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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Web 應用程式防火牆 (WAF) 是一種在 Web 應用程式和用戶端點之間的

安全政策執行點。此功能可以在軟體或硬體中實施，可在設備裝置中或執行一般

作業系統的標準伺服器上執行。它可作為獨立裝置，也可整合至其他網路元件。 

標準的網路防火牆可於網路周邊或網路區段(區域) 間實施，是防禦多種攻

擊的第一道防線。但是，它們必須允許訊息能夠到達組織選擇暴露於公共網際網

路的 Web 應用程式。網路防火牆通常不用於檢查、評估 Web 應用程式所使用

的部分網際網路通訊協定(IP)訊息(封包)，也不對其做出反應，所以公共應用程

式經常會接收到未經檢查的輸入。因此，一種新的邏輯安全週邊由此建立 — 

    Web 應用程式自身，而最佳安全實務要求檢查由不可信環境傳至可信

環境的訊息。我們已經知道了許多種針對 Web 應用程式的攻擊，而 Web 應用

程式並非始終在設計和編寫時即加入了防禦此類攻擊的能力。任何可以連線網際

網路的個人均可得到此類應用程式，從而加大了風險。 

 IP 封包結構採用多層模型，每層包含已定義的資訊，此類資訊由支援

通過網際網路或內部網路之資訊流的 (物理或基於軟體的) 特定網路節點或元

件執行。所含內容由應用程式處理的一層稱為「應用層」。WAF 設計用於檢查 IP 

封包應用程式層的內容，以及任何可用於攻擊 Web 應用程式的其他應用層中的

內容。 

隨著企業機構的電腦設備及業務資源逐漸向其資料中心高度集中，Web 成為

一種平台，承載了各類機構的核心業務，如電子政務、電子商務、運營商的增值

業務等。 

來自國際機構 Gartner 公司的資料表明，當前網路上 75%的攻擊是針對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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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的。這些攻擊可能導致網站遭受聲譽損失、經濟損失甚至政治影響。各類網

站客戶已逐漸意識到 Web安全問題的重要性，但傳統安全設備（防火牆/IPS）解

決Web應用安全問題存在局限性，而整改網站代碼需要付出較高代價從而變得

較難實現。同時，很多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網站，面臨監管機構安全規則的要求。 

對於機構的 IT 決策者來說，面臨的最大挑戰在於如何緩解針對 Web業務的

各類安全威脅，高效保障 Web應用的可用性和可靠性、優化業務資源和提高應

用系統敏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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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Web安全原理與技術分析 

2.1 Web安全不僅僅是網際網路才需要 

Web 服務是指採用 B/S 架構、通過 Http 協定提供服務的統稱，這種結構也

稱為Web架構，隨著 Web2.0的發展，出現了資料與服務處理分離、服務與資料

分散式等變化，其交互性能也大大增強，也有人叫 B/S/D 三層結構。互聯網能夠

快速流行得益於Web 部署上的簡單，開發上簡便，Web網頁的開發大軍迅速超

過了以往任何電腦語言的愛好者，普及帶來了應用上繁榮。J2EE與.NET的殊途

同歸，為Web掃清了廠家與標準的差異；眾望所歸，SOA選中Web2.0 作為其實

現的基本使用最廣的工具之一，Web 架構從互聯網走進了企業內部網路，新業務

系統的開發，越來越多的系統架構師選擇了 Web架構，與熟悉它的人如此廣泛

是分不開的，事實再一次證明了經典的理論：簡潔的最容易流行。 

簡單與安全好像總有些矛盾，流覽器可以直接看到頁面的 Html 代碼，早期

的Web服務設計沒有過多的安全考慮，人性本善，技術人員總是相信人性都是

善良的。但隨著Web2.0 的廣泛使用，Web服務不再只是資訊發佈，遊戲中的裝

備交易、日常生活中網上購物、政府行政審批、企業資源管理等資訊價值的誘惑，

人的貪婪開始顯現，不是所有的人都有 Web 設計者的大同思想，安全問題日顯

突出了。 

2008 年網路安全事件統計最多是：SQL注入與網頁掛馬(木馬)。因為這是僵

屍網路發展新的基本工具，而僵屍網路的經濟與政治價值，這裡就不用說了。SQL

注入與網頁掛馬主要就是針對 Web服務的，傳統的安全產品(UTM/IPS)都有些力

不從心。 

網際網路是個人思想展現的樂園，也是世界級的、虛擬的另一個社會，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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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是虛擬的、帶著面具的，要變成現實社會中的真實利益，還需要一些轉換

