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概述
公司概况
行业

企业安全
客户

60 多个国家/地区内的 2000 多家企业和
政府机构*

市场

金融服务、政府和国防、医疗保健、制造、教育、
零售和关键基础设施

ForeScout 为全球 2000 强企业和政府组织提供独一无二的设备监控能力，包括非传统设备。
所有设备一旦连网便立即可见。
同样重要的是，ForeScout 可让您在不同的安全工具当中控制
这些设备并协调信息共享和操作，加快事件响应速度。
与传统的安全备选方案不同，ForeScout
让您无需使用软件代理或之前的设备知识便可实现这一点。
该公司的解决方案与领先的网络、
安全、移动性和 IT 管理产品集成，从而克服安全孤岛，实现工作流程自动化并大幅削减成本。
ForeScout 解决方案便于部署，灵活且可扩展。
因此，在 60 多个国家/地区的 2,000 多个
客户* 通过 ForeScout 改善了自己的网络安全性和合规性状况。

通过可见性转变安全性

可以用以下三个词来概括 ForeScout 的独有功能：

成立时间

2000 年

员工

500+*
CEO
Michael DeCesare

主要投资方

Accel Partners、Amadeus Capital
Partners、Meritech Capital Partners 和
Pitango Venture Capital

监测 ForeScout CounterACT® 平台对 IP 连接的设备提供实时可见性，包括受管和

非受管、
公司以及个人、
有线和无线设备。
由于 CounterACT 无需端点代理，它还可发
现非传统物联网 (IoT) 设备以及个人拥有的自带设备 (BYOD) 端点。
CounterACT
确定并评估网络端点和应用程序，确定用户、
所有者和操作系统，以及设备配置、
软件、
服务、
修补程序状态以及是否存在安全代理。

控制 CounterACT 持续扫描网络并监控每个设备的活动。与简单标记违规并将警报
发送给 IT 和安全人员的系统不同，CounterACT 可让您自动化并执行一整套基于策
略的针对网络访问、
端点合规性以及移动设备安全的控制。

协调 CounterACT 经由 ForeScout ControlFabric® 架构，可与 70 多个网络、
安全、
移动和 IT 管理产品*集成。
该功能可协调您已经拥有并使用的安全工具之间的
信息共享和操作，让您可以：
• 跨各个系统共享上下文和控制情报，以执行统一的网络安全策略
• 通过将系统范围威胁响应自动化，减少利用漏洞的机会

• 通过现有安全工具获得更高投资回报 (ROI)，同时通过实现工作流程自动化来节
省时间

企业 IT 安全挑战

ForeScout 解决方案帮助您解决这些严峻的安全挑战：

• 缺乏可见性和控制。
传统端点管理需要在设备上有代理，从而对它们
进行查看和控制。
此外，某些设备进入网络然后又离开，需要实时监控
和持续诊断。

• 复杂的网络威胁。
当今的黑客是资金雄厚的网络犯罪分子和群体。
它们是技艺娴熟的软件工程师，了解网络和应用程序设计、
安全漏洞
以及最终用户行为。
它们最爱使用的攻击手段越来越多地利用如今数
量巨大的存在漏洞的端点，由此获得网络访问权限，并窃取个人数据
或知识产权。

• 快速增大的攻击面。
由于员工和承包商将自己的自带设备 (BYOD)
带到工作中，并且非传统设备每天作为物联网 (IoT) 现象的一部分加
入网络，未受管、
无代理的设备的数目呈指数增长。

• 碎片化的安全现状让攻击者乘机而入并延缓修复。
一般的大型企业具
有十多个或更多安全系统，同时这些系统中共享安全见解的系统平均
不到三个。
这种孤岛化的安全方法阻碍了协调的、
企业范围安全响应，
让攻击者有更多时间利用系统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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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 ForeScout CounterACT
• ForeScout 扩展模块

• CounterACT Enterprise Manager

交付

物理和虚拟设备；软件模块

集成解决方案

最近荣誉

• 2011、2012、2013 和 2014 年 Gartner
网络访问控制魔力象限领导者

• 被 SC Magazine 评为 2015 年度最佳
NAC 解决方案

• SC Magazine 2015 年度 NAC 读者选
择奖；2013 年、2014 年、2015 年度 5 星
评价以及 NAC 团体测试最值得购买奖

• Frost & Sullivan 2014 年度全球技术创
新奖

• 被 HigherEd TechDecisions 评为
2014 年度最佳高等教育产品

• 硅谷企业审评中获评为前 20 家发展最快
速的安全公司，2015 年 10 月

可用于领先网络、安全、IT 管理和移动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的模块（当前有 70 个模块可用）*

ForeScout 的优势

• 改善端点可见性。
通过 IP 地址即时确定设备，包括自带设备系统（PC、
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
非传统物联网设备（手持设备、
传感器和机器）以及未授权端点 - 无需管理代理或对设备的了解。
• 提高生产率。
自动进行安全的访客、
承包商和自带设备访问，可让员工、
IT 人员和帮助台人员专
注于高价值任务，而不是日常的网络访问问题。
• 保持合规性。
通过确保确定的端点得到正确配置、
防病毒软件在运行且已更新、
漏洞已应用修
补程序且已安装最新版本软件，为您的合规性提供支持。

• 快速实现价值。
只需数小时（最多几天）
，CounterACT 就可以方便地与您的现有 IT 基础设施
集成，让您获得网络可见性以及控制力。
CounterACT 可迅速在带外安装，避免网络重构和单
点故障风险。
• 最大化投资回报。
通过共享信息上下文，实现工作流程自动化以及简化安全管理流程，可选的
ControlFabric 集成模块可提升现有安全工具的价值。
• 安全管理自动化。
全面的基于发现、
授权和策略的控制最小化管理开销。

• 改善系统范围安全性。
与 70 多个网络、
安全和 IT 管理产品*集成，加快系统范围威胁监测、
修复和响应。

• 减少管理成本。
通过自动执行和发现 IP 可寻址设备并将其与已经就位的 IT 安全和管理系统
共享相关的一般工作流程，消除时间和资金浪费。

• 根据您的需求成长。
有一系列物理和虚拟设备选项可满足您业务不断增长的需求。
ForeScout
在端点数目超过 1,000,000 个的客户网络中拥有业经证实的良好业绩记录。

访问 www.ForeScout.com
了解更多信息

全球办事处

总部：
190 West Tasman Drive
San Jose, CA 95134 USA
+1-408-213-3191
欧洲、中东及非洲地区：伦敦 +44-1256-843633
以色列：
特拉维夫 +972-3-6449987
亚太地区：
澳大利亚 +61(02)8415 9793

* 截至 201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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