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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簡介

SSL加密挑戰
為了預防攻擊、入侵及惡意軟體，企業需要檢測傳入與傳出流量中的威脅。然而不幸

的是，攻擊者逐漸趨向使用加密以避開檢測。隨著越來越多應用程式支援SSL (事實

上，SSL就佔了網路流量的25 - 35%1)， SSL 加密不只代表企業的公認防護產生裂縫，更

是出現惡意人士所能利用的巨大漏洞。

SSL的使用暴露企業防禦盲點
企業組織依賴五花八門的安全產品保護流量，阻擋入侵，制止惡意軟體並控管使用者可

存取的應用程式。為保持使用者在企業組織網路內的安全，這些產品必須檢測所有通

訊，並非只是檢測純文字流量。 

可惜的是，許多防火牆、入侵預防及威脅預防產品無法跟上日益增長的SSL加密需求。

美國國家標準技術局(NIST)專業刊物800-131A促使加密從1024位元轉變為2048位元SSL金

鑰，這項轉變造成安全設備的負擔，因為解密2048位元憑證所需的處理能力是解密1024

位元憑證的近6.3倍2 。隨著SSL 憑證金鑰長度持續增加 (4096位元金鑰長度在憑證頒發機

構所授權的單一憑證中就佔了20%3)，在解密需求增加的情況下，許多安全設備逐漸不

敷使用。

NSS Labs 在《SSL Performance Problems》報告中發現八個次世代防火牆龍頭業者在解密

2048 位元加密流量時經歷重大效能退化。此使得NSS Labs宣稱「在未使用專用SSL解密

設備的情況下，企業網路中SSL檢測的可行性令人擔憂」4。

當企業組織將關鍵應用程式推行到雲端 (如電子郵件、CRM、企業情報以及檔案儲存等)

，他們需要監控保護這些應用程式，就如同他們必須監控保護內部主機的應用程式。許

多這些基於雲端的應用程式都使用SSL，暴露出企業組織防禦日益擴大的漏洞。針對端

對端的安全，企業組織需要檢測來自內部用者的對外SSL流量，也需檢測從外部使用者

到企業自有應用伺服器的對內SSL流量，才能消除企業防禦的盲點。

以SSL Insight進行高速SSL解密
A10 Networks® Thunder™ ADC 產品線的 SSL Insight™ 功能可消除SSL加密造成的盲點，

卸載CPU密集型的SSL解密功能，讓安全設備能檢測加密流量，而不是只針對純文字檢

測。Thunder ADC能解密SSL加密的流量，並將其轉送給第三方安全設備(如防火牆)，進

行深層封包檢測 (DPI)。一旦流量已經過分析與清洗，Thunder ADC會再次加密流量並轉

送至預定目的地。 

SSL INSIGHT 
揭露加密流量中的隱藏威脅

挑戰:
惡意使用者以SSL加密來掩飾不當運

用。企業需要強大的高效能平台對

SSL流量進行解密

解決方案:
A10 Networks 讓企業組織能分析

所有資料(包括加密資料)，藉由擷

取並轉送 SSL通訊至第三方安全設

備，如防火牆、威脅防禦平台與檢

測用數據分析工具

獲益:
• 藉由高速解密 SSL 流量，消除所

有企業防禦的盲點

• 藉由偵測進階威脅，預防貴重資

料外洩與智慧財產損失

• 對多個第三方安全裝置進行負載

平衡，將正常運行時間最大化

• 提升效能及傳輸率，成功對抗網

路攻擊

1  NSS Labs, “SSL Performance Problems,” https://www.nsslabs.com/reports/ssl-performance-problems
2  在商用硬體上，據StackExchange分析，2048位元RSA憑證在解密和加密分別比1024位元RSA多出6.3與3.4倍的運算時間
3 NetCraft SSL 問卷調查，2013年5月, http://www.netcraft.com/internet-data-mining/ssl-survey/
4 NSS Labs, “SSL Performance Problems,” https://www.nsslabs.com/reports/ssl-performance-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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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under ADC 保護內部使用者不受網路威脅傷害