才可以兌現，但 SOA把Web架構帶入企業內部網路，這裡的網路世界是真實，

利益是可以直接兌現的，Web安全問題變得刻不容緩。 

2.2 Web架構原理 

要保護 Web服務，先要瞭解 Web系統架構，Web服務的一般性結構，適用

於互聯網上的網站，也適用於企業內網上的 Web 應用架構：用戶使用通用的 Web

流覽器，通過接入網路(網站的接入則是互聯網)連接到Web伺服器上。使用者發

出請求，伺服器根據請求的 URL的位址連接，找到對應的網頁檔，發送給使用

者，兩者對話的官方語言是 Http。網頁檔是用文本描述的，HTML/Xml 格式，

在用戶流覽器中有個解碼器，把這些文本描述的頁面恢復成圖文並茂、有聲有影

的可視頁面。 

通常情況下，使用者要訪問的頁面都存在 Web伺服器的某個固定目錄下，

是一些.html 或.xml 檔，使用者通過頁面上的超連接(URL位址)可以在網站頁面

之間「跳躍」，這就是靜態的網頁。後來人們覺得這種方式只能單向地給使用者

展示資訊，資訊發佈還可以，但讓用戶做一些比如身份認證、投票選舉之類的事

情就比較麻煩，由此產生了動態網頁的概念;所謂動態就是利用 flash、Php、asp、

Java等技術在網頁中嵌入一些可運行的小程式，使用者流覽器在解釋頁面時，看

到這些小程式就啟動運行它。小程式的用法很靈活，可以展示一段動畫(如

Flash)，也可以在你的 PC 上生成一個檔，或者接收你輸入的一段資訊，這樣就

可以根據你的想法，對頁面進行定制處理，讓你每次來到時，看到的是你上次設

計好的特有風格，大家都相當喜歡。 

當Web服務模式有了「雙向交流」的能力，Web服務模式也可以像傳統軟

體一樣進行各種交易處理，如編輯檔、利息計算、提交表格等，Web 架構的適用



 

5 

桓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30069 新竹市東區東光路 55 號 5 樓之 1 電話：(03)574-4141 傳真：(03)572-7899 

