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品概要

Vantage
SaaS 型的OT 和 IoT 網路安全性與可見性解決方案 

Nozomi Networks Vantage™ 善用 SaaS 強大且易用的功能，為您的 OT、IoT 和 IT 網路帶來無可匹敵

的安全性與可見性。 

Vantage 加速最大規模且最複雜的分佈式網路數位化轉型。 

您可從全球任一處，集中管理所有的 Guardian 部署工作、監控任意數量的裝置並保護任意數量的位

置。 

即使您的網路仍持續快速演變，透過 SaaS 架構的高度靈活性，Vantage 也將助您一臂之力，整合所有 

OT 和 IoT 安全管理工作到單一應用程式。 

Vantage 可讓您立即認知到需要更快速做出應變的網路威脅、風險和異常異狀，並確保網路的彈性。 

看見
讓您對網路所有 OT 和 IoT 
裝置及行為，擁有無可比擬
的認知能力

偵測
針對網路威脅、弱點、風險
和異常狀況，快速做出應變

統一
保障所有資產的安全性、可
見度和監控工作，改善網路
彈性

識別 評估 行動偵測 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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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
資產發現和網路可視化

最新資產庫存清單 

利用自動化資產庫存清單工具，提升網路韌性並

節省寶貴時間

識別所有通訊裝置

提供廣泛的節點資訊，包括名稱、類型和韌體版本

直覺式控制面板 

產生宏觀視圖以及端點和連接點的詳細資訊

透過網路可視化，降低風險 

提供您 OT/IoT 網路及其活動模式的詳細

觀察結果

自動追蹤您的 
OT 和 IoT 資產

即刻理解 
您的網路

Vantage 資產視圖彙總網路的所有資產

活動，方便進行快速評估

網絡可視化視圖顯示網絡上正在通信的所有資

產，以實現實時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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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網路安全性與可靠性監控  

監控所有供應商的資產和所有網路通訊 

突顯可靠性問題指標，例如異常營運數值

輕鬆取得 OT/IoT 風險資料

利用自訂的地理位置、日期和時間範圍，彙總 OT 

和 IoT 風險資訊 

支援對可視化指標的向下鑽取功能，取得更多詳

細資訊

持續監控您的網路和
自動化系統 

評估
弱點評估和風險監控

自動化弱點評估  

呈現包括安全警示、缺少的修補更新和弱點在內

的風險資訊

高效率的優先排序和補救措施  

透過弱點儀錶板和深度分析的能力，快速做出

應變

快速識別
您的弱點風險 

Vantage Dashboard 控制面板提供自訂網路和安全狀

態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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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更新威脅偵測功能 

識別網路安全性和流程可靠性的威脅 

早期和晚期偵測進階威脅與網路風險

訂閱

威脅情資

利用 Nozomi Networks Labs 建立和策劃的指

標，確保最新威脅偵測和弱點識別能力

優異的 OT 與 IoT 威脅偵測能力  

結合依據行為模式的異常偵測功能與依據簽章的威

脅偵測，達成全面的風險監控

訂閱

資產情資

OT 和 IoT 裝置異常狀況偵測的準確性有了突破性

進展，加速對事件做出應變

快速偵測和中斷威脅與
異常行為

有效監控混合式環境

偵測
進階異常狀況和威脅偵測功能

準確的異常狀況警示 動態網路資產情資

持續準確的庫存清
單和偵測功能

加速對事件做出應變

快速的資產識別

確保精確的資產庫存清單

OT 和 IoT 異常狀況偵測的突破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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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事件解釋

描述事實、可能原因，對每個警示提出建議的解決

方案，減少額外調查的需要

自動化綜合警示

根據事件，進行警示分類，讓安全和營運員工利用

簡單、清晰且綜合的視圖，瞭解網路中發生的事情 

大幅縮短耗時的研
究工作

行動
提升全域的事件應變速度

風險儀表板

彙總風險和威脅，聚焦於關鍵考量事項 

透過方便設定優先等級的精確警示，縮短應變時間

並提升生產效率

詳細警示，展現全球視角 

綜合所有資料，建議可識別網路任一位置的安全

性與可靠性風險的精準警示

明顯改善 OT 和 IoT 
風險管理

Vantage Alerts View 警示視圖透過清晰的說明和可採

取行動的資訊，提升做出應變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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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的全域可見度

