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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值及規則資料庫的建立與更新

可將已知的網站及網站應用程式攻擊特徵加入資料
庫，且採用線上更新的方式，以增強防護能力。

完整的管理與警示功能
PowerWAF 的日誌形式符合 NCSA Log Format 標準
規範，當事件發生或網站無法正常運作時，即時以
Syslog 通知，並可支援將攻擊事件回報 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 系統。

整合性安全防護平台
經過 PowerWAF 監控並過濾所有惡意攻擊行為後，
會將符合安全政策之存取行為傳送到 Web 服務安全
閘道器，再從 HTTP 相關之網路資料及 Web 應用與
服 務 檢 測 過 濾 著 手 ， 架 構 現 有 之 A p p l i c a t i o n 
Delivery Controller，形成應用安全確保之聯防技術
平台。

惡意攻擊與防護功能
在阻絕 WebAP 攻擊時，加強變形攻擊的偵測能力與防
禦能力，透過正向行為檢視與負向行為剖析的自我學習
安全模式，建立先進之變形攻擊過濾分析機制。

確保應用服務的可獲得性與效能的提升
提供智慧型的阻絕能力，降低誤判率並減少檢視網路
封包造成的延遲封包重新切割傳送。

資料的驗證、審核與加密功能
可以針對 HTTPS 加密資訊解密並偵測惡意攻擊。

彈性的網路部署模式
In-Line Active、Reverse Proxy 與 Transparent 三種
模式。

We b 應用系統的安全，隨著駭客攻擊手法的改
變，已經無法僅以單純之防火牆或傳統 IDS/IPS 來確
保。PowerWAF 是一套可以彈性佈署在 Web Server 
前端的網站應用程式防火牆，具備正向和負向雙模行
為檢視篩選動態學習功能，可以分析使用者的操作流
程，並判斷是否存在可疑的攻擊行為，協助機關阻擋
針對網站應用程式的各種攻擊，提供 Web 網頁更安
全的防護機制。

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Strength of Default Defenses

網站伺服器防火牆

功能特色

PowerWAF

User

Router
Firewall

Web Servers
App Servers

PowerWAF
Databases

L2、L3
Switch

Internet



網站防火牆功能 系統記錄功能

產品規格

Web Negative Behavior Filter 技術

‧標準Web應用攻擊 (支援 HTTP、HTTPS 及 XML
應用攻擊)。

‧提供資料庫隱碼 (SQL  Injection) 攻擊偵測及防護。

‧提供 Session Hijacking 偵測及防護。

‧提供 Cross Site Script (XSS) 攻擊偵測及防護。

‧提供緩衝區溢位攻擊 (Buffer Overflow) 偵測及
防護。

‧提供 Cookie Poisoning 偵測及防護。。

‧提供 Command Injection 攻擊偵測及防護

‧提供 Form/Hidden Field Manipulation 攻擊偵
測及防護。 

‧提供入口網址點 (Start URLs) 白名單設定功能。

‧提供封鎖網址 (Deny URLs) 黑名單設定功能。

‧具備自訂字串過濾功能

Web Positive Behavior Filter 技術

‧具備自動化網站學習技術。。

系統管理功能 系統伺服器功能

系統提供 CLI (Command Local Interface)、SSH
命令列管理介面、SNMP 與 WebGUI 管理介面。

網頁尚未修正弱點之前，需可提供網頁程式參數微
調與即時防禦，並提供資訊予網頁開發修正之用。

系統可提供即時攻擊事件警報 (Alert)，並可依電子
郵件或 SNMP Trap 或 Syslog 通知系統管理者。

可透過 SNMP 匯出以下資料至其他網管設備，以
監控本系統整體運作效能狀態。

‧Device name

‧Device model

‧可針對每一個 Session 與來源 IP 進行追蹤

‧提供阻斷式服務攻擊 (Denial of Service)  防
護功能。

系統可針對網站/網頁攻擊及參數竄改進行防護。

系統可防止 Cookie 遭受竄改及 Cookie 植入攻擊。

支援 Web、SSL 應用系統防禦及主動防禦蠕蟲攻擊
與 Zero-Day 零時攻擊。

可偵測與防禦竄改 Web 數據的攻擊與竄改網頁參
數數量的攻擊。

可針對每一個 Session 與來源 IP 進行阻絕，並設定
「監控」、「阻絕時間」、「自訂動作」等處置之
功能。

可針對單一入侵事件進行阻絕或告警。

可擴充及線上更新之攻擊特徵資料庫。

支援即時防禦、自動學習模擬與手動切換等多種防
禦模式。

‧Software version

‧License level

‧CPU utilization

‧RAM utilization

‧System uptime

‧Cache/Log utilizatio

 (MB and % of total disc  space)

‧System throughput

‧Total connections

具備高可用 HA（High Availability）功能，可利用 
HA port 將兩台設備互做 備援達成高可用性 HA
（High Availability）功能，使單機發生故障無法
運作時，備援設備可接續網路運作。

可支援建置雙主機備援 (High Availability) 可以主/
副模式 (Active/Passive Mode ) 串接達成自身容錯
備援，而雙主機之間設定值為自動同步，不需人為
手動介入。

可自訂事件等級回應規則，管理者可以自定事件回
應之規則方式。

可指定 LogServer，當事件發生或網站無法正常運
作時以 Syslog 通知，可與 SOC 結合。

當事件發生或網站無法正常運作時，可即時通知管
理者，可以透過設定方式指定發生異常狀況時，是
否透過 E-mail 或是手機簡訊通知管理者。

報表產生之欄位可依管理者設定。

攻擊紀錄包含資訊: 攻擊來源 IP，攻擊目的 IP，攻
擊名稱，時間，攻擊之數量，防衛處理之動作。

提供以下類型之報表輸出：

‧Alert Analysis Reports

‧Top 20/100 Reports

‧Profile Reports

‧Assessment Reports

(桓基科技保有此印刷物內容之異動權利，若有異動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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