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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敏捷性、易管理性以及成本优化等方面的

卓越表现，SD-WAN 已经成为企业广域网建设的优先

选择，并在持续替换传统分支路由器（在 MPLS 语境

下为 CE 路由器）。相比传统分支路由器，SD-WAN

设备在路由方面的支持以外，额外支持跨多个底层链路

的基于应用感知的智能选路，集中管理、编排和原生安

全，以及应用性能优化等功能。

自 2012 年 SD-WAN 技 术 萌 芽， 到 2016 年

SD-WAN 市场萌芽，再到 2020 年 SD-WAN 市场全

面开花，SD-WAN 从架构到产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16 年开始的第一代 SD-WAN，通过 Overlay 隧道

结合集中管理，以及灵活的路由调度能力，允许企业利

用低成本、易获得的 Internet 接入能力，构建高性能的

企业级广域网，降低对于昂贵的传统企业 WAN 连接技

术的依赖性。

在企业 WAN 降本增效的目标初步达成之后，由

于允许分支机构可以直接访问互联网而无需绕经企业总

部 / 数据中心进行流量安全检查，给企业带来了难以回

避的安全风险控制问题。企业开始为其分支机构增加额

外的企业级网络安全设备。

安全成为企业 WAN 转型的必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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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之后，我们发现第一代

SD-WAN 不但没有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好处，反而增加

了后续大量的设备、授权、运维、管理成本。

在 Gartner《SD-WAN 安全最佳实践》报告中

明确指出，目前有很多 SD-WAN 和安全融合的设备，

但是在 SD-WAN 项目中，企业还是习惯将网络和安

全分开选择，因为网络和安全厂商各有侧重，即在网络

方面顶尖的在安全方面能力通常有所欠缺，所以当企业

选择网络和安全都顶尖的产品时，通常是两个品牌，或

者一个品牌的两个产品线。建议企业和组织应该通盘考

虑网络和安全，评估使用单一整合型供应商与同时使用

多家头部供应商的优劣。

作为网络防火墙和广域网边缘基础设施两个魔

力 象 限 的 双 料 领 导 者，Fortinet 以 Security Driven 

Networking（安全驱动网络互连）理念为基础，率先

提出安全 SD-WAN（Secure SD-WAN）产品，并

倡导安全应该作为 SD-WAN 的内生能力，而不是额外

附加组件，以一个 FortiOS 平台为用户提供统一且完善

的 SD-WAN 和下一代防火墙能力，无疑给客户提供了

一个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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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inet 安全 SD-WAN 解决方案