面大大擴展，Web2.0 可以成為 SOA架構的實現技術之一，這個小程式是功不可

沒的。 

這些小程式可以嵌入在頁面中，也可以以檔的形式單獨存放在 Web 伺服器

的目錄裡，如.asp、.php、jsp 檔等，並且可以在開發時指定是在用戶端運行，還

是在伺服器端運行；使用者不再能看到這些小程式的原始程式碼，服務的安全性

也大大提高。這樣功能性的小程式越來越多，形成常用的工具包，單獨管理，

Web業務開發時，直接使用就可以了，這就是中介軟體伺服器，它實際上是 Web

伺服器處理能力的擴展。 

靜態網頁與小程式都是事前設計好的，一般不經常改動，但網站上很多內容

需要經常的更新，如新聞、博客文章、互動遊戲等，這些變動的資料放在靜態的

程式中顯然不適合，傳統的辦法是資料與程式分離，採用專業的資料庫。Web

開發者在Web伺服器後邊增加了一個資料庫伺服器，這些經常變化的資料存進

資料庫，可以隨時更新。當使用者請求頁面時，小程式根據使用者要求的頁面，

涉及到動態資料的地方，利用 SQL資料庫語言，從資料中讀取最新的資料，生

成完整頁面，最後送給使用者，如股市行情曲線，就是由一個不斷刷新的小程式

控制。 

除了應用資料需要變化，使用者的一些狀態資訊、屬性資訊也需要臨時記錄

(因為每個使用者都是不同的)，而Web伺服器本來是不記錄這些資訊的，只管答

覆你的要求，後來Web 技術為了友好互動，需要記住使用者的訪問資訊，建立

了一些新的通訊機制：  

◆Cookie：把一些用戶的參數，如帳戶名、口令等資訊存放在用戶端的硬碟暫

存檔案中，使用者再次訪問這個網站時，參數也一同送給伺服器。 

◆Session：把使用者的一些參數資訊存在伺服器的記憶體中，或寫在伺服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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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碟檔中，使用者是不可見的，這樣用戶用不同電腦訪問時的貴賓

待遇就同樣了，Web伺服器總能記住你的“樣子”，一般情況下，

Cookie 與 Session 可以結合使用。 

 

Cookie在使用者端，一般採用加密方式存放就可以了。Session 在伺服器端，

資訊集中，被篡改問題將很嚴重，所以一般放在記憶體裡管理，儘量不存放在硬

碟上。 

我們清楚了解到，Web伺服器上有兩種服務用資料要保證「清白」，一是分

頁檔(.html、.xml 等)，這裡包括動態程式檔(.php、.asp、.jsp 等)，一般存在 Web

伺服器的特定目錄中，或是中間間伺服器上；二是後台的資料庫，如 Oracle、SQL 

Server等，其中存放的資料的動態網頁生成時需要的，也有業務管理資料、經營

資料。 

另外，瀏覽器給用戶電腦帶來的安全問題，因為 Web可以對本地的進程、

硬碟操作，可以把木馬、病毒放到你的電腦上來，Web架構中使用沙漏技術提供

安全保護，就是限制頁面中小程式的本地讀寫許可權，但限制畢竟不能不讓其「執

行」 ，所以多數情況下在寫入時給出提示，讓你自己選擇，大家經常看見有進

程在安裝程式進入你的電腦，但絕大多數人分不清是否應該，要麼一概不許，造

成很多事情做不了(ex:下載遊戲)，這裡主要分析伺服器端的安全，用戶端的安全

再行考慮。 

 

2.3 Web架構中的安全點分析 

從Web架構上可以看出，Web伺服器是必經的大門，進了大門，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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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器需要保護，如中介軟體伺服器、資料庫伺服器等。我們這裡不考慮網路內

