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ravityZone™

端點 、 網 路 、 雲 端 、 人

第一個統一強化、預防、偵測、回應和跨端點、網路、雲端、人的服務之安全平台

端到端的
漏洞防護



推動安全產業創新超過19年

Bitdefender是一家以創新為核心的安全供應商，我們相信IT現代化的力量，以及雲端、人工智能和物聯
網的安全採用。二十年來，我們始終堅持履行我們的使命 — 支持企業數位化的歷程，同時確保安全性不
會妨礙企業需求。

如今，Bitdefender是該領域無可爭議的全球領導者，其技術被全球38%的安全供應商採用。 且受著名的
獨立測試實驗室公認為全球最好的預防公司，Bitdefender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統一跨端點、網路和雲
端的強化、預防、偵測、回應及服務的整合式安全平台供應商。

無可爭議的創新領導者

全球有38％的網路安全供應商使用Bitdefender技術

自2008年，Bitdefender在網路安全與重度機器學習有超過300個基於專利的創新，其技術已結合至全球
三分之一以上的安全解決方案中。

第一個降噪演算法尋找

誤判樣本

第一個基於機器學習的

自動串流偵測

Bitdefender早在2016年就使用2014年開發的機器學習演算法主動阻止WannaCry

第一個IOT安全防護
(BITDEFENDER BOX)

第一個使用深度學習

以增加偵測率

無代理虛擬化安全中的第一個
可調式機器學習

僅基於Hypervisor的內存自省 
(HVI)

第一個可調式機器學習

(HyperDetect)

第一個整合預防、偵測、回應和
風險分析

第一個基於

機器學習的

偵測

第一個人為
風險分析

鞏固企業安全。第一個針對端點、網路、雲端及人的整合平台。
GravityZone™，Bitdefender的端到端漏洞預防平台，使企業能夠透過單一安全平台及單一agent整合多個次世代
安全層。針對整個基礎架構堆疊(從傳統端點到雲端工作負載和物聯網)中的網路威脅統一預防、偵測、回應、強化
和風險分析。

無與倫比的攻擊預防，一直排名第一。
長期以來於重點獨立測試中名列前茅，證實了這一點。包含真實世界情境及零時差防禦，Bitdefender解決方案始
終提供全世界最有效的防護。

全球最大的安全交付基礎架構。 
Bitdefender每天為150多個國家中數百家從小型到大型的領先企業，處理超過340億次網路威脅掃描。



GravityZone™

加速偵測時間 利用內建於端點防護堆疊中直覺的低成本 
EDR

提升可視性 藉由業界領先的威脅情報進入威脅環境。

支援數位化轉型 經由pro-VM、pro-Cloud的安全架構，
並取得跨所有雲端環境的一致防禦。

深受客戶、分析師以及獨立評論家的信賴
最多排名 #1 於AV-COMPARATIVES TESTS
(REAL-WORLD PROTECTION, PERFORMANCE & MALWARE PROTECTION TESTS) JAN 2018 - APR 2020

“Bitdefender是您沒有考慮但應該擁有的最大EDR供應商 ”  
Forrester

“對於小型企業，Bitdefender提供強大且連貫的解決方案。
它也適用於較大的企業，因此可以促進業務的增長。” 
AV-Comparatives, Business Security Tests

“Bitdefender讓我們向世界展示Citrix，而無需擔心被駭客
攻擊” Citrix

通過整合的安全堆疊阻止漏洞行徑
包括預防、偵測、回應、強化和服務
在單一Agent，單一Console下

截至2021年，將有350萬個網路安全職位空缺。隨著企業往雲端轉移並啟動大數據計劃的同時，越來越多的數據被
暴露在網路威脅之下。企業組織正以高昂的成本使用來自許多供應商的諸多工具。物聯網提供的入口點比以往任何時
候都更加缺乏保護。隨著安全挑戰的增加，您的解決方案需要簡單明瞭。

端到端的漏洞防護
我們的企業安全統一平台是從零打造，旨在解決當今企業面臨
的一系列複雜安全需求。 Bitdefender GravityZone™遠遠超
越阻擋複雜攻擊的範圍。我們提供第一個真正從端到端的漏洞
防禦方案，提供跨端點、網路、雲端、人和物聯網的360度全
方位可視性。透過整合、彈性和自主的安全堆疊，符合最嚴格
的安全要求。