不论什么规模、行业的企业和组织都在寻找一个

可被信任的行业领导者来协助他们解决广域网转型的挑

战和随之而来的安全挑战。Fortinet 安全 SD-WAN 作

为网络防火墙和广域网边缘基础设施双料魔力象限领导

者，具备经过众多行业客户验证的关键能力来帮助企业

和组织解决这些挑战。

Fortinet 是全球唯一拥有 SD-WAN 专用芯片

的安全驱动型网络领域的领导者，也是 Gartner 魔力

象限中执行力最高的领导者，部署该解决方案的企业和

组织将能够为其员工提供高质量的体验，通过一个操作

系统，基于硬件芯片加速的融合型安全和网络能力来简

化企业网络和安全架构，并实现跨所有广域网和云边缘

的高运营效率。

作为安全驱动网络互联的全球领导者，Fortinet 始

终致力于推动网络与安全能力的深度融合。Fortinet 提

供的一个广域网边缘设备，包含完整的 SD-WAN，完

整的 NGFW，高级路由，以及 ZTNA 代理，这些功能

运行在一个 OS 之上，通过一个界面进行管理，执行一

个统一的配置和管理逻辑。

企业和组织无需增加额外设备，网络和安全管理员

可以通过一套管理界面，将一套安全策略部署在所有边

缘，包含在企业网内和不在企业网内的用户终端，全面

覆盖如今的数字化攻击平面。

通过 Fortinet 统一广域网边缘方法，用户可以缩

减设备数量和运维管理界面，简化企业在广域网转型过

程中的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提升员工用网的体验

质量，同时防范无处不在的安全风险。

Fortinet 安全 SD-WAN 优势

基于业务或应用的服务可靠性要求（SLA），以动

态、自动化、高效率的方式在不同的广域网链路上

实现流量调度。

具备对广域网传输进行优化的能力，增加容错性，

并通过协议优化、数据压缩等方式提高传输性能。

5000+ 全球应用特征库，以及应用自学习功能。

统一管理平台提供全局网络与安全可见性及配置

管理。

零接触部署、自动化配置下发。

网络分析与安全分析。

报表生成（开箱即用模板），自定义报表。

生产力与安全风险报表

降低企业在本地和远程分支采购软件、硬件和支

持服务的成本。

降低由于人力劳动（如对广域网接入设备的部署、

管理和排障）带来的运营支出。

通过 SD-WAN 拟合多种互联网接入方案显著降

低 MPLS 线路支出。

全球首款 SD-WAN ASIC 芯片提供的卓越网络和

安全处理性能，带来更好的设备性价比。

下一代防火墙、IPS、反病毒、Web 过滤等应用

层的安全检测和防御能力，保护网络免受漏洞利

用、病毒传播、僵尸网络等高级威胁的侵害。

结合云沙箱或本地沙箱的未知威胁检测。

对于不同区域、部门和功能的网络，提供边界访

问控制能力，根据 IP、应用、用户等方式进行权

限的控制。

ZTNA 代理保护远程办公人员访问安全

改善应用访问体验

网络和安全的统一高效运营

原生集成业界一流的安全能力

降低成本

融合是安全 SD-WAN 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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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WAN 的多功能性使组织能够扩展如何以及在何处应用它。将分支机构连接到云或数据中心只是一

种可能的场景。越来越多的组织还使用 SD-WAN 将远程工作者连接到云和园区资源，并在云之间或云与数

据中心之间创建高速的、随需应变的连接。

挑战在于，很少有解决方案能够有效地解决 SD-WAN 能够支持的所有用例，而且能够在保护连接、数

据和它们交付的应用程序的同时做到这一点的解决方案更少。此列表确定了每个安全 SD-WAN 解决方案都

应该提供的 9 个基本元素，以帮助组织选择旨在随业务增长和扩展的解决方案。

01

03

05

02

04

06

07

09

支持所有广域网使用场景，并将它们集成

到一个统一的广域网边缘设备中，运行一

个OS，通过一个管理控制台进行管理。整合安全和网络功能以提升整体

安全态势，交付稳定的安全保护

效果，同时不影响用户体验。

通过精准的应用识别、动态智能选

路、链路优化，以为任何位置的用

户提供卓越的应用访问体验。
通过內建的ZTNA访问代理基于

用户进行应用访问控制，以满足

随时随地办公的安全需求。

通过提供多种设备形态以及接入能力，对

小型分支、安全敏感、云优先型客户提供

广域网连接优化与企业级安全保护。简单、自动化、安全的SD-WAN

部署，也要能够跨多云和混合云环

境，并提供良好的上云优化支持。

保障“Day2+”长效运营，提供

一个统一管理平台（展示和分析能

力）给NOC和SOC团队。

作为SASE和SD-Branch

的基础平台。

简化开局，零接触部署，让IT能

够快速构建安全广域网网络来实

现任何规模分支的高效运营。
08

安全 SD-WAN 的 9 个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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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inet 安全 SD-WAN 解决方案

现有 MPLS WAN 的替换

或补充，替换传统路由器与

防火墙，兼顾安全与可用性。

降低企业分支机构广域网

管理复杂度，兼顾网络与

安全。

保障音视频应用或其他高带

宽消耗、或实时性要求高的

应用访问质量。

优化企业总部、园区网

WAN 成 本， 提 升 带 宽

利用率。

优 化 海 外 SaaS 和 IaaS

访问体验，同时保护互联

网访问安全。

Fortinet 
安全 

SD-WAN

Fortinet 安全 SD-WAN 解决方案与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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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inet 
安全 SD-WAN
解决方案的构成