部人員的攻擊，只考慮從網際網路來的攻擊，入侵者入侵的通道有下面幾個： 

(1)伺服器系統漏洞：Web伺服器畢竟的一個通用的伺服器，無論是

Windows，還是 Linux/Unix，都不可少的帶有系統自身的漏洞，通過這些

漏洞入侵，可以獲得伺服器的高級許可權，當然對伺服器上運行的 Web

服務就可以隨意控制了。除了 OS 的漏洞，還有 Web服務軟體的漏洞，

IIS 也好，Tomcat 也好，同樣需要不斷地打補丁。 

(2)Web服務應用漏洞：如果說系統級的軟體漏洞被關注的人太多了，那麼

Web應用軟體的漏洞數量上就更多了，因為 Web服務開發簡單，開發的

團隊參差不齊，並非都是專業的高手，程式設計不規範、安全意識不強、

因為開發時間緊張而簡化測試等，應用程式的漏洞也同樣可以讓入侵者

來去自如。最為常見的 SQL注入，就是因為大多應用程式設計過程中產

生的漏洞。 

(3)密碼暴力破解：漏洞會招來攻擊容易理解，但畢竟需要高超的技術水準，

破解密碼卻十分有效，而且簡單易行。一般來說帳號資訊容易獲得，剩

下的就是猜測密碼了，由於使用複雜密碼是件麻煩而又“討厭”的事，

設置容易記憶的密碼，是絕大多數使用者的選擇。大多 Web服務是靠“帳

號+密碼”的方式管理使用者帳戶，一旦破解密碼，尤其是遠端系統管理

者的密碼，破壞程度難以想像，並且其攻擊難度比通過漏洞方式要簡單

的多，而且不容易被發覺。在知名的網路經濟案例中，通過密碼入侵的

占了接近一半的比例。入侵者進入 Web 系統，其動作行為目的性是十分

明確的，如下描述-  

◆讓網站癱瘓：網站癱瘓是讓服務中斷。使用 DDOS 攻擊都可以讓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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癱瘓，但對Web服務內部沒有損害，而網路入侵，可以

刪除檔、停止進程，讓 Web伺服器徹底無法恢復。一般

來說，這種做法是索要金錢或惡意競爭的要脅，也可能

是顯示他的技術高超，拿你的網站被攻擊作為宣傳他的

工具。 

◆篡改網頁：修改網站的頁面顯示，是相對比較容易的，也是公眾容易

知道的攻擊效果，對於攻擊者來說，沒有什麼實質好處，

主要是炫耀自己，當然對於政府等網站，形象問題是很嚴

重的。  

◆掛木馬：這種入侵對網站不會產生直接破壞，而是對訪問網站的用戶

進行攻擊，掛木馬的最大實質是收集僵屍網路的「肉雞」，一

個知名網站的首頁傳播木馬的速度是爆炸式的。掛木馬容易

被網站管理者發覺，XSS(跨站攻擊)是新的傾向。  

◆篡改數據：這是最危險的攻擊者，篡改網站資料庫，或者是動態頁面

的控制程式，表面上沒有什麼變化，很不容易發覺，是最

常見的經濟利益入侵。資料篡改的危害是難以估量的，比

如：購物網站可以修改你帳號金額或交易記錄，政府審批

網站可以修改行政審批結果，企業 ERP 可以修改銷售定單

或成交價格… 有人說採用加密協議可以防止入侵，如 https

協議，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首先 Web服務是面向大眾的，

不可以完全使用加密方式，在企業內部的 Web 服務上可以

採用，但大家都是「內部人員」，加密方式是共知的;其次，

加密可以防止別人「竊聽」，但入侵者可以冒充正規用戶，

一樣可以入侵；再者，「中間人劫持」方式同樣可以竊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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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通訊。 

 

2.4 Web安全產品分析 

圍繞Web服務的安全，產品可以說五花八門，最基本的是接入網入口的UTM

閘道，其中 IPS 功能與防 DDOS 功能是Web 伺服器系統級入侵的直接防護，但

UTM是通用的邊界安全閘道。下面主要分析專為 Web服務開發的安全產品，大

概有下面幾方面的產品： 

 (1)網頁防篡改產品： 

防護未知攻擊是難的，但看顧好自己的資產是相對容易的。因此，人們

最先想到的就是網頁防篡改技術，保持自己的「純潔」，起碼對社會不會造

成大危害，網頁被篡改產品出現在 Web 早期，幾經風雨，各廠家技術逐漸

統一。網頁防篡改技術的基本原理：是對 Web伺服器上的分頁檔(目錄下檔)

進行監控，發現有更改及時恢復。所以該產品實際是一個「修補」的工具，

不能阻止攻擊者的篡改，就來個守株待兔，專人看守、減少損失是目標，防

篡改屬於典型的被動防護技術。 

網頁防篡改產品的部署：建立一台單獨的管理伺服器(Web伺服器數量

少可以省略)，然後在每台 Web 伺服器上安裝一個 Agent 程式，負責該伺服

器的「網頁檔看護」，管理伺服器是管理這些 Agent 看護策略的。分頁檔看

護技術的變遷如下述： 

A.第一代技術，把 Web伺服器主目錄下的檔做一個備份，用一個定時迴圈

進程，把備份的檔與服務使用的檔逐個進行比較，不一樣的就用備份去覆

蓋。網站更新發佈時，則同時更新主目錄與備份。這種方法在網站大的情

況下，網頁數量巨大，掃描一遍的時間太長，並且對 Web伺服器性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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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擠縮。 

