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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對生產資產、資料及應用程式的安全遠端存取功能加上最新的協作工具，可讓廠房與據點無需顧慮其實際

所在的位置，即可在適當的時間隨時應用正確的能力和資源。OEM 無時無刻不在尋求降低成本，為其工業

自動化與控制系統 (IACS) 客戶增加更多價值，並且從諸多的競爭對手當中脫穎而出。本文件概述啟用工廠

或據點應用及資料安全遠端存取功能的方法，並可供 OEM 用來在設計安全遠端存取解決方案時作為與客戶

協作的準則。 

技術挑戰 
OEM 在傳統上必須部署現場工作人員，才能支援 IACS，要不然就是使用單機撥接存取（不使用防火牆）這

類方法。這種遠端存取方法通常會損及周圍安全性、造成侵入 IACS「後門」的威脅，而且還會產生重大的

安全性風險。由於 OEM 希望能於遠端提供安全支援，並即時回應問題，這種方法早已不敷使用。 

 
傳統企業網路適用的遠端存取技術已經存在一段時間，例如虛擬私人網路 (VPN)。然而，成功地應用技術以

為 IACS 提供有效的遠端存取一直是一項挑戰。 
這是因為幾項原因： 

• IACS 通常由營運技術 (OT) 組織管理，而企業層級的遠端存取解決方案（如 VPN）則由資訊科技 

(IT) 組織負責。IT 必須與 OT 組織通力合作，才能順利地建置 IACS 遠端存取功能。 
• 遠端存取會使重要的 IACS 組件曝露在遠端或合作夥伴電腦的網路資安威脅下，進而可能會影響生

產。 
• 難以確保用於進行遠端存取的終端裝置（電腦）安全無虞，且已安裝執行遠端存取與控制所需的適

當應用程式版本。 
• 難以將遠端使用者的操作限制在適合他們進行的操作範圍內，那些因為視線或其他類似規定而需要

在本機操作的功能仍然會在遠端顯示出來。 
• OT 組織通常無法限制合作夥伴或遠端員工僅存取他們負責或有權限的特定機器、應用程式或網路

的某些部分。Stratix® 4300 Remote Access™ Router 這類解決方案搭配 FactoryTalk® Remote Access™ 

Manager 後可提供操作權限控制，並以預設角色（系統管理員、網路安全、裝置安裝程式與裝置存

取等）進行使用者群組管理，以及利用資料夾進行資產管理。甚至，該解決方案還有內建防火牆，

能透過 VPN 限制對特定機器或裝置的存取。 
• 並非一體適用。某個客戶適用的 IACS 遠端存取方案可能對另一個客戶來說並不適用。某個客戶要

求的 IACS 遠端存取解決方案對另一個客戶來說可能過於累贅，甚至不實用。如下所述，可行的遠

端存取解決方案視工業要求、客戶需求（安全政策和程序）、客戶規模及其支援基礎架構而定。 

 
因此，遠端存取解決方案雖已廣泛地部署在企業網路中，但卻未獲得廣泛採用以支援 IACS 網路。使用 VPN 

技術時，通常受限於上述困境，因此只有員工（而非合作夥伴）能夠操作，但若建置不當，仍然會造成某

些安全性風險，包括網路資安威脅和未經授權的存取。為了確實達到協同 OT 工程的目標，不論位於什麼地

點或公司，存取功能都必須具備可擴充性。存取功能必須安全可靠，才能有效地進行溝通、診斷問題及採

取補救措施。存取功能需僅限具有存取系統存取授權的個人使用，而且他們的獲授權動作需符合 IT 和 OT 

政策和程序。 
與客戶合作建置您的 IACS 遠端存取解決方案（例如，機器）時，可以透過以下問題來確定組織的準備程

度： 

 
• 他們是否擁有 IT 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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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否擁有 IACS 安全政策？ 
• 他們是否擁有員工適用的遠端存取政策及支援基礎架構？ 
• 他們採用何種 VPN 技術/產品？ 
• 他們是否擁有合作夥伴遠端存取政策 — 新增合作夥伴（OEM、擁SI、自動化供應商或承包商）的