FortiGate 作为 SD-WAN 的 CPE（小型 FortiGate）和集中器（大

型 FortiGate），FortiDeploy 提供零接触部署功能，FortiManager 进行

SD-WAN 的策略和路径控制，FortiAnalyzer 提供集中日志和报表功能，

FortiAuthenticator 提供全方位的身份认证功能。

这样的 SD-WAN 解决方案适应于多种应用场景，为不同需求、不

同网络规模、不同预算的客户提供帮助。

FortiAnalyzer
流量可视性和安全分析

NOC & SOC 平台

网络 & 安全报表

支持公有云部署

FortiAuthenticator
证书管理

终端接入认证

FortiManager
设备统一管理 & 控制平台

提供设备全局可视性

统一配置 & 功能模板管理

SD-WAN 状态监控

资产 & 服务授权统一管理

支持公有云部署

传输线路接入

MPLS

Internet

3G/4G/5G

PPPOE

VPN

FortiGate
SD-WAN CPE

基于应用的路径控制

性能 SLA

QOS 和边界路由转发

下一代防火墙功能

支持硬件、虚拟化部署

支持 AWS、Azure、阿里云部署

FortiDeploy
Zero Touch 远端部署

Internet

MPLS 3G/4G/5G

Fortinet
安全 SD-WAN
解决方案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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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inet 安全 SD-WAN 解决方案

Fortinet 安全 SD-WAN 简化架构与管理

疫情的持续进一步加速了企业应用的分散，企业更多的采用 IaaS 和

SaaS，多云、混合云，以及远程办公，这一新常态迫使企业广域网架构

面临重要转型。这一转型并不是只有分布式企业才会面临，任何行业、规

模的企业，哪怕只有一个办公室，只要有多条广域网链路，都会面临并思

考对应的解决方案。

当提到 SD-WAN，大多数人会把它当做一种新型的组网技术，因

此 SD-WAN 以优化多条广域网链路利用率，不参与组网的独立工作场

景通常被忽视了。当我们使用大量的云应用时，如 zoom，Salesforce，

Office365，Google Workspaces，各种各样的公有云平台，如果不经

优化，我们就不得不面临无法掌控的应用体验，不可预测的应用性能和可

用性。另一方面，企业广域网边缘处也臃肿不堪，路由器、普通网关、下

一代防火墙、负载均衡、流控、VPN 网关（或 ZTNA 零信任代理）等等。

虽然作为企业总部有专业团队进行维护，但是会面对多个管理控制

台，以及不断复杂的出口架构和路由，缺乏应用和网络层面可见性，带宽

利用率低，同时也难以保护远程办公人员访问应用和互联网的安全。

Fortinet 以一个广域网边缘平台 -FortiGate，运行在一个 OS 之

上 , 一套管理界面和逻辑，帮助企业变革企业广域网出口，并保护 SD-

WAN、本地网络和远程访问安全，构建以应用访问为中心的弹性广域网。

传统网络边缘
安全 SD-WAN

运行在一个 OS 的一个
广域网边缘设备

 可视化设备

 管理设备  管理设备  管理设备

防火墙 路由

FortiGate

复杂 昂贵

低效

MPLS

Internot

4G/LTE/5G 4G/LTE/5G

敏捷

简单
高性
价比

宽带

宽带

应用场景一

最大化精简广域网
边缘与链路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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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手动
优先选择手动定义的

最佳路径

成本优势（SLA）
优先选择满足 SLA 目

标接口中成本最低的

路径

优选路径
优先选择拨测结果中

质量标准最佳接口的

路径

带宽优化（SLA）
选择满足 SLA 设定目标的

接口进行负载均衡

在广域网链路优化方面，FortiGate 中提供了完善的 SD-WAN 功能以及开箱即用的四种

SD-WAN 智能选路策略，用户可以自定义应用的 SLA 目标，并通过多种链路拨测方式进行

广域网链路的健康监控，确保应用能够始终运行在符合其质量要求的链路上。基于 FortiGuard 

Labs（全球威胁研究与响应实验室）不断更新的 5000+ 全球应用特征库，以及 ISDB 互联网

服务数据库，FortiGate 可以精准识别应用，例如：

将 Salesforce 和 Office365 流量路由到跨境质量最好的链路；

将普通业务流量路由到本地质量最好的链路；

将 Windows 和 iOS 系统和应用更新路由到成本最低带宽较大的链路；

通过准确、稳定的为应用选则合适的链路，企业可以通过最大化现有带宽利用率来降低无

效的链路扩容费用，节约广域网链路成本。

此外，FortiGate 也是业界首款原生集成 ZTNA（零信任网络访问）代理的安全 SD-

WAN 产品，为随时随地远程办公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同时无需增加额外设备与管理界面。

