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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inet Security Fabric安全架构扩展对阿里云的支持，与阿里
云一起并肩助力客户数字化转型及业务的快速拓展同时保持高效
的安全构建。Fortinet所提供的安全架构可覆盖不同维度的攻击
面，提供从物联网（IoT）到云端的自动且协同的威胁防御。同时

终端安全

多云安全
网络安全

Fortinet具备成熟且业界领先的威胁研究实验室，持续输出基于机
器学习的可执行威胁情报，为企业与组织机构构建从数据中心到
云端的无缝动态安全防御体系。在提供安全方案的同时，Fortinet

接入安全

应用安全

还提供了统一安全管理解决方案，让安全的视角更延伸，且对客
户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
安全管理

护航企业云转型

Figure 1: Fortinet Security Fabric安全架构

Fortinet Security Fabric安全解决方案可保护本地数据中心和云环境中的业务工作负载，包括对云原生应用提供多层安全保护。
Security Fabric支持各种常见的基于阿里云的用例。

保护云上工作负载
不论是在云上构建应用还是将本地应用迁移到云端，都需要给予必要的安全保护，既要持续防御来自传统网络威胁向云端传播，也
要防范云中通过API进行多工作负载的协同时带来的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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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向流量的串行保护，基于主机的东西向流量保护，对基于云API的保护，以及对配置风险的管理，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紧密的云

安全解决方案。Fortinet FortiGate-VM可保护虚拟云网络免受基于互联网的威胁，并提供安全的多云连接。 虚拟机（VM）上的
FortiClient端点保护可扩展云中的安全性，以确保安全策略合规性。 FortiCASB Cloud可以保护云帐户级别的无意或无监督配
置，确保配置始终符合企业安全规范、合规要求或最佳安全实践。

混合云安全

2

上云的应用必须具备云环境和数据中心之间的安全连接。 通常情况下，对安全通信的需求限制了对通过网络传播威胁的洞察力。 同
时，复杂的多云部署扩大了攻击面，并在建立和实施一致的安全策略方面带来了挑战。 保护混合云需要一个可跨数据中心和云工作
负载的安全架构，同时具有可通过单窗口控制台的管理和分析能力。

FortiGate下一代防火墙（NGFW）和云安全解决方案为混合云部署提供了最佳的安全连接、网络隔离和应用安全保护。 这些解决
方案通过高速VPN隧道连接，并提供集中且一致的安全策略实施。 部署在公有云中的FortiGate虚拟机可以安全地与任何形式的
FortiGate 进行通信和共享一致的策略，无论是跨云平台还是私有数据中心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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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基于意图的网络微隔离
在威胁防护方面，基于用户、设备和应用程序的静态信任区域已不够。特别对于云部署，基于静态IP地址的网络
分段无法满足如今动态网络的特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FortiGate虚拟机提供了基于意图的隔离功能，可以根
据业务逻辑配置访问规则和网段部署。基于意图的隔离会动态调整规则，以响应对用户、设备和应用的持续信任
评估。对于云中基于意图的隔离，FortiGate-VM利用与多个云中的资源相关联的元数据或标签，根据业务访问
需求实施安全策略。

基于云的安全管理与分析
Fortinet的FortiManager集中管理，FortiAnalyzer安全日志分析和FortiSIEM安全信息与事件管理，这三个解决
方案都可以部署在云环境中，并且可以扩展以监控和保护大量的多云部署。FortiManager将内部和云环境中
FortiGate NGFW的可见性和控制集成到单一管理平台中，而FortiAnalyzer则在Fortinet Security Fabric架构
中聚合和协调威胁情报。FortiSIEM可以根据政府和行业法规以及安全标准进行评估，使组织能够实时识别漏洞
并主动检测，预防和响应威胁。

Fortinet Security Fabric安全架构提供高级的阿里云
安全方案
Fortinet Security Fabric安全架构为阿里云用户提供了在多云基础架构中应用通用策略的能力，实现一致的策略
实施和全局可见性。Security Fabric提供深入，多层保护和运营优势，可保护阿里云的Web应用，并在云中管理
全球安全基础设施。