能力？ 
• 針對合作夥伴，您的解決方案是否已準備就緒，可整合到客戶的 IACS 網路基礎架構中？ 您的解決

方案是否支援遠端存取？ 您的解決方案是否符合既定的 IACS 安全性標準，如 ISA99 和 NIST 800-

82？ 
其他考量要點包括： 

• 監控與稽核遠端使用者的活動，以查核濫用情況 
• 判斷是否有任何需在啟用特定遠端存取功能之前確立的「視線」（視覺需求）或其他限制 
• 定義允許用於遠端存取的軟體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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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遠端存取原則 

縱深防禦 

設計安全遠端存取解決方案時，應採用「縱深防

禦」方案。這種方案可建立因應不同潛在威脅

（會發生在某些遠端存取解決方案中）的多重安

全性層級。雖然沒有任何一種技術或方法可完全

保障 IACS 網路的安全，但多種安全性技術的結

合可針對最常見的威脅類及與安全性漏洞形成強

大的威遏力量，同時又能夠限制遭受波及的影

響。為使「縱深防禦」安全計劃具有全面性，公

司需要仰賴多種控制類型。這些控制方法的分類

如下： 

 管理型 
• 大多數的安全政策和程序 
• 範例包括密碼政策、安全警覺性訓練等等 

技術型 
• 又稱為「邏輯」控制，且包含硬體、軟體

及電子元件，可監控及控制對資訊系統的

存取。 
• 範例包括防火牆、IPS/IDS、智慧卡等等 

實體 
• 大多數用於監控實體存取的機械性控制方

法 
• 範例包括鎖、警衛、保全攝影機等等 

 
 
 

 
 
 
 
 
 
 

請務必記住，這並不只事關技術控制，完整的安全計劃包含管理型、技術型及實體型控制。上圖是可用於

建立「縱深防禦」策略的技術控制範例。 

 

方法 
提供 IACS 安全遠端存取有幾種方法，其中兩種是直接與間接存取。選擇哪一種方法取決於前述條件，例如

客戶安全政策和程序。每一種方法都有幾項可能影響 IACS 正常運作的設計考量，在設計與建置 IACS 遠端

存取解決方案時應將其納入考量。 

遠端工程師和合作夥伴 

IACS 應用程式和資料 

IPsec 加密和 SSL VPN 

驗證、授權與建立帳戶 

存取控制清單 (ACL) 

安全瀏覽 (HTTPS) 

入侵防禦與偵測 

遠端終端工作階段 

應用程式安全 

VLAN 
採
用
的
安
全
技
術 

縱
深
防
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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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存取 
直接存取允許遠端使用者建立直接連至 IACS 的安全連線。建立安全 VPN 通道後，遠端使用者電腦上的軟

體就會開始直接與 IACS 通訊。 
• 設計考量 — 如何落實？ 

o 網路和應用程式驗證與授權 
o 變更管理、版本控制、適法性及軟體授權管理 
o 遠端用戶端（電腦）的健全狀態管理 
o 符合既定的 IACS 安全標準 

註：雖然遵照此方法幾乎不太需要或完全不需要 IT 支援，但是最佳的安全性措施應符合既定的 IACS 安全

標準。 

 

 

間接存取 
間接存取允許遠端使用者透過常駐在 DMZ（隔離區）的中間伺服器建立連至 IACS 的安全連線，以便在 

IACS 中提供遠端存取伺服器 (RAS) 遠端閘道存取功能。建立 VPN 工作階段後，遠端用戶端即可利用精簡型

用戶端軟體應用程式或網路瀏覽器來建立連至 RAS 的連線。 
• 設計考量 

o 多層網路驗證與授權 
o 簡化的資產管理，即變更管理、版本控制、適法性及軟體授權管理 
o 簡化的遠端用戶端健全狀態管理 
o 更加符合既定的 IACS 安全標準 

 
註：間接存取因更加符合 IACS 安全標準，因此通常被視為較安全的做法。這有部分是因為會在 IACS 中使

用專用的資產（例如電腦）進行遠端存取。 

 