5,000+ 应用识别，精准分流基于多维链路质量的智

能选路 SSL 加密流量检测 WAN 优化

优质线路
资源

HA

Secure
SD-WAN

SaaS

公有云

数据中心

优质线路
资源

增强
用户
体验

智能选路
流量优化

稳定的分流精准度
包括加密流量

持续学习
500+ 应用，同步保持更新

自修复
实时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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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inet 安全 SD-WAN 解决方案

应用场景二

分布式企业分支与
总部互联

在高速运作的现代商业社会，快速获得经营数据、快速分析数据、快

速进行响应和调整成为所有企业和组织的必备能力。特别对于分布式企业，

如金融、零售连锁、物流、旅游、餐饮、能源等具有广泛分布的分支机构，

更加需要对于分支机构的良好管理能力。IT 系统是管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中网络的质量和稳定性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传统广域网架构面临的挑战：

成本低的网络，质量很难得到保证；网络质量好的，成本高

没有备份线路，出现故障时没有备选方案

运维复杂，运维成本高，响应速度慢

利用 SD-WAN 技术，可以很好的应对以上这些挑战，取得网络质

量、构建和运营成本、灵活和响应速度三者之间的平衡。Fortinet 的 SD-

WAN 解决方案特别适应于分布式企业，FortiGate 的分支机构门店的型号

多样，接口丰富，满足 2Mbps 到 100Mbps 带宽的多种接入方式（DHCP，

PPPoE，固定 IP 地址等），同时还具备 4G（外置和内置）接入功能；

FortiGate 的中心端的部署也非常灵活，具备高可用、高性能的特点，同

时支持硬件、虚拟机（VMWare、KVM、HyperV 等主流虚拟化平台）、

公有云（阿里云，AWS，Azure，腾讯云等）的部署方式。同时满足分布

式企业的分支与多总部，分支与多数据中心的 SD-WAN 构建要求。具体

部署模式如下：

FortiGate CPE

跨数据中心连接

分支机构直连 分支机构直连
SD-WAN

Overlay Network

FortiGate-VM FortiGate
硬件设备

数据中心

业务系统 / 收银系统
VLAN

监控 / 展示系统
VLAN

访客智能终端
VLAN

公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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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inet 的 SD-WAN 解决方案帮助分布式企业解决多分支与多数据中心和总部进

行成本合理的，高质量和高冗余性的广域网互联方案。在这个方案中，FortiGate CPE

可以通过有线网络和 4G 网络，与每个数据中心的 FortiGate 都建立多个隧道，实现不

同分支接入网络之间的冗余，同时可以利用多个广域网接入方式实现最优化的网络质量。

Fortinet SD-WAN 策略可以保证关键应用的服务质量和带宽，确保企业关键应用

的可用性。同时在不满足服务质量的情况下，如断线、丢包率 >1%、延迟 >200ms 等条件，

自动切换至另一个高质量网络，确保网络的可用性。FortiGate 能够识别超过 5000 种

应用程序，并能够根据应用进行网络优化。在Fortinet国际领先的安全解决方案的加持下，

SD-WAN天然的具备Gartner和NSS Labs认证的安全功能，包括防病毒、防僵尸网络、

防攻击、恶意网站防护、恶意 IP 防护等。

Fortinet SD-WAN 的集中管理和集中监控可以统一配置 SD-WAN 策略和监控整

个网络的状态，确保运维的高效。对于分布式企业来说，广域网通过 SD-WAN 优化了

以后，有线和无线局域网的快速构建和集中管理也成为一个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Fortinet 为分布式企业量身定做了一个软件定义分支机构（SD-Branch）的解决方案。