B.第二代技術，採用了 Hash 演算法，對主目錄下的每個檔做 Hash，生成該

檔的身分指紋，定時迴圈進程直接計算服務用檔的 Hash 指紋，然後進行

指紋核對，指紋一般比較小，比較方便;指紋具有不可逆的特點，不怕仿

製。 

C.第三代技術，既然網站上頁面太多，三級以下頁面的訪問量，一般使用呈

指數級下降，沒人訪問當然也不會被篡改，在這些頁面重複掃描是不划算

的。改變一下思路：對檔讀取應該沒有危險，危險的是檔的改寫操作。若

只針對檔被改變時才做檢查，就可以大大降低對伺服器資源的佔用;具體

做法是：開啟一個看守進程，對 Web 伺服器的主目錄檔刪改操作進行監

控，發現有此操作，判斷是否有合法身份，是否為授權的維護操作，否則

阻斷其執行，檔不被改寫，也就起到了網頁防篡改的目的，此一技術也稱

為事件觸發防篡改。 

這種技術需要考驗對伺服器作業系統的熟悉程度，但駭客也是高手，你

的看護進程是使用者級的，駭客可以獲得高級許可權，繞過你的「消息鉤

子」，監控就成了擺設。 

D.第四代技術，是比誰的進程許可權高，讓作業系統執行，應該是最合適的，

駭客再高明，也不可能越過作業系統自己做。因此，在Windows 系統中，

提供系統級的目錄檔修改看護進程(系統調用)，防篡改產品直接調用就可

以了，或者利用作業系統自身的檔安全保護功能，對主目錄檔進行鎖定

(Windows 對自己系統的重要檔也採取了類似的防篡改保護，避免病毒的

侵擾)，只允許網站發佈系統(網頁升級更新)才可以修改檔，其他系統進程

也不允許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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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方法應該說比較徹底，但可以看出，以後防篡改技術將成為作業

系統的「專利」，資訊安全廠商實在是不願意看到的。網頁防篡改系統可

以用於Web伺服器，也可以用於中介軟體伺服器，其目的都是保障網頁

檔的完整性。 

網頁防篡改對保護靜態頁面有很好的效果，但對於動態頁面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頁面是使用者訪問時生成的，內容與資料庫相關。很多 SQL注入就是利用

這個漏洞，可以繼續入侵 Web伺服器。 

到目前為止，很多網頁防篡改產品中都提供了一個 IPS 軟體模組，用來阻止

來針對Web服務的 SQL注入、XML注入攻擊。如國內廠家的 WebGuard、iGuard、

InforGuard等產品。 

 

 (2)Web防火牆產品： 

防止網頁被篡改是被動的，能阻斷入侵行為才是主動型的，前邊提到的

IPS/UTM 等產品是安全通用的閘道，也有專門針對 Web的硬體安全閘道。

Web 防火牆，主要是對Web特有入侵方式的加強防護，如 DDOS 防護、SQL

注入、XML注入、XSS 等。由於是應用層而非網路層的入侵，從技術角度

都應該稱為 Web IPS，而不是Web防火牆。這裡之所以叫做 Web 防火牆，

是因為大家比較好理解，業界流行的稱呼，由於重點是防 SQL注入，也有

人稱為 SQL防火牆。 

Web防火牆產品部署在 Web伺服器的前面，串列接入，不僅在硬體性

能上要求高，而且不能影響 Web服務，所以 HA功能、Bypass 功能都是必

須的，而且還要與負載均衡、Web Cache等Web伺服器前的常見的產品協調

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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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防火牆的主要技術的對入侵的檢測能力，尤其是對 Web 服務入侵