直接存取 

遠端據點 工業全廠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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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安全遠端存取方案時，您必須確定需存取的系統類型是單機隔離型 IACS，還是企業整合型 IACS。 

• 單機隔離型 IACS 代表範例 
o 小型工廠或據點（可以是小型單人廠房）、偏遠地點（非企業整合型），自動化機器數量

少 
o 不太需要或完全不需要 IT 支援，只有極少或完全沒有安全政策 
o 稍微或完全不符合既定的 IACS 安全標準 
o 單機或整合式 OEM 機器與設備 

• 企業整合型 IACS 代表範例 
o 較大的工廠或據點 
o 附帶企業網路的工業網路介面 
o 強大的 IT 支援能力，且具備縱深防禦安全性政策 
o 符合既定的 IACS 安全標準 

 
範例：適用於單機 IACS 的直接存取 

 
  

間接存取 

遠端據點 工業全廠系統 遠端存取伺服器 

(RAS) 
 

適用於單機 IACS 的直接存取 

遠端據點 
工廠工程師 
機器製造商 
系統整合商 

防火牆 

WAN 路由器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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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適用於單機 IACS 的間接存取 

 
範例：適用於企業整合式 IACS 的間接存取 
（有 OT 及 IT 系統整合的較大工廠或據點） 

 
 

遠端存取解決方案 

FactoryTalk Remote Access 解決方案 
FactoryTalk® Remote Access™ 解決方案包含啟用遠端連線能力的硬體及軟體。這套解決方案需要 FactoryTalk 

Remote Access Manager 軟體與 Stratix 4300 Remote Access Router 來支援顧客在不受實體位置影響的情況下套用

合適的技術資源。這類產品可在無法旅行的情況下提供與

遠端系統及應用程式的遠端連線功能，以便提供專人安

裝、程式設定更新，以及依需求進行故障檢測及維護等支

援。 
FactoryTalk Remote Access Manager 軟體是一個用於設定及管

理 Stratix 4300 Remote Access Router 之遠端連線的網路型用

戶端。FactoryTalk Remote Access Manager 軟體可讓使用者設

定操作權限政策、進行使用者群組管理及資產管理。路由

器具備兩個及五個 10/100/1000 Mbps Gigabit Ethernet 銅線連

接埠的產品，可用於存取遠端系統及其子網路。顧客可以

利用這些產品來滿足他們的連線需要。

適用於獨立 IACS 的間接存取 

遠端據點 
工廠工程師 
機器製造商 
系統整合商 

防火牆 WAN 路由器 WAN  

遠端存取伺服器 

(RAS) 
 

（有 OT 及 IT 系統整合的較大工廠） 

遠端據點 
工廠工程師 
機器製造商 
系統整合商 

DMZ 企業系統 WAN  工業全廠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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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工廠連外的連線 (Stratix 4300) 
由終端使用者初始化的連線亦可提供安全遠端存取功能，前提是現場有專人負責控制系統且已有使用多層

安全性控制建立的安全網際網路連線。 

 

 
為使用此類服務而開啟到網際網路之對外連線 (http/https) 的風險不可小覷，且應限定存取特定網站和 IP 位

址，以防止從控制系統瀏覽網路。使用網路瀏覽器會造成重大的風險，而且已公認是攻擊來源。 
另一個解決方案是使用常駐於的閘道 VPN 遠端存取路由器（如 Stratix 4300 路由器），並透過代管 VPN 服

務建立遠端存取。使用此解決方案時應仔細分析代管服務供應商，以及其是否已遵守最佳安全措施。同樣

重要的還有閘道 VPN 必須符合既有的 IACS 標準，例如 ISA99 及 NIST 800-82，並滿足製造商安全政策的安

全要求。 

至工廠內的遠端連線（WAN 路由器／數據機：DSL、蜂巢式網
路、衛星、電纜、T1 等等） 
若因無法安裝電話線路而選擇傳統的數據機，那麼運用蜂巢式存取方法來建立 WAN 連線就是絕佳的替代方