彙總地端或雲端佈署的 Nozomi Networks 

Guardians 發出的資訊 

提供基本資訊的自訂彙總資訊，且具備向下鑽研功

能，進一步瞭解多個現場環境或裝置狀況 

整合的安全基礎設施  

簡化的 OT/OT 安全性流程，做出具連貫性的應變

措施 

內建整合 資產管理系統、報修追蹤系統、身份管理

系統以及安全資訊和事件管理系統 (SIEM)

nozominetworks.com/integrations 

整合監控所有裝置 

集中管理現場所有的安全風險 

提供所有 OT/IoT 環境的可見度

支援廣泛的通訊協定  

支持數百種 OT、IoT 和 IT 通訊協定 

提供Protocol SDK 和技術服務，支援新型的通

訊協定 

nozominetworks.com/integrations 

輕鬆進行擴充，並展
現最佳性能 

輕鬆與 SOC/IT 環境 
整合 

擴充
利用 SaaS 的強大功能，統一所有現場環境的安全性

Vantage 保護 任何規模的網路。

https://www.nozominetworks.com/products/technical-specifications/#protocols-integrations
https://www.nozominetworks.com/products/technical-specifications/#protocols-integ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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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 和 IoT  
安全性與可見性 

Vantage的可擴展SaaS平台可在任何地方保護任何數量的OT，IoT，IT，邊緣和雲資產。產業級強度網路 網
路安全性與可見性

Nozomi Networks 與您信任的 IT/OT 服務和技術公司建立深化的合作關係。包括： 

• 第一次您可以看到網絡上的所有資產並了解它們的行為。

• 我們的技術可以快速，準確地檢測到惡意和異常活動。

• 您擁有在數據失竊或操作中斷發生之前需要了解並應對威脅所需的見解。

瀏覽 nozominetworks.com/partners，瞭解更多資訊。

更快地
響應事件

http://www.nozominetworks.com/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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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架構範本

Nozomi Networks 與您信任的 IT/OT 服務和技術公司建立深化的合作關係。包括： 

• 與企業 IT 與託管安全服務供應商建立策略聯盟關係 

• 與領先的 IT/OT 解決方案技術整合

• 系統整合商 (SI)、加值代理商 (VAR) 和分銷合作夥伴全球網路

瀏覽 nozominetworks.com/partners，瞭解更多資訊。

世界級
合作夥伴

您可根據自身需求，利用 Nozomi Networks 的靈活架構、廣泛的裝置並與其他系統的整合優勢，進行 

Nozomi Networks 解決方案的客製化作業。 
Purdue 模型 
範例

https://www.nozominetworks.com/partners/global-strategic-alli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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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閱

威脅情資
威脅情資服務提供持續的 OT 和 IoT 威脅及弱點情資。該服

務可協助您全盤掌握動態威脅狀況，並降低您的平均偵測時

間 (MTTD)。 

GUARDIAN 附加元件

遠端收集工具 
遠端收集工具屬於低資源設備，可擷取分佈在各處的資

訊，並傳送給 Guardian 進行分析。這些設備不僅可提升

可見度，同時可降低部署成本。 

產品

中央管理控制台
中央管理控制台 (CMC) 可整合現場環境或雲端的各種 OT 

和 IoT 風險監控與可見度功能。該控制台與您的 IT 安全基

礎設施整合，進而簡化工作流程，加速對威脅和異常狀況做

出應變措施。 

產品

Guardian
Guardian 提供產業級的 OT 和 IoT 安全性與可見

度該產品整合資產發現、網路可視化、弱點漏洞評

估、風險監控和威脅偵測功能，打造單一的解決方

案。Guardian 加速您的安全管理工作，簡化您的 IT 

和 OT 融合作業。 

SAAS

Vantage
Vantage 善用 SaaS 強大且易用的功能，為您的 

OT、IoT 和 IT 網路帶來無可匹敵的安全性與可見度。

其擴充性功能，讓您可從全球任一處，集中管理所有 

Guardian 部署工作，並保護任意數量的位置。需要 

Guardian 傳感器。 

訂閱 

資產情資
資產情資服務提供持續性的 OT 和 IoT 資產情資，加

速異常狀況偵測速度並提高準確度。該服務可協助您

集中精力，並減少平均應變時間 (MTTR)。 

GUARDIAN 附加元件

智慧型輪詢
智慧型輪詢為 Guardian 的被動資產發現功能，添加

小容量主動輪詢功能，強化您的資產追蹤、弱點漏洞

評估和安全監控能力。

產品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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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zomi
Networks
OT 和 IoT 安全與可見度領先解決方案

Nozomi Networks 是 OT 和 IoT 安全與可見度領域的佼佼者。我們統一全球規

模最龐大的關鍵基礎設施、能源、製造、礦業、交通運輸、建築自動化和其他 OT 

場域的網路安全可見度，加速數位化的轉型。透過不斷的創新與研究，我們提供超

凡的網路可見度、威脅偵測能力和營運作業的深入見解，有助於企業因應日益嚴

重的網路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