客管理，如果超過 20 人以上，可以透過 FortiPresence 或者

FortiAuthenticator，提供更便利的訪客認證機制。

1. FortiGate 提供訪客服務系統。 資訊人員可授權於櫃臺服務人

員，該服務人員即可透過 FortiGate 訪客服務系統，輕鬆建立訪

客存取的帳號及密碼，並設定存取時效性。而資訊管理人員可以

將櫃臺人員建立的訪客帳號設定安全管理權限。 

    例如 : 訪客一旦成功認證後，只能存取網際網路資源，訪客則因

沒有權限進入企業內部網路，藉此訪客系統，可以提供訪客網路

存取服務，又可降低企業資訊安全風險，且不造成資訊人員管理

上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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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2. 搭配 FortiAuthenticator 或者 FortiPresence Social Wi-Fi Login 

功能，只要具備有 Google 或者 FB 帳號的訪客，就可以利用原

本的帳號提供給訪客臨時性的網路服務，  簡化來賓帳號的申請

與核准，又可以確實的紀錄訪客帳號的真實性。

銷售重點

1. FortiGate 內建訪客帳號管理及訪客網頁認證系統。

2. FortiGate 訪客帳號管理系統，  提供即時列印功能或透過

E-mail 的方式派送訪客使用的帳號與密碼，給予訪客上網的需

求。

3. 透過群組權限管理機制，可以限制訪客存取企業內部網路。

4. 搭配FortiAuthenticator或FortiPresence Social Wi-Fi Login。

    功能，簡化訪客帳號的申請與管理。

產業別 所有產業皆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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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建有線及無線設備的識別與管控解決方案

應用說明

　有別於 10 幾年前的網路，多以有線為主，設備的製造商也不

外乎幾家，作業系統也非常的單純，經過 10 幾年後的演進，越

來越多的硬體設備為了因應產業的需求而誕生，作業系統也更

加多元化的發展，設備與作業系統的識別，關乎於資訊安全的

防護等級，越新的作業系統代表資安的防護也更加的完善，舊

的作業系統被發現的漏洞也越多，如何識別這些有線或無線的

設備，是首要的任務。識別之後，如何有效的管理，才是主要

的課題。

解決方案

1. FortiGate 依據多種的方式識別設備，舉例來說，可利用設備

在資料傳輸上的特性，識別其作業系統，利用 MAC Address

識別製造商、瀏覽器版本、DHCP 的封包等方式識別設備。

2. 另一種是透過安裝 FortiClient 的方式，將設備的相關資訊傳

輸給 FortiGate，此種方式還可以知道設備安裝了哪些軟體，

是否符合公司資產管理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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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重點

1. 對於有大量的 IoT 設備應用的客戶而言，  如何確保這些 IoT 在

使用上安全無虞，可以透過 FortiGate 的 UTM 功能做到最好

的防護。

2. 除了可以針對 IoT 的設備進行監控與防護之外，在公共事業

上，越來越多的客戶也針對 OT(Operation Technology) 開始

進行保護，Fortinet 一樣有相對應的資安解決方案。

產業別 公共事業，工廠與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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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整體良好無線網路以及具備無線網路健康度
分析

應用說明

　現在的大氣中已經充滿各種無線干擾信號，如 Wi-Fi 與非 Wi-Fi 電

波；這些干擾電波將使無線用戶上網頻寬大量降低，或導致無法上網。　

　有效解決這種現象的方式首重在於無線系統需要具有干擾電波的辨

識與有效避開該頻道的能力。

　所以分析無線網路存在的問題，近一步找到問題的來源加以排除或

避開是唯一有效的解決之道。

　此外無線網路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如何確保移動中漫遊不中斷，

避免語音中斷，在高密度的使用下，避免效能低落等問題。

解決方案

1. 透過內建的無線網路健康分析，可以快速地分析出導致無線網路變

慢的問題為何。

2. 搭配 FortiPresence 提供無線訊號的熱感圖，以及無線定位資訊與

整個無線網路的使用情形，提昇無線網路的使用品質。

3. FortiAP 具備有智慧頻帶管理技術，可以自動地避開以及做訊號功

率的調整。

解決方案

4. 採用專屬的 FortiWLC 無線網路以及專屬的無線網路報表，可以更

近一步解決客戶潛在的無線網路漫遊問題與無線連線效能低落等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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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重點

1. 無線訊號圖形化，避免無線訊號有死角。

2. 提早發現無線網路潛在的連線品質問題。

3. 解決無線漫遊問題，  解決高密度無線網路，  連線品質不良問題。

產業別 各行業皆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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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感染或非法使用者的隔離

應用說明

　當客戶的網路變慢的時候，如何快速地找出問題點，或者當

遭受到攻擊的時候，如何找出攻擊的來源究竟是外網還是內網，

進一步加以阻攔或隔離。

　當攻擊事件發生當下，相關的資安人員是否能夠及時地做出

適當的因應，避免災害的擴大，如何能夠做到自動化的方式將

資安危害程度減至最低，甚至做到自動化的防護。

解決方案

1. 可搭配 FortiAnalyzer 或者是 FortiManager， 將資料備份到

上面，  並且購買 IoC 服務， 可以與 FortiGate 連動，將有問

題的使用者，自動隔離在交換器及 AP 上或者把 IP 阻擋在

FortiGate 上。

2. 可以與其他廠商做到資安聯防的功能，藉由 API 或 FortiGate

上的自動化功能，接受來自其他資安設備的通報，自動將有問

題的設備隔離，或者透過 Policy 的設定將攻擊者阻擋在外。

銷售重點

1. 自動化隔離機制，  減輕資安人員的負擔，  有效的避免災害的擴

大。

2. 可搭配不同的資安設備做到區域聯防。

產業別 各行業皆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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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完整的使用者紀錄與存取歷史資料

應用說明

　FortiGate 本身會將所有使用者的連線資訊詳細的保存下來，

包含有每個使用者使用網路的時間與頻寬、使用上網設備、從

哪個設備上來等詳細資訊，方便稽核與故障檢修。

　透過完整的報表紀錄，提供給管理者知道整體網路的使用情

形，包含防火牆流量紀錄，資安事件的統計，使用者的統計資

料，可以找出潛在的資安問題，藉以強化網路的資安。

解決方案

1. 可選購具備有 SSD 儲存設備的型號，例如 201E、301E 等，

將資料存放在 SSD 中。

2. 可利用 FortiCloud 所提供的七天免費儲存空間，將資料放上

雲端。

3. 如有更長紀錄的需求，可以額外購買 FortiCloud 空間，提供

一年無上限的儲存空間。

4. 公司的無形資產非公司資料莫屬。如何確保員工不會將資料

提供給敵方或不經意地因木馬把資料竊取傳送出去，可透過

FortiGate提供的Data Leak Prevention 機制確保公司的無形

資產能永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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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重點

1. 可以有效記錄每個使用者使用網路時間與頻寬、使用上網設

備、從哪個設備上來等詳細資訊，方便稽核與故障檢修。

2. 可以依統計資料有效調整網路架構。

3. 可以依需求設定告警條件。

4. 可自定化報表，以符合各種不同法規的需求。

產業別 各行業皆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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