案。隨著速度愈來愈快、成本低且方便易用，這種方法變得越來越普及。 

 
不過，如上述有關撥接數據機的說明，使用蜂巢式數據機和路由器的蜂巢式 WAN 連線應與其他安全性技術

搭配使用，才能提供「縱深防禦」或至少將這些功能內建到裝置（防火牆搭售）中。其他 WAN 連線選項還

包括 DSL、電纜、T1、衛星等等。將用於建立至獨立系統的 WAN 連線的連線類型視工廠或據點所在地

點、預算限制及存取政策而定。請注意，建置 VPN 時，靜態 IP 位置通常需要由 WAN 供應商指派。以下是

設計解決方案時應留意的某些安全功能： 

從工廠連外的連線 

FactoryTalk Remote Access 

Manager 軟體 
防火牆 Stratix 4300 Remote 

Access Router 硬體 
WAN  工業全廠系統 

連至工廠的遠端連線 

遠端據點 防火牆 WAN 路由器 WAN  工業全廠系統 



 

Rockwell Automation 9  適用於 OEM 的可擴充安全遠端存取解決方案 
 

• 它是否具有 VPN 功能、SSL 或 IPsec？ 
• 它是否提供防火牆？ 

o 它是否能過濾 CIP™、Modbus 等等工業用協定？ 
• 它是否支援 NAT（網路位址轉譯）？ 
• 是否針對工業用途？ 
• 是否提供稽核功能？ 
• 是否具備入侵偵測及／或防禦系統？ 

企業整合型 IACS 
• Rockwell Automation 與 Cisco：安全地將 IACS 資料橫跨工業隔離區的設計與建置指南 

o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td/enet-td009_-en-p.pdf 

直接存取解決方案 
• Rockwell Automation 提供用於從工廠或據點對外連線之安全遠端存取解決方案。此解決方案包含 

Stratix 4300 Remote Access Router 硬體。 
o rok.auto/stratix4300 

客製化解決方案 
• 在客製化解決方案方面，Rockwell Automation 工業維護與支援服務可設計一套符合您需要的安全解

決方案 
o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en-us/capabilities/industrial-maintenance-support.html 

 

總結 
安全遠端存取功能的進展神速，讓 OEM 得以提高產能、降低成本並對影響其客戶的事件快速回應。OEM 

可藉由使用這些安全遠端存取解決方案提供即時的遠端支援。隨著製造營運愈趨複雜且分佈世界各地，而 

24 小時駐廠提供系統支援的專門工作人員卻愈來愈少，因此上述功能也就愈發重要。單機系統的遠端存取

功能可讓 OEM 無需顧慮其實際所在的位置，即可在適當的時間隨時應用正確的技能和資源。此舉不僅能提

高效率，還可縮短停機時間並降低成本。 
不過，IACS 應用程式的性質特殊，因此任何遠端存取解決方案務必提供適當的安全性層級，以滿足製造商

的需求，並符合既定的 IACS 安全標準。套用「縱深防禦」原則可確保絕對沒有可存取 IACS 應用程式的直

接非安全遠端存取。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td/enet-td009_-en-p.pdf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en-us/capabilities/industrial-maintenance-sup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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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語表 
 
