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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iAI

能够在一秒内进行威胁判定与入侵路
径分析的虚拟安全分析师

FortiAI-3500F
FortiAI 是最新一代 AI 驱动的安全事件发现与分析平台，专为安全运
营（SecOps）团队防御高级持续性威胁而设计。出厂前已经完成预
训练的虚拟安全分析师（Virtual Security Analyst TM ）能够帮助用
户对恶意软件进行识别，分类与关联分析，包括那些经过高度伪装
和混淆的恶意软件。FortiAI 使用高级 AI（人工智能）和 ANN（人
工神经网络）等专利（待批复）技术，利用深度学习技术来提供实
时威胁防御，并协助用户设计针对不同类型混合的复杂威胁响应措
施。基于 FortiGuard 实验室近 20 年的研究积累，FortiAI 能够显著
降低攻击从发生到检测出的所需时间，保护用户网络安全。

2020年最大的SOC挑战
AI加持的网络攻击
AI技术的使用让恶意软件更易于感染目标，他们通过

关键特性

自动化的攻击极大的颠覆了网络安全市场，并更专注

由深度学习 AI 模型赋能的虚拟安全分析师能够通过模拟

于发现每个细小的漏洞和威胁点。

富有经验的安全分析师来调查威胁与恶意软件扩散路径，
进而有效补充用户安全运营（SecOps）团队所需的分析

超大数据流量与复杂环境

经验和分析资源。

日益复杂的数据架构给安全运营带来了更加沉重的负

先进且成熟的 AI，使用 600 万 + 恶意软件特征来实现亚

担，难以在不同环境中识别多种攻击活动并发现其中

秒级判定，从部署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全力工作。

的关联。同时，如今巨大的数据交换流量中蕴含着大
量风险，而传统安全手段在大流量的检测和分析面前

本地部署自学习，通过分析本地环境中的流量来降低误报，

表现的捉襟见肘。

并持续适应新兴威胁与新变种，以及持续学习针对组织定
制的恶意软件，以实现持续进化。

愈发高级的恶意软件

将恶意软件检测时间和内网感染溯源时间，从分钟 / 小时

精心设计的恶意软件通常能穿透多层安全防线直达应

级缩短到一秒内。

用系统，并通过精心的行为伪装迷惑安全运营团队。

FortiAI 深度学习，即深度神经网络使用 ANN（人工神经
网络）来科学分析文件类型攻击或无文件攻击，持续进化

普遍缺乏网络安全专业经验

的学习算法始终保持极高的威胁发现水平，即使恶意软件

在网络安全领域中，经验是最难以获得的，尤其是对

本身也在不断变种。

入侵的分析和恶意软件研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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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亮点
最先进的人工神经网络（ANN）
最先进的 ANN 由 FortiGuard 实验室通过 2000 万 + 干净和恶
意软件完成预训练，并且可以在用户本地环境中进一步学习。
ANN 模型可以通过 FortiGuard 全球分发网络实现更新，确保
客户可以持续防御最新威胁。基于深度学习算法，FortiAI 能够
精确的将恶意软件分类到预定义的 20 余种攻击场景的类别中，
并且 AI 引擎能够追溯攻击源，正如人类大脑的运行模式与要做
的事情一样。
AI 驱动的入侵防御结合多任务威胁学习框架能够将复杂的安全
分析需求整合到一个高性能网络安全设备中。
使用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技术，多层检测方式提供了深度机器学
习能力，能够对抗 AI 加持的攻击，在攻击造成损伤前进行检测
与发现。
在 FortiGuard 实验室中通过上千万已知干净和恶意样本完成预
训练，并产生百亿规模的干净和恶意特征，这些特征被用来科学
的决策恶意软件类别和攻击类型，尤其是帮助识别针对用户场景
定制的攻击。

虚拟安全分析师 （Virtual Security AnalystTM）
FortiAI 引擎主要负责：

99.9%

<100 ms

检出率*

亚秒级检测

攻击分类（包含但不限于）：
勒索软件，蠕虫行为，数据泄露，漏洞利用，银行木马，密码
窃取，后门，僵尸网络，Web Shell，搜索引擎投毒，普通木马，
场景启发式恶意软件，Rootkit，DoS，复杂攻击，应用，点