的檢測，不同的廠家技術差別很大，不能以廠家特徵庫大小來衡量，主要的

還是看測試效果，從廠家技術特點來說，有下面幾種方式：  

◆代理服務：代理方式本身就是一種安全閘道，基於會話的雙向代理，中斷

了使用者與伺服器的直接連接，適用於各種加密協定，這也是

Web 的 Cache應用中最常用的技術。代理方式防止了入侵者的

直接進入，對 DDOS 攻擊可以抑制，對非預料的特別行為也

有所抑制。  

◆特徵識別：識別出入侵者是防護他的前提。特徵就是攻擊者的「指紋」，

如緩衝區溢位時的 Shellcode，SQL注入中常見的「真表達

(1=1)」…，應用資訊沒有標準，但每個軟體、行為都有自己

的特有屬性，病毒與蠕蟲的識別就採用此方式，麻煩的就是每

種攻擊都自己的特徵，數量比較龐大，多了也容易相像，誤報

的可能性也大。 

◆演算法識別：特徵識別有缺點，人們在尋求新的方式。對攻擊類型進行歸

類，相同類的特徵進行模式化，不再是單個特徵的比較，演

算法識別有些類似模式識別，但對攻擊方式依賴性很強，如

SQL注入、DDOS、XSS 等都開發了相應的識別演算法。演

算法識別是進行語義理解，而不是靠「長相」識別。  

◆模式匹配：是 IDS 中古老的技術，把攻擊行為歸納成一定模式，匹配後

能確定是入侵行為，當然模式的定義有很深的學問。協定模式

是其中簡單的，是按標準協定的規程來定義模式;行為模式就

複雜一些，Web防火牆最大的挑戰是識別率，這並不是一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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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測量的指標，因為漏網進去的入侵者，並非都大肆張揚，比

如給網頁掛馬，你很難察覺進來的是那一個，不知道當然也無

法統計。對於已知的攻擊方式，可以談識別率，對未知的攻擊

方式，你也只好等他自己出現才知道。 

 

 (3)  Web防火牆的未來出路 

有一種說法：因為 Web伺服器前的負載均衡設備、Web 加速設備是不

可缺少的，又是 Web伺服器群的出口必經之路，所以 Web防火牆的功能有

可能與這些設備合併。這種發展趨勢像閘道 UTM與單獨的 FW、IPS、AV、

VPN等設備進化發展一樣，UTM就是這些閘道的集合產品。 

有效恢復是安全保障的一個很重要的理念。我們提到動態網頁的防護難

點是用資料庫現場生成的，因此對資料庫的修改就變得相當關鍵， Web資

料庫審計產品的目的就是對資料的所有操作進行記錄，當發現問題時，這些

操作可以回溯。 

當然資料庫的操作量很大，全部記錄需要很大的資料空間，所以，Web

服務中重要資料庫操作才進行詳細審計，審計的目的是為了運營狀態的可恢

復。常見的 Web 審計數據：  

◆帳戶操作：涉及許可權的改變  

◆運營操作：涉及財與物的變化  

◆維護操作：涉及特殊許可權人的動作 

Web資料庫審計產品一般採用旁路部署，不影響資料庫的業務效率。若

在業務流量不很大的情況下，可以採用 Agent 的軟體方式，但是不建議完全

依靠資料庫自身的日誌功能，因為，入侵者破壞後一定有「抹去痕跡」的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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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痕跡一般就是系統本身的日誌，單獨的審計機制保障了日誌的完整性。 

 