CIP — 通用產業通訊協定 
通用產業通訊協定 (CIP) 包含一系列製造自動化應用適用的綜合性訊息和服務套件，包括控制、安全、同

步、運動、組態和資訊。CIP 由 ODVA 所有與負責維護。ODVA 是由來自全球各大自動化公司的成員組成

的國際性協會。 
DMZ — 隔離區 
係指兩個網路區之間的緩衝區或網路區段。DMZ 常見於企業網路與網際網路之間，網際網路或企業網路中

的使用者可在此分享／存取資料及服務。DMZ 建立時通常附帶網路防火牆，以便管理與確保來自任一區域

的流量安全。 
IACS — 工業自動化與控制系統 
係指用於自動化及控制相關製造過程的裝置和應用程式集合。我們在本文件中將這個詞彙標準化，而不使

用意義類似的不同詞彙（例如，生產系統、工廠現場系統）。但這並不意味有任何特定重點或限制。我們

的目的在於讓本文所述的想法和概念能適用於多種製造類型，包括但不限於大量製造、連續製造、離散製

造、混合製造及過程製造。其他文件和工業參考可能係指工業控制系統 (ICS)。在本文件中，這些詞彙可彼

此互換。本文件使用如 ISA 99 標準所反映的 IACS，且符合 Cisco 與 Rockwell Automation 融合式全廠區乙太

網路 (CPwE)。 
IP 通訊協定套件 
網際網路及大多數企業網路所依據的一組網路標準。它包括第 3 層網際網路通訊協定 (IP)、第 4 層傳輸控制

通訊協定 (TCP) 及使用者資料包通訊協定 (UDP)。 
IPS — 入侵防範系統 
可監控網路活動是否有惡意或非預期行為的網路安全裝置。 
IPSec — IP Security 
一種開放式標準框架，可在參與的對等點之間提供資料機密性、資料完整性與資料驗證。IPSec 在 IP 層提

供這些安全服務。IPSec 使用 IKE（請參閱上述說明）來進行以本機政策為準的通訊協定和演算法協調，並

產生將供 IPSec 使用的加密和驗證金鑰。IPSec 可保護一對主機之間、一對安全性閘道之間或一個安全性閘

道與一台主機之間的一個或多個資料流。 
生產區域（工廠或據點） 
如 Cisco 與 Rockwell Automation 的 Converged Plantwide Ethernet (CPw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Guide 第 2 章

所示的工廠邏輯框架中的網路區域。該區域包含一整套應用程式、系統、基礎架構及裝置，這些元件對於

工廠的持續運作相當重要。在其他文件（例如 ISA 99）中，此區域也稱為控制區域。就此而言，兩個詞彙

可彼此互換。 
NAT — 網路位址轉譯 
降低全域獨特 IP 位址需求的機制。NAT 可供採用非全域獨特位址的組織連線至網際網路，方法是將這些位

址轉譯為全域可路由位址空間。 
遠端終端工作階段 
遠端桌面係指可使一台電腦或使用者透過圖形終端機模擬於遠端存取與控制另一台電腦的一組通訊協定和

軟體。可使之在遠端主機上顯示為直接連接終端機的軟體，包括 Microsoft® 的 RDP、遠端桌面通訊協定及 

VNC（虛擬網路計算）。 
SSL — 安全資料傳輸層 
網路用於提供安全交易（如電子商務中的信用卡卡號傳輸）的加密技術。 
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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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P 網路中，子網路係指共用一個特定子網路位址的網路。子網路是由網路管理員任意分割的網路，以便

提供多層級、階層式路由結構，同時使子網路免於面臨相連網路定址複雜度的問題。 
VPN — 虛擬私人網路 
使用主要公用電子通訊基礎架構的網路（如網際網路），以便遠端辦公室或外出使用者存取中央組織網

路。VPN 通常規定網路的遠端使用者接受驗證，而且通常採用加密技術確保資料安全，以協助防範未經授

權方獲取隱私資訊。VPN 可提供任何網路功能，例如分享資料及存取網路資源、印表機、資料庫、網站等

等。通常 VPN 使用者在使用中央網路時會覺得就像直接連線到中央網路一般。透過公用網際網路的 VPN 技

術，令使用者不再需要取得及維護過去常見於廣域網路設備的昂貴數據專線。 
WAN — 廣域網路 
廣域網路 (WAN) 是涵蓋廣泛區域的電子通訊網路（即在各大都市、地區或國界間跨界互連的任何網路）。

企業和政府實體利用 WAN 在來自不同地理位置的員工、客戶、買家及供應商之間傳遞資料。基本上，這種

通訊模式使企業不論位於何處都能有效率地發揮日常功能。 

 

FactoryTalk Remote Access、FactoryTalk Remote Access Manager、Rockwell Automation、Stratix 與 Stratix 4300 Remote Access Router 皆為 Rockwell Automation 的商標。凡

不屬於 Rockwell Automation 之商標均為其所屬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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