基于 Fortinet SD-Branch，用户可以把广域网和办公网的高质量互联和安全问题

放在一起解决。在 SD-WAN 提供的广域互联基础上，SD-Branch 可以帮助用户快速

地构建整个分支办公室的基础网络。通过 Fortinet 集成化的解决方案，用户可以一站式

搞定其办公室基础网络，而多分支互联网 SD-WAN 的构建也只需要一套管理平台就可以

搞定。实现用户的真正需求：“装修好网就通”，无需专业人员到场安装调试，通电就能

上网，让分支和总部进行高速且安全的互联。

在 SD-Branch 方案中，FortiGate 将作为 FortiSwitch（交换机）和 FortiAP（无

线接入点）的控制器，整个局域网都可以通过零接触部署，一步配置完成，并且可以通

过远程管理和配置，极大的简化了部署和运维的成本。

无线平面

总部

有线无线
控制器

NGFW/UTM

数据

控制

管理

FortiSwitch-POE

FortiAP FortiAP

FortiGate

FortiGate

 SD-WAN 的智能选路原则
基于应用程序
基于线路质量，丢包率、延迟、抖动
基于用户

基于 SaaS 应用
基于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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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inet 安全 SD-WAN 解决方案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应用被从数据中心

迁出，部署到公有云 IaaS 或者直接采用 SaaS 服务来托管关键业务应用。

与此同时，后疫情时代的远程办公已经成为一种必须的工作方式，企业不

仅需要确保员工能够随时随地的以高质量体验访问部署在可能任何地方的

业务应用，还要确保员工访问互联网的安全，避免对业务应用带来安全隐患。

不可避免的，企业仍然会有总部、分支机构，不论这些节点是通过

MPLS、DIA、ADSL，甚至是 4G/5G 线路实现的组网，都可以通过

Fortinet 安全 SD-WAN 构建一张安全的 Overlay 网络，改善过去多种

底层网络的配置复杂、运维效率低、资源利用率低、使用成本高等缺点，

以更智能、自动化的方式满足用户在数字化转型时代的新需求：配置简单、

最大化 WAN 资源利用率、降低设备资产和管理运营成本。

通过基于与运营商合作的 SD-WAN 骨干网，Fortinet 安全 SD-

WAN 不仅可以实现分支的高效安全组网，还可以为各种分布式用户、场

所和基于云的服务提供安全访问与按需连接，从而安全地实现数字化转型

所需要的动态访问：

提供完善的安全能力，覆盖全部边缘（分支，远程，云）

降低综合成本，提升运营效率（不需要多种安全和网络设备，降低网络、

设备和策略复杂度，降低运维成本）

扩展性极高，按需连接（地域，分支，云），更快的开设新分支，接

入新的公有云区域，新员工 IT 就绪更快。

简化管理（不需要管理多点的多种设备，使用单个提供商的安全访问

服务，节省人力和管理成本）

网络和安全完美融合（全球连接、加速、SD-WAN、多种安全能力），

无论用户位于何处，一致的体验，一致的安全策略

应用场景三

基于 SD-WAN 骨
干网的安全互联与
安全访问

SD-WAN
骨干网

Public/Private
Cloud

SaaS 
Applications

基 于 SD-WAN 骨 干 网

的安全互联与访问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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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企业应用多种多样，跨运营商，跨平台，跨地区，甚至跨国境的访