鞏固安全 擁有30多個核心預防模組，包括雲端交付防毒、可調
式機器學習、網頁威脅防護、設備控制、應用程式控制、程序
監控和雲端沙箱。
減少攻擊面 通過整合的端點安全強化和風險分析，以及網路流
量智能分類。

減少IoTs暴露 風險，透過網路流量分析的無代理偵測和直覺回
應。

擴展您的內部安全能力 通過我們24/7專家SOC提供的管理獵捕
和鑑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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驕傲的為我們的客戶服務

Bitdefender為中小型企業、服務供應商及技術整合商提供解決方案和服務。
我們為Mentor、Honeywell、Yamaha、Speedway、Esurance或Safe 
Systems等企業對我們的信任感到自豪。

Forrester的 Inaugural Wave™雲端工作負載安全的領導者

AV Test 最佳防護，六年來第六次獲獎

連續第二年榮獲SC Media Industry Innovator Award for Hypervisor 
Introspection 

AV Comparatives 真實世界保護排名 #1(從317個測試案例)第8屆

TahawulTech年度最佳網路資安供應商

受信任的資安權威
Bitdefender是主要虛擬化供應商引以為傲的技術聯盟合作夥伴，直接與VMware、Nutanix、Citrix、Linux Foundation、Microsoft、AWS 和 Pivotal的安
全生態系統的開發做出貢獻。

通過其領先的取證團隊，Bitdefender積極地與FBI和Europol等主要執法機構參與打擊國際網路犯罪，採取NoMoreRansom和TechAccord等行動措施，以
及取締Hansa等黑市。從2019年開始，Bitdefender亦榮幸的被指定為MITRE Partnership的CVE Numbering Authority。

為我們全球夥伴奉獻

作為獨家渠道供應商，Bitdefender很榮幸與全球成千上萬的經銷商和代理商
分享成功。

連續四年獲選2019 CRN 5-Stars Partner Program。2019 CRN Cloud 
Partner Program連續五年。於CRN的Security 100強列表中得到認可

Channel Innovation Awards 2019的贏家 - 年度Cloud Partner Program

比任何其他資安供應商更多的MSP整合解決方案

3個Bitdefender合作夥伴計畫 - 讓我們所有的合作夥伴(經銷商、服務提供商及
混合合作夥伴)能夠銷售最符合他們專業知識的Bitdefender解決方案

獲得領先分析師和獨立測試機構的認可 技術聯盟

UNDER THE SIGN OF THE WOLF

A trade of brilliance, data security is an industry where only the clearest view, sharpest mind and deepest insight can 
win — a game with zero margin of error. Our job is to win every single time, one thousand times out of one thousand, 
and one million times out of one million.

And we do. We outsmart the industry not only by having the clearest view, the sharpest mind and the deepest insight, 
but by staying one step ahead of everybody else, be they black hats or fellow security experts. The brilliance of our 
collective mind is like a luminous Dragon-Wolf on your side, powered by engineered intuition, created to guard against 
all dangers hidden in the arcane intricacies of the digital realm.

This brilliance is our superpower and we put it at the core of all our game-changing products and solutions.

Founded 2001, Romania
Number of employees 1800+ 

Headquarters 
Enterprise HQ – Santa Clara, CA, United States
Technology HQ – Bucharest, Romania

WORLDWIDE OFFICES
USA & Canada: Ft. Lauderdale, FL | Santa Clara, CA | San Antonio, TX | 
Toronto, CA
Europe: Copenhagen, DENMARK | Paris, FRANCE | München, 
GERMANY | Milan, ITALY | Bucharest, Iasi, Cluj, Timisoara, ROMANIA | 
Barcelona, SPAIN | Dubai, UAE | London, UK | Hague, NETHERLANDS
Australia: Sydney, Melbourne

Bitdefender台灣區代理商 力悅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54號4F-4 ■ 02-25429758  ■ Sales@cyberview.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