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L 專欄
第 15 次 NBL 公開測試活動
網安產品測試評比 – 活動花絮與感想
陳一瑋
工研院交大網路測試中心
活動過程總覽
活動開始籌備的時間點，可以追溯到 2004 年的 9 月中旬，NBL 一行三人(主
任、我與無線網路之專案經理)拜訪了美國十個單位，包含三個實驗室(UNH/IOL,
ICSA, Veritest)，三個測試設備廠商(Azimuth, IXIA, Spirent)及四個網路設備廠商
(Fortinet, Cisco, Juniper, Alcatel)，此行當中我們與廠商熱列討論了各式各樣的網
安議題，例如:「內容過濾防火牆 vs. 封包過濾防火牆」
，
「硬體加速的需求」
，
「傳
統 Content Filter/Anti-Virus 廠商的未來」以及「BoB(Best of Breed) vs. In-House」
等等，回國後再與國內廠商交流、討論，依據全球與台灣市場的趨勢，最後便確
定了此次公開評比的大方向，也就是: Anti-Virus，SSL VPN 以及 IM (Instant
Messenger) Management。
緊接著在 2004 年 10 月份開始擬訂測試計劃書、建置測試環境、送出邀請函
及測試計劃書給廠商參考，測試計劃書的內容共分成四大部分：Overview、SSL
VPN Appliance Testing、Anti-Virus System Testing 以及 IM Management System
Testing，測試的項目主要可以區分為功能面和效能面，在寄出測試計劃書後有廠
商對測試項目有不同的想念，因此我們綜合了大家對第一版的回應再整理出第二
版的測試計劃書，至於測試環境的建置同樣是以這三類產品來分頭進行，務求達
到測試環境是相互獨立、不會互相影響，其中在效能面的測試中我們使用了
Spirent 所提供的 Avalanche 2500，其所製造的流量相當逼真(i.e.類似現實世界中
的流量)，讓整個測試內容更加完善，對於此次的活動大家參加的意願很高，很
快地就達到了我們原本的規劃(共 11 家廠商: 4 家 AV、3 家 SSL VPN 以及 4 家 IM
Management)。2004 年 11 月我們開始接收參與廠商所送過來的待測產品與 Spirent
的測試儀器，藉由閱讀相關文件、與技術支援人員討論加上實際的操作來熟悉這
些機器，在這一個階段我們即有發現一些產品軟、硬體上的問題，例如: 重大的
bug、記憶體不足等等，像這種會讓測試無法進行的情況，我們便立即通知廠商
進行處理。2004 年 12 開始了一連串的測試，三組人馬分別對三類產品進行功能
與效能的驗証，各組完整地測過兩回合後，我再一一地與每位工程師就比較有爭
議的地方進行討論、驗証，並且對每組進行抽測以求結果的正確性。2005/1/3 寄
出功能面測試結果給各別廠商，要求在 1/14 前確認完畢，2005/1/5 寄出研討會座
談人及講師的邀請函，2005/1/11 寄出效能面測試結果給各別廠商，要求在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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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確認完畢，2005/1/19 寄出 SSL VPN 全部廠商的測試結果給此類別的所有廠
商，寄出 IM Management 全部廠商的測試結果給此類別的所有廠商，2005/1/20
寄出 Anti-Virus 全部廠商的測試結果給此類別的所有廠商，以上這一連串的確認
動作，主要目的是要讓廠商能夠完全地了解 NBL 的測試情形，並非黑箱作業。
2005/1/27 在台北國際會議廳舉辦研討會，公開發表測試結果，研討會中我們邀
請了兩位講師分別來探討技術與市場的趨勢，一位是 Fortinet 原廠的副總裁 –
Richard Hanke，探討網路上威脅的演變以及所需要用來防範的技術，內容安全將
日益重要，產品除了功能面外更要注意到效能面的表現，一位是友冠資訊的資安
顧問 – 許超群，分析目前市場的狀況與未來的走向，說明了 Firewall 不死而且
再進化、IP-based 的管理邏輯移向 Role-based、Integrated security gateway 是趨勢
及 Auto 系列功能(ex. auto update、auto push 及 auto config)繼續獲得客戶青睞，
另外的兩場座談會中我們也分別邀請了五位座談人進行精闢的討論，對於一些問
題的解答我們將在接下來的文章中再加以詳述。2005/2/21 寄出即將刊載在雜誌
上的測試報告書給廠商進行確認，有一些文字上的描述可能不夠精確便是在這個
階段進行修改，2005/2/23 寄出完整的測試報告書給網路通訊雜誌社刊登，活動
到此算是完整的落幕了。
測試上遭遇的難題與注意事項
整個測試安排的過程中，遇到了一些難題以及發現一些特別的地方，可以作
為往後測試的借鏡，先從 Anti-Virus System 說起，在此類產品的測試中原本有打
算要用 WildList 組織(請參考 http://www.wildlist.org)所發佈的 virus in the wild 進
行病毒偵測率的測試，不過因為這些病毒樣本的取得相當困難，必須跟 WildList
組織有很密切的合作關係才有辦法，因此我們決定暫時不用這些病毒樣本作測