為SSL流量帶來完全可視度
雖然專用的安全設備能對網路流量提供深入檢測與分析，卻鮮少

被設計成能高速加密SSL流量。事實上，有些安全產品甚至完全

無法解密SSL流量。SSL Insight (為A10 Thunder ADC標準配備功能) 
能讓專用安全設備卸載CPU密集型運算的加密與解密任務，藉此

提升應用程式效能。

Thunder ADC 擔任擷取SSL流量的轉送代理伺服器。企業組織可

以透過部署ADC裝置，有效保護通訊。

Figure 2: Thunder ADC 能解密並轉送流量至非在線被動部署的安

全設備

除了在線(inline)部署，企業可使用被動模式(passive mode) 部署

安全設備，例如入侵偵測系統及數據分析工具。Thunder ADC解

密SSL流量，並將非加密副本傳送至非在線安全設備進行檢測。

在被動模式下，安全設備可輕易整合至上線環境中運作，不需進

行網路變更或引入單點失效(single point of failure)；非在線部署

則適用於檢測、警告及通報事件的安全設備，而不是用於主動攔

阻威脅。 

有了SSL Insight，企業便能:

•	以SSL加速硬體實現高效能 – A10 Thunder ADC 具備強大的

專用SSL安全處理器，可擴展處理高達174,000 2048位元的

SSL交握 (handshake)。有了SSL加速硬體，Thunder ADC提供

了1024位元和2048位元金鑰長度近乎平等的性能，並具備

有以高效能生產等級處理4096位元金鑰的強大能力。 

•	以負載平衡提升安全性 – 除了卸載SSL加密，Thunder ADC

能對多重防火牆或其他安全設備進行負載平衡。一個

Thunder ADC 高可用性組合能對多項安全設備做負載平衡，

追蹤每個連線，確保要求與回應均引導至相同設備。

•	藉由控制解密流量種類，降低安全基礎設備負擔 – Thunder 

ADC 可依應用程式類型選擇性重新引導流量至安全設備和

具備規定詳細的安全服務鏈。舉例來說，Thunder ADC可解

密電子郵件和網路流量，並將其轉送至威脅預防平台，不

會以其他流量種類造成設備負擔。 

•	以aFleX策略準則精細的控制流量 – 使用 A10 Networks 

aFleX® 自定義腳本語言，Thunder ADC客戶可檢測、更新、

修改或刪除要求。aFleX 腳本讓企業組織能完全控制截獲並

轉送哪些流量至第三方安全設備，哪些流量在轉送預定目

的地前進行清除。aFleX對應用程式流量提供完整控制，使

客戶能解決幾乎任何類型的應用程式挑戰。

•	選擇性繞過敏感網路應用程式 – 為滿足合規性要求並確保

資料隱私，SSL Insight可繞過值得信任的通訊，例如對銀行

與醫療的應用程式流量。有了URL分類訂閱5，Thunder ADC

能分類流量到超過四億六千個網域，確保機密資料保持加

密；除此之外，Thunder ADC客戶還可手動設定繞過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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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URL Classification subscriptions 分類訂閱將在ACOS 4.0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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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點解密及分析

企業組織通常會部署多重安全解決方案，分析並過濾應用程式流

量。SSL Insight提供單一集中點去解密SSL流量，再將其以明文傳

送至眾多設備，以消除多次解密流量的需求。Thunder ADC能與

下列系統互相運作: 

• 防火牆

• 入侵預防系統 (IPS) 

• 整合式威脅管理 (UTM) 平台

• 資料外洩防護 (DLP) 產品 

• 威脅防禦平台

• 網路數據分析及網站監控工具

許多安全設備並非針對在線部署或高速SSL解密所設計。Thunder 

ADC讓這些設備能檢測SSL加密資料，不會以需要大量運算的SSL

處理程序造成設備負擔；Thunder ADC能一次解密，並轉送流量

至眾多在線與非在線安全設備。 

全面與可擴充管理

為達成精簡與自動化管理，Thunder ADC包括了業界標準CLI，網

站使用者介面，以及可整合第三方或定制化管理控制台的RESTful 

API (aXAPI®) 。針對較大型部署，aGalaxy®集中管理系統能確保例

行任務在多個Thunder裝置執行，不受實際位置影響。

功能列表

功能依裝置型號而有所不同。完整功能與認證清單請參閱

Thunder ADC datasheet。 

SSL Insight 

• 由Webroot支援URL Classification Service6 (URL分類服務)，可

選擇性繞過特定網站；URL Classification Service (URL分類服

務) 需要訂閱授權

• SSL Insight™ 按照主機名稱執行略過；略過(bypass)清單最多

可達1百萬個SNI值 (伺服器名稱指示值)7

• 多重繞過(Multi-bypass)清單支援6

• 解密HTTPS, SMTP6, XMPP6

• 廣泛加密及協定支援

 - TLS 1.0, TLS 1.1, TLS 1.2, SSLv3 

 - 完整性順向機密(PFS)的RSA, DHE, ECDHE加密支援

 - SHA, SHA-2, MD5 雜湊演算(hashing algorithms)

