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C 不只是 ADC
原來 Server 的防護也可以很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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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器負載平衡與查找出檔案中的威脅應用

■ 建置多台網站伺服器與郵件伺服器
» 可增加服務應用效能
» 可避免單台伺服器故障而發生服務中斷

圖一 : Server Load Balancing

伺服器負載平衡與查找出檔案中的威脅應用
■ 設備內建 SSL Offloading 可加速相關流量的處理

圖二 : SSL Off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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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器負載平衡與查找出檔案中的威脅應用

■ FortiADC 內建 Anti-Virus 功能

» 針對 HTTP 與 Email 已知的威脅提供第一道防線

■ FortiADC 具備整合 FortiSandbox 功能形成進階型的防禦機制
» 藉由完整的虛擬環境、程式模擬等技術抓出高風險、可疑的程式與

惡意軟體

» 可即時產生出特徵碼並即時派送至 FortiADC 的特徵碼資料庫

圖三 : Scanning Files for Threats

應用說明

　企業在進行商業行為時 Email、WEB Server 為企業基本必

用的工具，所以企業都會考慮添購 ADC (Application Delivery 

Controller) 用來保障 Email、WEB Server 的服務可以持續運行，

但由於近年來惡意軟體與勒索病毒的盛行造成企業損失慘重的資

安事件一再發生，企業也都擔心其 WEB Server、Email Server

會變成惡意軟體與勒索病毒的溫床與轉運站，因此 2017 Gartner 

Market Guide for Application Delivery Controllers 中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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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說明

”Application delivery controllers are a key component within 

enterprise and cloud data centers to improve application 

availability,  performance and security”，故 ADC 應兼具安全

防護的機制以保護 ADC 設備下的服務伺服器。

　FortiADC Server Load Balancing & Scanning Files for 

Threats 解決方案除了 FortiADC 本身為一台專業的 Layer 7 

Server Load Balance 設備提供了多種流量分流機制，以確保

企業的服務不中斷 ( 圖一 )，及可協助分擔伺服器卸載 SSL 加

解密工作以提升服務伺服器效能 ( 圖二 )，並且具備防毒 (Anti-

Virus) 可 針 對 已 知 的 病 毒 威 脅 做 一 即 時 防 護， 以 及 可 整 合

FortiSandbox 形成進階型的防禦機制，可藉由完整的虛擬環

境、程式模擬等技術抓出高風險、可疑的程式與惡意軟體後可

即時的產出特徵碼並派送至 FortiADC AV 資料庫作為已知威脅

的防護依據 ( 圖三 )。

解決方案

Scanning Files for Threats 解 決 方 案 之 元 件 有 :FortiADC、

FortiSandbox。

其各元件之功能為：

1. FortiADC - 作為伺服器附載平衡應用、SSL 卸載與已知病毒防

護。

2. FortiSandbox - 執行輕量型的沙箱檢測，提供虛擬的運行環境

來分析高風險或可疑的程式。

銷售重點

1. 適用於應用負載平衡之服務伺服器及第三方次世代防火牆。

2. FortiADC 具備防毒機制以防護任何已知的威脅。

3. FortiSandbox 具備未知的威脅檢測分析與特徵碼生成。

4. FortiSandbox 生成的特徵碼可即時派送至 FortiADC 做出最

即時的防護。

產業別 各行業皆可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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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 加密流量存取檢查

■ FortiADC 提供加密、解密服務以提升 NGFW 的安全防護效能。

■ 次世代防火牆 利用 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IPS 、 Data Leak 
Prevention,DLP 、Unified、Threat Management,UTM 檢查未加
密的流量。

■ FortiADC 分流流量至多台 NGFW。

■ NGFW 可為 FortiGate 或其他第三方次世代防火牆。

■ 可以提高使用者的體驗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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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說明

　越來越多在網際網路上傳輸的流量都是加密的，NSS LAB

預測 2019 年將會有 3/4 的網路流量都會採用加密機制，與

Gartner 預測截至 2019 年有超過 80% 的企業 WEB 流量皆已

加密，流量加密意味著敏感數據暴露給未授權方的可能性較小，

問題是不只好人正在使用加密，壞人也總是在找尋掩蓋其活動

的方法，Gartner 預測 2019 年有超過一半的新惡意軟體活動將

使用某種類型的加密，2020 年將超過 70%，在面對這類的威

脅下，資訊安全部門可以找尋一台高效能次世代防火牆來檢查

大量加密的 WEB 流量，但此時常衍生出瀏覽器會告警伺服器的

憑證不安全，因為次世代防火牆在檢查加密 WEB 流量時會將伺

服器憑證置換成另一個企業憑證。

　Fortinet SSL 加密流量存取檢查解決方案中可以將存取網際

網路上加密的 WEB 流量進行解密，流量解密後再經過企業的次

世代防火牆的 IPS、AV、DLP…等功能檢查流量中是否帶有威脅

的惡意程式，最後才將未具威脅的流量重新加密轉送給內部用

戶，此時提供內部用戶使用的是原始 WEB 網站憑證可同時有效

解決應用程式告警伺服器憑證不安全的問題。

解決方案

　SSL 加密流量存取檢查解決方案之元件有：FortiADC 應用程

式交付控制器、FortiGate 次世代防火牆 ( 最佳選擇 ) 或第三方

次世代防火牆。

其各元件之功能為：

1. FortiADC 應用程式交付控制器—進行 SSL 流量加解密。

2. FortiGate 次世代防火牆 ( 選擇性搭配 )—使用 IPS、AV、DLP

等機制進行流量的威脅檢查防護。

銷售重點

1. 將加解密工作交付 FortiADC 負責，以提升檢查加密流量的效能。
2. 簡單管理用戶與外部主機加密使用的憑證，並有效解決伺服器憑

證不安全的問題。
3. 次世代防火牆負載減少，可以專注於威脅檢測。
4. 輕鬆整合次世代防火牆 HA 建置 (A-A) ，將流量分流至多台次世

代防火牆。
5. NGFW 可為 FortiGate 或第三方次世代防火牆。
6. 可以提高使用者的體驗滿意度。

產業別 各行業皆可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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