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UTION BRIEF

FortiDeceptor
带来一种新的威胁防御方法
管理层摘要
不管一次入侵事件的发生是源自组织内部还是外部，都需要数月的时间来发现并执行补救
措施。在这个时间窗内，组织可能会产生巨大的财务和名誉损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网

FortiDeceptor FortiDeceptor通
过如下方式提升组织威胁防御水平：

络安全架构师们应该进行前向思考，比如部署 Fortinet FortiDeceptor 在组织网络中，
来欺骗和重定向攻击者，使攻击远离组织的高价值资产。这将显著降低安全风险带来的不

补全组织的入侵防御能力版图

利后果。
将攻击重定向到欺骗系统
FortiDeceptor 是一款基于欺骗技术的创新安全产品，能够在内部或外部的网络威胁对组织
产生损伤前对威胁进行欺骗、暴露和消除。在攻击发生前创建一个欺骗网络来迷惑攻击者，发

作为威胁的早期预警系统

生攻击时 FortiDeceptor 分析任何威胁活动并通过 Fortinet Security Fabric 共享信息给
网络中的全部安全控制点来执行保护措施。不像其他的威胁欺骗解决方案，FortiDeceptor

自动化响应内部和外部威胁

易于部署，易于集成进企业现有安全架构，并且能够执行自动化威胁响应。
快速部署，第一天就获得欺骗能力

快速执行有效的威胁检测与响应是十分有挑战的工作
威胁不仅会从组织外部发起，也经常发起于组织内部。但是，大多数单点安全解决方案通常关注在某一方面，而不是两者兼顾。根据
Verizon 2018 数据失窃调查报告显示，三分之二的失窃事件是来自外部主体，三分之一来自内部主体。而且，68% 的入侵事件在其被发现
前已经在组织内潜伏了数月，在这期间内，其给组织带来的风险和影响会以指数级增长。
当网络威胁防御建设与攻击者和恶意软件的水平迭代演进时，新的高级威胁防御技术通常需要更多的资源来交付、部署和维护。此外，这些
新技术通常还只是单点安全方案，也难以与现有安全架构形成有机整体。

使用FortiDeceptor来欺骗、暴露和消除威胁
Fortinet FortiDeceptor 使用了先进的攻击欺骗技术来检测与响应来自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威胁。它在组织网络中创建蜜罐、欺骗系统、诱
饵等来迷惑攻击者，并与 Fortinet Security Fabric 无缝整合，拥有强大的威胁分析能力和实时防御能力。FortiDeceptor 的完整攻击欺骗
周期请参考下方示意图。
在初始的攻击欺骗阶段，网络安全团队可以在企业网、数据中心或云中以 VM 形式部署欺骗系统和诱饵来模拟真实资产。欺骗系统可以仿
真如用户终端和 IoT 设备以及数据中心服务器。诱饵可以安装在一个欺骗系统中或真实终端上。在这种情况下，数据、应用和服务会以逼真
的方式来诱骗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攻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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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

暴露

消除

接下来，在暴露阶段，一个攻击者的行为和通过网络的横向移动踪

控攻击，并执行调查取证。整个分析流程会将时间线和攻击活动关

迹会被记录下来并按时间线进行关联分析，来看本次攻击是否是

联分析，并进行可视化形式展现。

一次更大的攻击活动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安全管理员会被告警，
并且威胁会被通过可视化界面管理的工作流来快速验证。产生的
相关日志会发送给 SIEM（安全信息与事件管理）系统来让组织可
以在一个安全管理平台统览所有安全事件。

FortiDeceptor 同时易于交付、部署和管理。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选择部署 VM 或物理设备到云或数据中心环境中。管理员还可
以集中管理并自动化部署欺骗系统 VM，诱饵和相关服务。对于管
理员来说，这项优点可以让其降低很多工作量，因为欺骗系统和诱

最后，在消除阶段，获取的情报能够让安全团队进行进一步事件调

饵的部署、创建和运行是无需持续对其进行管理干预的，这对于本

查，并执行手动补救措施或让 FortiDeceptor 自动处理，以达到

就工作量沉重的安全运营团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主动进行损伤控制的目的。

可执行的、自动化的，部署方便的攻击欺骗系统

持续创新让用户更从容获得安全

FortiDeceptor 相比其他威胁欺骗方案有很多优势。通过与

通过使用这项对用户十分友好的攻击欺骗技术，Fortinet 证明了

Fortinet Security Fabric 集成，可以与其他安全控制点，如

自己仍然是一个安全创新者。FortiDeceptor 是能够十分有效对

FortiGate 下一代防火墙，进行协同联动，对威胁进行自动化防

抗内部或外部威胁的安全方案，并防患于未然。通过与 Fortinet

御，并在损伤发生前对攻击进行实施阻断。

Security Fabric 集成来共享可执行的威胁情报，对威胁进行自动

FortiDeceptor 还提供了可执行的可视化展现，通过基于 GUI

化响应，FortiDeceptor 会是网络安全架构师的有力帮手。

的威胁地图来让网络安全架构师快速发现威胁活动的目标，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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