2.5 Web木馬檢查工具 

Web 安全不僅是維護網站自己安全，通過網站入侵用戶電腦的危害也十分

棘手。網頁容易被掛上木馬，或被 XSS 攻擊利用，是否有工具可以對所有的網

頁進行安全檢查呢？建議可以使用「爬蟲」技術。 

爬蟲技術最早是搜尋引擎「發明」的，搜索網站放出無數個小爬蟲，在世界

各地的網站上迴圈掃描，收集網站上的新資訊，建立供世界人民查找的資料庫，

這樣大家就可以從 Google、百度等地搜索到你想要的任何資訊。由於爬蟲來自

網站外部，所以可以模擬用戶打開網站的實際效果，所以爬蟲很快被網站用來測

試自身性能的「使用者體驗」工具，比如網頁打開的速度，使用者互動的等待時

間等。作為用戶體驗工具，爬蟲很快也在企業內部網路上開始流行，關注用戶感

受，是 08年開始 IT 領域內最流行的開發理念。 

所謂爬蟲就是這樣一些進程，按照一定的規則(橫向優先搜索、縱向優先搜

索)，將網站上所有的頁面打開一遍，在對網頁上關心的事情進行檢查。由於是

以用戶的身份「瀏覽」網頁，所以沒有靜態與動態頁面的差別。Web木馬檢查工

具就是基於這個原理開發的，不同於搜索爬蟲的是，在網頁檢查時，重點查看網

頁是否被掛木馬，或被 XSS 利用。因為網站內的 URL連結去向應該可追溯的，

所以對 XSS 的檢查是很有效的。 

  Web木馬檢查工具一般作為安全服務檢查使用，也可以單獨部署一台

伺服器，定期對網站檢查，發現問題及時報警。該工具目前市場上的產品化很少，

一般不銷售，網上有些免費的類似軟體可以試用，隨著 Web服務在企業內的應

用增多，該工具應該象防病毒檢查工具一樣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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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新的想法－主機 Web閘道 

常見的現象是，Web服務的處理能力採用集群技術、雲計算技術，都是利

用物美價廉的 PC 伺服器集成在一起，而不是選用龐大的巨型機器。P2P 技術、

CDN技術都是線民降低 Web服務中心壓力，而又能支援大用戶、即時流媒體業

務的「網際網路Web 技術」。但這也為Web業務的安全防護帶來問題---網路結構

問題。為了提供處理能力，眾多的伺服器「網」一樣地接在核心交換機上，在伺

服器前沒有彙聚點，web 防火牆的部署就成了問題。 

Web 服務不同於傳統銀行模式的集中處理，伺服器是 PCServer 組成的群，

由於加入與離開群，對群的服務沒有影響，只是服務處理能力的動態變化而已，

所以伺服器群中的每個伺服器的處理能力相對不是那麼寶貴，某個伺服器的異常

當機也只是對個別的使用者服務有臨時影響，在伺服器中安裝 Agent 的「恐懼」，

Web服務管理者應該是沒有的。 

為了與「群」或「雲」等Web新型網狀結構相適應，Web服務應用層的防

護，可以與網頁防篡改合起來(尤其是 OS 提供底層的檔修改監控)，我們給它一

個新的名字---主機Web 閘道(Host Web Gateway)。 

主機Web閘道的部署與防篡改產品一樣，以 Agent 的形式嵌入到 Web伺服

器中，不需要再關心 Web服務的網路結構，同時，也避免了在 Web 服務使用加

密協定時，閘道安全設備對應用層攻擊無能為力的弊端。主機 Web閘道的主要

功能如下所述： 

◆Web應用入侵防護(SQL注入、XSS 等)  

◆分頁檔防篡改   

◆Web網頁自動學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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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用戶訪問行為的自學習功能 

至於系統級的入侵防護與 DDOS 防護，放在 UTM/IPS 中解決，Web 服務的

網路結構就靈活多了。主機 Web閘道採用軟體形式，沒有了串列設備的性能要

求，部署的成本也會大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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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來自 Web的安全挑戰 

3.1 Web安全概况 

隨著網際網路技術與應用的不斷發展，新的網路業務增長與商業模式不斷產

生，並深入到社會經濟、政治等各個層面。隨之產生的不僅僅是價值，還有眾多

的安全威脅，承載在新興應用和技術上的攻擊不斷湧現。Web應用極為豐富的今

天，Web伺服器以其強大的計算能力和處理性能及所蘊含的高昂價值，成為被攻

擊的主要目標。走在資訊化與互聯網經濟前沿的政府、企業、IDC 等組織面臨著

各種針對Web的安全問題： 

(1)網頁篡改：根據報告顯示，網站漏洞百出，大陸被篡改的網站數量明顯

上升，總數達到 28367個，比去年全年增加近 16%。 

(2)拒絕服務攻擊：針對 Web 應用的分散式拒絕服務(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以下簡稱：DDoS)攻擊問題也相當嚴重。對中小企業，尤其是以