Fortinet 阿里云安全解决方案的价值点：
单窗口控制和管理。云和本地资源都可以从阿里云中进行管理。 这种易操作性有助于消除人为错误，同时减少
有限IT资源情况下的时间负担。
高可用性。FortiGate-VM确保阿里云的安全服务全天候可用。Fortinet采用FortiGate-VM NGFW双机部
署，单播形式的FortiGate集群协议（FGCP），为阿里云的部署提供主被动集群模式的解决方案，保障安全
服务的快速且有状态的故障转移，而无需外部自动化或服务补充。FortiGate-VM可提供防火墙，IPsec /
SSL VPN和IP语音（VoIP）的会话与配置同步。
云原生的可见与可控。通过Fortinet云安全方案，企业对于其在阿里云中部署的应用可以具有深入的可见性；
同时动态地址组和基于云资源的逻辑命名允许在底层资源向外扩展或在整个云基础设施中移动时遵循一致的安
全策略。
影子IT控制。随着组织简化IT运营和整合安全控制，诸多业务部门直接采购自己所想选用云的服务。 Fotinet
Security Fabric安全架构使IT部门能够更好地了解阿里云基础设施的使用情况，并能够更严格地控制使用模
式，以保护企业免受风险。
PCI合规保障。 Fortinet解决方案提供业界最佳的安全保护的同时还可以保障支付卡行业数据安全标准（PCI
DSS）的合规。

2

SOLUTION BROCHURE | Fortinet与阿里云携手护航企业云转型

FortiGate
下一代防火墙
VPN网关

整合防御对抗广泛且复杂
的攻击态势
Fortinet Security Fabric可以保护流量、数据和应

云

原

生

驱

动

用，这可以让用户增强对使用阿里云环境的信心。

器

FortiAnalyzer
集中日志与报表

FortiManager
集中策略管理

所有Fortinet云产品均基于Fortinet VM形态。 从
Fortinet渠道合作伙伴处购买的许可证可通过平台进

Fa
b

ric

C

on

ne

ct
or

行转移。例如，使用自带许可证（BYOL）模式，
VMware上FortiGate VM的相同VM许可证将适用
于阿里云平台上的Forti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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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Fortinet 阿里云安全解决方案

此外，FortiGate NGFW，FortiAnalyzer安全日志
分析和FortiManager集中管理产品均已在阿里云市
场上销售。

Fortinet阿里云安全解决方案，包括：
FortiGate NGFW解决方案。FortiGate-VM NGFW 提供业界领先的威胁防护，防御已知、未知和零日攻
击。 FortiGate-VM可自动扩展，可在动态变化的工作负载需求扩展和收缩时提供必要的可见性和保护。 这种
自动扩展功能可确保动态安全性，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慢速或空闲时的时间成本。
FortiWeb 应用安全解决方案。FortiWeb Web应用安全防火墙（WAF）可保护托管的Web应用程序免受高
级威胁的攻击。AI Web应用防火墙，基于双模型人工智能驱动的下一代WAF ，免受SQL注入，跨站点脚本，
缓冲区溢出，cookie中毒，恶意来源和DDoS攻击等复杂威胁，以及防止恶意爬虫和机器人访问网站，防止重
要网页被篡改 。FortiWeb也可以BYOL模式提供。
FortiManager集中管理解决方案。FortiManager集中管理解决方案支持中央策略管理和洞察网络范围内的
流量和威胁。可管理多达10,000个Fortinet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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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iAnalyzer安全日志分析解决方案。FortiAnalyzer可以收集，分析和关联Fortinet产品的日志数据，以提
高可视性，并及时的作出安全告警。 该产品与与FortiGuard入侵指标（IOC）服务结合使用时，它还提供受损
主机的优先级列表，实现快速响应。
Fabric Connector 云原生驱动器。 Fabric Connector云原生驱动器可将防火墙与网络安全功能自动接入用
户生态系统多组件的动态网络工作流中。

多层防御，责任共担模型，降低安全风险
阿里云与Fortinet Security Fabric安全架构的结合使企业能够将安全性、可视化从数据中心扩展到云，从用户和
设备到无线接入点。

多层安全性，基于意图的隔离、基于机器学习的安全功能是Security Fabric的关键优势，它构成了一个全面的责
任共担模型，简化了操作和策略管理，从而改进了安全生命周期管理。 此外，阿里云和Fortinet Security Fabric
安全架构的结合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可扩展的安全平台，同时拥有较低的总体拥有成本。

Figure 3: Fortinet 阿里云安全架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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