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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One EdgeFire™  
工控次世代防火牆系列

提供生產線環境持續運作、關鍵資產保護和事故回應的在線威脅防禦系統

現代化和互聯互通是成為互聯世界的關鍵。 這場革命彌合

了資訊技術（IT）和運營技術（OT）之間的鴻溝。通常，IT 

和OT 技術是分別操作的，各自具有自己的網路，維護任務

編組、各自的目標和需求。此外，典型的OT 網路通常擁有

大量不符合現代企業網路設計的資產，以至於很難及時進行

更新和修補以維護關鍵資產的保護。

EdgeFire 是次世代防火牆，它可以通過網路分段和隔離將

網路劃分為不同的控制區域，甚至可以縮小至細胞級別 (cell 

level)。提供網路存取控制與網路攻擊防禦，EdgeFire 可協

助企業做到深度網路防禦並簡化OT 日常操作管理。

效益 

效能強大且彈性的防火牆，提供安全性、穩定性和便利性

l 網路分割並隔離不同工廠或生產區域之間的連接。

l 可獨立運行，或與中央管理系統 "OT Defense
Console™" 協同運作。

l 採用小尺寸且具備認證等級的硬體，雙輸入電源，可用
於廣大範圍的作業溫度，耐用度高、適用於OT 環境。

達成OT環境網路的全面可視性

l 通過OT 網路內的被動式資產標籤機制和 IT /
OT流量通信，達到資產可視性。

l 減少因進行修補或維護所需的停機時間。

l 增加Shadow OT 可視性。

l 過濾並簡化OT 網路通訊。

l 輕鬆建立事件監控和日誌。

l 使用內建的日誌和查詢事件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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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檢測引擎攔截並阻止蠕蟲散播

l 通過靈活的部署選項提供即時和連續的威脅防護，採用
集中式管理界面，可輕鬆安裝和管理。

l 保護易受攻擊之未修補漏洞的設備和老舊系統。

l 基於特徵碼的虛擬補丁可以保護您的資產免遭OT 漏
洞攻擊。

l 通過網段分隔建立不同生產區域，減少操作失誤或網絡
攻擊帶來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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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EdgeFire 1012 
支援的IPS流量檢查吞吐量 200Mbps + 

延遲 <500 微秒 
同時連線數 (TCP) 100,000 

支援 ICS 工控通訊協定 

Policy Enforcement 規則數 64 Rules 
32 Profiles 

外型規格 DIN-rail mounting and Wall mounting (with optional kit) 
重量 (單一設備) 900g (1.984 lb) 
尺寸 (寬 x 深 x 高) 180mm x 120mm x 50mm (7.09 x 4.72 x 1.97 in) 

網路介面
8 x Auto-sensing 10/100/1000 Mbps ports (RJ45 connector) 
2 x 100/1000 fiber optic ports and 2 x Auto-sensing 10/100/1000 Mbps Copper ports (Combo) 

USB 介面 1 x USB v2.0 Type-A 
管理介面 (Web) LAN Interface 
管理連接埠 RJ-45 Console 

輸入電源
9/12/24/48 VDC, Dual Redundant Inputs (2 x 3 Pin Terminal Block, Shall Locate in front panel); Reverse 
Polarity Protection Supported 

輸入電流 1.8/1.35/0.68/0.35A 
電流供應器 Dual Power input, total 6 pin terminal block 

作業溫度 -40 to 75 ˚C (-40 to 167 °F )(Wide Temperature)
作業相對濕度 5 to 95% non-condensing 
非作業 / 儲存溫度 -40 to 85 ˚C (-40 to 185 °F )
非作業 / 儲存濕度 5 to 95% non-condensing 
振動測試 IEC 60068-2-6, IEC 60068-2-27, IEC 60068-2-64 (without any USB devices attached)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MTBF) 700,000 hours + 
安規認證 CE ,UL,UL 60950-1 

電磁相容性
EMI: CISPR 32, FCC Part 15B Class A 
EMC: EN 55032/35, VCCI Class A 

環保產品 RoHS, RoHS2, CRoHS, WEEE 

Ed ge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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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為關鍵任務設備進行OT 通訊協定過濾與控制

EdgeFire 的核心技術 - TXOne 單一工業協定(One-

Pass DPI)（TXODI™）能夠建立和編輯白名單，只允許

關鍵節點之間的溝通，並能針對L3-L7 網路流量的深入

分析。

l 通過整合 IT 和OT 網路架構，提升影子OT (Shadow OT)
可視性
EdgeFire 提供您得以整合 IT 和OT 網路並協調運作的機
制，並使您的Shadow OT 環境具有可視性。

l 基於特徵碼的虛擬補丁

透過虛擬補丁，您的網路將具備面對已知威脅所需的最新

防禦。用戶可以控制修補過程，提供在事件發生時先發制

人的防禦，並為老舊系統提供額外的保護。

l 在 "監控" 和 "防護" 兩種模式之間靈活切換

EdgeFire 可以在 "監控" 和 "防護" 模式之間彈性靈活的

切換。監視模式和防模式可大幅提高安全性的同時保持生

產效率。

l 支援多種工業協定
EdgeFire 支援OT 協定，包括 Modbus、ethernet/
IP、CIP等，讓OT 和 IT 資安系統管理員可以進行協作。並
使OT 網路與現行網路架構無縫整合。

l 卓越的威脅情報和分析
EdgeFire 通過最新的威脅情資，能針對未知威脅提供防
護。 借助ZDI 漏洞獎勵計劃，讓EdgeFire 為您的系統提供
專有的保護，免受未揭露和Zero Day 威脅的侵害。

l 靈活的網段分區和隔離
EdgeFire 是將網路劃分為易於管理的安全區域的理想解決
方案。

l 集中管理
可透過中控管理對多台EdgeFire 進行Pattern 更新和韌體
管理。針對具有多台EdgeFire 節點的網域，OT Defense 
Console™（ODC™）可讓管理者分群進行管理，從而降低
管理成本並提高工作效能。

ICS Protocol Filter Profiles

規格

Modbus／EtherNet/IP / CIP / FINS, 其他持續增加中 

主要特點 

El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