问都需要强大的网络支持。但是，因为种种因素的限制，往往在跨越不同属性

的网络时，产生了带宽降低、延时增加、丢包严重甚至直接无法访问的问题。

SD-WAN 在此时能够通过目标探测、路径优选、网络质量优化和保障等技术，

帮助客户改善这方面的体验。

Fortinet 的 SD-WAN 解决方案，可以针对关键应用（如 office 365

或 salesforce.com）和需要到达的网络目标（如海外 AWS 的某 VPC）进

行链路质量探测和自动选路，优化访问路径的路由，并根据关键指标（延时，

丢包，抖动）智能切换至最优的链路。

应用场景四

关键应用加速和
云应用优化

总部数据中心

公有云

Saas

关键应用使用体验和降低整体成本是用户采用 SD-WAN 的两大本质

驱动力。因此 Fortinet 从这两大驱动力出发，向用户推出基于 SD-WAN 

的关键应用加速服务。通过 FortiGate 的链路健康状况监测、强大的应用、

域名、IP 库来为用户提供精准的选路，并可以根据应用 SLA 选择当前合适

的链路，并组合用户当前链路，将专线、普通 ADSL，甚至 4G 移动网络统

一加入 SD-WAN 网络，通过算法对链路进行调度，确保通信质量的同时，

节省带宽成本，让用户以更低的成本拥有“一条上云专线”，来保障视频会

议质量、加速 Office365、Salesforce、GitHub 等知名生产力 SaaS。对

于如阿里云、腾讯云、AWS、Azure 等知名 IaaS，基于精准调度能力，也

能让用户以近专线的效果实现公有云的访问。

                  < 200ms

                  < 100ms, < 1 % loss, < 30ms jitter

        支持 3000+ 应用特征识别

        支持 ISDB 匹配

应用需求 性能 SLA

Internet: 120ms, 1 % loss, 10ms jitter
MPLS: 10ms, 0% loss, 3ms jitter
3G/4G: 200ms, 3% loss, 31ms jtter
      支持多种路径测量技术 :Ping ; HTTP ; TCP 

Echo ; UDP Echo ; TWAMP

      支持路径周期检查、路径故障失效 & 自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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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inet 安全 SD-WAN 解决方案

相比数据中心的工作负载而言，企业更多使用在 IaaS 中运行的工作负载。

相对企业数据中心而言，更多的用户流量和分支机构流量是流向企业数据中心以

外的公有云。虽然企业数据中心将在未来几年内还将继续存在，但进出企业数据

中心的流量在企业总的流量的占比将持续下降。

因此在混合云和多云场景下，不论是应用访问体验、安全，亦或是组网都

需要谨慎待之。虽然大多数的 SD-WAN 厂商都可以提供 VM 版本设备部署在

虚拟化或云环境中，但是只有少部分厂商产品能与平台进行 API 集成，以实现

混合云和多云网络的充分连接。如果把原生企业级安全能力也考虑进去，则凤

毛麟角，更不用说內建 ZTNA 代理来保护远程办公安全了。

另一方面，虽然每个公有云都有自己的网络服务，如 Azure vWAN，

AWS Transit Gateway，Aliyun CEN，以及原生的 IPSec 和 SSL VPN 网关

等等，但是他们都各自为战。如果用户使用混合云和多云，不得不面临多个云

端网络服务的管理界面，通过完全不同的配置逻辑和方法，以及配置复杂的路

由来“打通”多云网络，还要面临后续无尽的维护成本。当然，用户也可以选

择通过专线实现高质量、简单但是昂贵、不灵活的多云和混合云互联。

如今，用户可以通过在不同的环境和位置部署 FortiGate 硬件或 VM 设备

来实现简单、灵活的安全组网以及统一管理。

用户可以在 VMware，KVM，AWS，Azure，GCP 等环境中部署和

使用 FortiGate-VM。FortiGate-VM 通过 Fabric Connector 与云平台

原生网络服务及底层基础设施对接，让用户可以使用 SD-WAN 将混合云和

多云网络进行安全联通。用户只需面对 FortiGate 或 Fabric Management 

Center 统一管理平台，即可轻松实现多云和混合云管理，通过一个平台，一

套配置逻辑，统一管理多云网络和本地网络，无需在多个云平台控制台跳转，

同时拥有能够与云平台服务自动化联动的企业级安全能力。

此外，Fortinet FortiGate 在硬件中提供的 FortiSPU 加速能力，也移植

到了云环境中。FortiGate-VM 可以使用 vSPU 来提升防火墙、IPS、应用控

制和威胁防御相关的安全处理性能。与此同时，FortiGate 还可与云平台网络

服务（如 AWS Gateway Load Balancer）集成，实现性能的线性扩展，结合

vSPU 的安全处理性能提升，确保 FortiGate 不会成为企业云网络瓶颈。

应用场景五

统一平台构建统一
的混合云和多云
SD-WAN

“78% 的 企 业 正 在 使 用

公 有 云 IaaS 和 SaaS；

51% 的企业正在使用公有

云；到 2025 年，70% 的

员工每个月至少有 5 天要

远程办公。”

—— ESG: 
2021 Technology Spending 

Intentions Survey

应用／工作负载

Cloud On-ramp Orchestration

Cloud On-Ramp
SD-WAN

Multi-Cloud
SD-WAN

AWS Translit 
Gateway

Azure
Virtual WAN

Colocation
Private Cloud

Edge Data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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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inet 公司全景