試，不過在未來必定會加強與國際組織的合作，為台灣創造更完善的測試環境。
SSL VPN Appliance 的部分最麻煩的是效能的測試，一開始我們參考了 Light
Reading Lab 的測試方 法，打算以 Avalanche 2500 來驗証待測產品 的 SSL
setup/teardown 速率，但是由於有待測產品在使用者登錄的階段基於安全性考量，會”
動態”產生一些”值”來檢查，如此一來就無法用 Avalanche 2500 來模擬 client 的行為，再
者因為 SSL VPN 的使用者過程中實際上會許多的物件要存取，若以我們原本構想的方
法並不會考慮到所有的覺件，這樣可能會產生較大的誤差，故我們最後決定採用實際的
FTP 流量來進行 throughput 的測試。IM Management System 在測試過程中一定要利用真
實的環境來測試，因為目前還無法自行架設這些主要 IM(ex. MSN、AIM 及 Yahoo)的
servers，所以測試時要更為小心，避免因真實環境的影響(ex. 短時間的 server 關閉)而發
生結果的誤判，在測試傳案功能時一定要等檔案全傳送完畢才叫成功，因為曾遇過的狀
況是在傳送到 99%時無法將剩下的資料傳完，IM user 在向 server 註冊時的程序如果不
一樣的話，可能測試的結果也會不一樣，最後也是效能測試的問題，由於目前沒有測試
工具可以產生這些主要 IM 的流量，因此我們只能用其它常見的流量(ex. SMTP)來驗証
其效能，事實上我們曾經土法煉鋼地用傳檔的方式，利用 Internet 作效能測試，在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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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為十次的情形下，盡量地減少由 Internet 的延遲變化所造成的誤差，測試結果顯示
對效能並沒有什麼影響。

分析與發現
測過這三類的產品之後我們有了一些分析與發現，在 Anti-Virus System 的部
分：(1) 雖然每家廠商的病毒特徵碼個數不盡相同，不過都會考量特徵碼個數對
於效能的影響，因此會移除一些命中率趨近於零的特徵碼，(2) 掃毒不一定雙向
都會掃，這是基於效能面的考量，(3) “壓縮”這個動作非常耗費 CPU 資源，因此
沒有一家廠商會”clean”壓縮檔(註: clean 的定義: 接收、解壓縮、清除病毒檔、壓
縮、送出)，(4) “多層壓縮”的處理大都是在超過某一層後就予以阻擋，(5) 傳檔
時盡量壓縮檔案小，因為對一台防毒閘道器而言，檔案大小對效能的影響遠大於
解壓縮，(6) 若要掃 non well-know ports (ex. 掃非 port 21 的 FTP)，使用者可以
自行設定要掃的 ports。在 SSL VPN Appliance 的部分：(1) 使用過程中必須要安
裝一些 ActiveX 或 Java Applet 的程式，並非直覺的”clientless”，(2) 認証的功能
是此項產品一大重點，(3) 提供 Browser only、Agent 及 Network connectivity 三
種存取方式，欲成為遠端存取的最佳方案，其對於大型組織而言的確是一大福
音，(4)漸漸開始支援加、解密的 ASIC。在 IM Management System 的部分:：(1) IM
是可管理的，(2)運作模式主要有兩種: proxy 和 inline， (3) 大部分無法 on-the-fly
作管理，需要重新登入才會生效，(4) IM 的管理對效能的影響不大。
感想
從行政面的角度來看，在決定要測什麼類的產品以及要測哪些項目，與廠商
溝通要花很長的時間，主要是因為沒有一個大家面對面交談的管道，因此 NBL
的 NCSec(Network and Content Security)小組成立了 NCSec Consortium，提供
Mailing List 讓成員可以討論一些議題(ex. 與標準、測試技術相關)，每半年舉行
一次會議讓成員可以面對面互相交流，也就是在這樣的會議中，大家可以直接地
討論公開測試評比的內容，提供各種意見讓 NBL 作參考。
從市場面來講，All-in-One 的產品依舊會是一大趨勢與優勢，想像使用者買
了一台 IDP、一台 Anti-Virus 以及一台 IM Management 的產品，跟只買一台三合
一的產品，在設定上、網路配置上及尋找技術支援時的差異，不過 All-in-One 的
產品所要面臨的挑戰真的非常高，假設我們把上述 All-in-One(i.e. IDP、AV 及 IM
Management)的使用者類型分成四類：(1) 三種功能都非常需要、(2)非常需要
IDP、(3)非常需要 AV、(4)非常需要 IM Management，那麼做 All-in-One 的廠商
必須要完全服務好這四種使用者，因為只要任何一類的使用者開始覺得這個產品
不好，並不只會影響到那一類型用戶的市場，而是會有”連坐法”的效應，因為這
個產品只有一個品牌，大部分的人在選商品時，還是以品牌為主的，所以說
All-in-One 要能大賺錢的話，不僅要會整合各種功能，還要把每一種功能都做到
具有相當的水準才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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