10G

200 Billion

网络吞吐

暴露的特征

击监控，信息窃取，挖矿，重定向脚本，下载器，病毒
攻击溯源调查— 按时间溯源初始感染源
贴身的恶意软件分析师— 基于神经网络和本地学习到的特征对

20+
攻击场景识别

恶意软件进行科学分类，并持续进化

*Measured by Breaking Point malware strike 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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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Security AnalystTM Tracing the Source of a Worm At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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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FortiAI-3500F
文件类型支持：32 位和 64 位可执行文件，
支持所有 PE（可移植可执行）文件。任
何基于文本的文件，如
HTML,VBA,VBS, JS, PDF, BAT, SH,
PHP, XML, Power Shell 脚本 ,Office
文档 , PDF。
基于 ANN（人工神经网络）的先进恶意
软件分析
基于上千万文件完成预训练的百亿特征来

FortiAI-3500F Dashboard

识别零日恶意软件
多种多种分析视图，如攻击场景，主机故事线模式，威胁调查
日志和报表—恶意软件的 MD5/SHA 哈希，源 / 目的 / 时间戳 /URL 分析
不需要额外传感器，可独立部署
运行模式：独立（嗅探）模式 和 / 或 集成模式（与 FortiGate）
协议支持：独立 / 嗅探模式协议支持：HTTP，SMBv2；与 FortiGate 的集成模式：HTTP, SMTP, POP3, IMAP, MAPI, FTP, IM
网络：静态路由支持，IPv4 支持；本机系统：基于角色的管理（RBAC）

部署
DE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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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FORTIAI-3500F
硬件参数
外观规格

2 RU Rackmount

总接口

2 x 10GE RJ45 (10/100/1000), 1 x GE RJ45 IPMI, 1 x RJ45 Console

存储容量

2 x 3.84 TB SSD, Total 7.68TB

默认RAID级别（软件R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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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除硬盘
冗余电源支持
系统性能
100,000 files per hour

吞吐量
亚秒级判定

Line rate 10G

嗅探吞吐
外观
长x宽x高（inches）

3.41in x 18.98in (w/ handle) x 29.58in (w/ bezel), 3.41in x 17.09in (w/o handle) x 29.04in (w/o bezel)

长x宽x高（mm）

86.8mm x 482mm (w/ handle) x 751.34mm (w/ bezel), 86.8mm x 434mm (w/o handle) x 737.5mm (w/o bezel)

重量

68.34lbs (31kg)

环境
交流电源支持

100-240 VAC, 60-50 Hz

耗电量（平均/最大）

1390W / 1668W

散热

6824 BTU/h

运行温度

10°C to 35°C (50°F to 95°F) with no direct sunlight on the equipment

存储温度

–40°C to 65°C (–40°F to 149°F)

湿度

Storage: 5% to 95% RH with 33°C (91°F) maximum dew point. Atmosphere must be non-condensing at all times.
Operation: 10% to 80% relative humidity with 29°C (84.2°F)

运行海拔

Up to 7,400 ft (2,250 m)

合规
FCC Part 15 Class A, C-Tick, VCCI, CE, UL/cUL, CB

安全认证
*combined real-world throughput based on 70/30 Non-PE/PE files

订购信息
产品

SKU

Description

FortiAI 3500F

FAI-3500F

FortiAI-3500F appliance for 0day/Malware Detection, based o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N) technology. 2 x 10Gb GE Copper (supports
10/1000/10000 without transceivers)

FortiAI-3500F 硬件Bundle

FAI-3500F-BDL-228-DD

FortiAI-3500F bundle - Hardware plus 24x7 FortiCare and FortiGuard Neural Networks engine updates & baseline

FortiCare 和 FortiGuard 神经网络升级

FC-10-AI3K5-228-02-DD

24x7 FortiCare plus FortiGuard Neural Networks engine updates & bas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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