• 客戶憑證偵測與選擇性略過6

• 無法信任的憑證處理6 – 能再次引導客戶到錯誤頁面或加密

流量給具有無法信任憑證的客戶，保存預設瀏覽器的錯誤

訊息。

• SSL session ID重複使用 

應用交付	(Application Delivery)

• 進階 Layer 4/Layer 7 伺服器負載平衡 

• aFleX – 客製化深層封包檢測及轉換、應用程式導向切換 

• 高可用性 – 主動-主動，主動-待命配置 

• 防火牆負載平衡 (FWLB) 

SSL Insight 部署

• 在線部署搭配被動、非在線第三方設備

• 在線部署搭配主動、在線第三方設備 

管理 

• 專用管理介面 (Console, SSH, Telnet, HTTPS) 

• Web-based 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GUI) ，並支援中文介面 

• 支援業界標準的命令列介面 (CLI)

• SNMP、Syslog、Email告警、NetFlow v9、v10 (IPFIX)、 sFlow 

• 端口鏡像 (Port mirroring)

• REST-style XML API (aXAPI) 

• LDAP, TACACS+, RADIUS支援

電信級硬體

• 高效能SSL專用安全處理器

• 40 GE ports, 100 GE ports

• 竄改偵測

• 針對非在線部署，流量可按照流量種類區分，並透過最多

達四個網路介面散布，讓企業組織能過濾相關流量並擴展

安全部署

• 針對在線部署，Thunder ADC能卸載SSL解密功能並對多項安

全設備進行負載平衡

認證	

• 安全性與性能保證認證: 

 - ICSA Labs WAF 認證  

 - Common Criteria EAL 2+

 - FIPS 140-2 Level 2 

 - 聯合互通測試司令部認證 (JITC)

6   功能將於ACOS 4.0提供
7   略過(Bypass)清單在ACOS 4.0擴充至200,000至1,000,000個SNI值，在前版ACOS則為10,000個SNI值。Bypass清單大小按照Thunder裝置型號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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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與報告	(Logging and Reporting)
Thunder ADC支援高速syslog登入、Email通知、NetFlow及 sFlow

統計流量分析。Thunder ADC網站使用者介面的即時儀表板

(dashboard)能顯示系統資訊、記憶體、CPU使用情況及網路狀

態。

總結

SSL Insight (為A10 Thunder ADC標準配備功能) 提供企業組織一個

強力的負載平衡、高可用性與SSL解密解決方案。運用SSL Insight

的企業組織能:

• 分析所有網路資料，包括已加密資料，以達到完全威脅防

護

• 部署最佳內容檢測解決方案，抵擋網路攻擊

• 運用A10的64位元ACOS®平台、彈性流量加速(FTA)技術與專

業安全處理器將企業網路的效能、可用性與可擴展性最大

化

A10提供極強大的SSL卸載解決方案，讓企業能:

• 運用Thunder ADC消除企業防禦盲點。Thunder ADC提供廣泛

的效能與硬體加速選擇，客戶能選擇適合自己環境的模式

• 實現長遠實用的技術投資，可應對SSL擴大使用與較高加密

標準，包括2048及4096位元SSL金鑰使用

• 藉由提供高速SSL解密降低CAPEX，不需另行添購安全裝置

• 解密並傳送流量至數個檢測設備，提供單一集中點進行解

密和安全性

關於 A10 Networks
A10 Networks 睿科網路是全球應用網路技術領導廠商，提供一系

列高性能應用網路解決方案，協助數以千計的大企業、服務供應

商和超大型網路營運商確保其資料中心的應用程式與網路保持高

可用性、加速性和安全性。A10成立於2004年，總部位於美國加

州聖荷西市，並在世界各地設有辦事處為客戶提供服務。詳細資

訊請瀏覽: www.a10networks.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