Fortinet 是网络安全领域的全球领导者，提供全面覆盖、深度集成和动态协同的 Security Fabric，使

客户能够加速他们的数字化之旅。

2000年
成立时间

530,000+
客户

全行业覆盖

10,000+
员工人数（截止 2021.10.31）

加利福尼亚州森尼韦尔
总部

7.2M+
迄今设备销售总量

最丰富的应用场景

#1设备出货量

#3 营收排行
（基于 2021 年 3 月，

IDC 全球安全设备市场研究数据）
市场领导地位

500+亿市值（截止 2021.10.01）

Nasdaq:FTNT
S&P 500

1200+ 

全球有效的专利
顶级的创新者

$2.59B
2020 年营收
$3.09B
2020 年账单收入
财务摘要

19.6 亿美金现金与投资，无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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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inet 安全 SD-WAN 解决方案

在 Gartner 最 新 发 布 的 2021 年 度 Magic Quadrant for WAN 

edge infrastructure ( 广域网基础设施魔力象限报告 ) 中，Fortinet 以

最高执行力入围领导者象限。这是 Fortinet 连续第二年入围此魔力象限

领导者象限。

在同时发布的广域网基础设施关键能力报告中，Gartner 列举

了 5 个关键应用场景，Fortinet 在 Small Branch（小型分支），

Security-Sensitive（安全敏感），Remote Worker（远程办公）

三个应用场景的关键能力评估均位列第一。这一评估结果是对 Fortinet

在 SD-Branch，安全 SD-WAN，ZTNA 三个方面技术创新与安全驱

动型网络理念落地的高度认可。

连续受到 Gartner 广域网边缘基础设施研究报告认可 

WAN Edge 关键能力

三大用户场景排名第一

15



16

同一 OS 助攻

NGFW 和 SD-WAN 跨界登顶

Fortinet 再度荣膺 Gartner 广域网边缘

基础设施 “客户之选”称号

一个平台

双料领导者

2021 年网络防火墙
魔力象限图

2021 年广域网边缘基础设施
魔力象限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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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inet 安全 SD-WAN 解决方案

相比 2020 年，2021 年 Gartner 对广域网基础

设施的评估有很多新的发现以及新的评估的方式。

首先远程用户接入是一个确定性的趋势，其次它强

调了分支站点网络的融合，第三点就是安全能力的

持续增强，还有用户无论在任何的位置访问云应

用，他的体验是否能得到保障。在这四点之上还有

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需要易于使用、能整合管理，

而且需要能够提供形态多样并且功能丰富的 SD-

WAN 设备的能力。

这些显著的评估变化也使得 Gartner 对 Fortinet

的评价方面相比 2020 年有很大的进步。例如，在数

据上，Gartner 统计 Fortinet 广域网边缘客户，从去

年的 3 万家增加到了今年的 34000 家，SD-WAN

的客户从去年 8000 家增加到了今年的 1 万家，这

个增长都还是相当可观的。同时 ZTNA 和 SASE 集

成到 SD-WAN 里面也得到了 Gartner 的认可，这

也是符合了 Gartner 对于今年 SD-WAN 整体市场

评估和判断的一个趋势。

Fortinet 也获得了 Gartner 防火墙魔力象限领

导者，同一个 FortiOS 的独特性给 Fortinet 带来了

独特的优势。Fortinet 通过网络安全融合，把企业

的广域网、企业的安全、企业的局域网，以及远程

访问的能力都融合到一起，通过一套平台、一套逻

辑去支撑企业建设以安全为内生能力的网络和远程

接入，最终展现了自身网络与安全融合领导者的实

力。

FortiGate

SD-WAN
 广域网

NGFW
安全

SD-Branch
局域网

ZTNA
远程访问

一个平台，一套逻辑

支撑企业建设安全的局域网、广域网和远程接入

网络与安全融合，Fortinet 引领第三代 SD-WAN 发展

超 34,000 家客户选择 Fortinet 作为其广域网边缘架构转型的合作伙伴

Fortinet 安全 SD-WAN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58号理想国际大厦713室

电话：010-62960376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凯滨路183号保利西岸中心B座601单元

电话：021-64261500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15号珠江城大厦1608

电话：020-38105509

www.for t inet.com/cn
suppor t.for t inet.com.cn
400 600 5255

官 方 网 站

技术支持中心

咨 询 热 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