網路為核心業務的企業，攻擊者往往採用有組織的 DDoS 攻擊等手段進

行勒索，迫使企業接受相應條件，嚴重影響企業正常業務的開展。 

(3)SQL注入、跨網站攻擊漏洞：資訊安全國際權威機構 SANS 2007 年發佈

的全球 20大安全風險排行榜上，Web 應用安全性漏洞名列前茅，最廣為

攻擊者利用的漏洞為 SQL注入及跨網站攻擊。其中，SQL注入漏洞通常

為攻擊者利用，用於讀取、創建、更新或是刪除應用程式中的任意資料，

最為糟糕的情況下，攻擊者可能獲得整個資料庫系統的完全控制權;跨站

腳本，即 XSS(Cross-Site Scripting)，允許攻擊者在受害者的流覽器中執行

跨網站攻擊，從而劫持用戶會話、篡改 Web網站、插入惡意內容、實施

釣魚攻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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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常見的蠕蟲、駭客攻擊等，由這些安全問題，進一步衍生出維護、管理

問題造成內部維護人員疲於補救Web應用安全性漏洞，需要付出高昂成本以獲

取協力廠商服務：應急響應、安全加固、滲透測試。隨著攻擊者知識的日趨成熟，

針對Web應用的攻擊工具與手法日趨複雜多樣。傳統的邊界安全設備，如防火

牆，局限於自身的檢測機制和防護深度，已經不能滿足日益發展的 Web 應用防

護的全部需求。 

Web 的開放性帶來豐富資源、高效率、新工作方式的同時，傳統網路邊界

正逐漸消失，機構的重要資產暴露在越來越多的威脅中。現今 Web安全問題對

人們來說屢見不鮮，以下是收錄於國際安全組織專案中，幾起最新安全事件： 

A.2009年法國移動運營商 Orange France 提供照片管理的網站頻道被曝存在

SQL注入漏洞，駭客利用此漏洞獲取到 245,000條使用者記錄（包括

E-mail、姓名及明文方式的密碼）。 

B.2009土耳其駭客採用 SQL注入攻擊，篡改了美國軍方兩台重要伺服器的

網頁。 

C.2009年印度駐西班牙使館網站被掛馬（通過 iFrame攻擊植入惡意程式碼）。 

 

網路世界（Network World）的報導，2008 年在中國大陸、香港及臺灣地區

有數萬個網站遭遇新一輪 SQL注入攻擊，並引發大規模掛馬。在過去的 4個月

中，之前已有 3次大規模攻擊，受害者包括某知名防毒軟體廠商網站、歐洲某政

府網站和某國際機構網站在內的多家互聯網網站，感染頁面數最多超過 10，000

頁面/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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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業界異口同聲 

包括 IBM、Websense、Sophos、MessageLabs, Cisco, APWG, MITRE, 

Symantec、Trend Micro、SecureWorks 以及 ScanSafe在內的安全廠商及安全機構，

其公佈的資料安全報告均表明：Web應用安全已成為當前首要安全問題。 

而來自WhiteHat Security、Accunetix 以及 WASC 的報告，則更為關註定制

化的Web應用安全性漏洞。報告引用 OWASP Top 10 中的安全性漏洞-SQL注入

以及跨網站攻擊程式（XSS）為日前最主要的問題，且認為此類問題較難通過補

丁修補提供安全防護。 

 

3.3 Web安全焦點 

2008年 4月 Google 的數據 20表明：在過去 10個月中，Google 通過對互聯

網上幾十億 URL進行抓取分析，發現有 300 多萬個惡意 URL。其中，中國的惡

意網站占到了總數的 67%。 

2008 年到 2009 年上半年，中國大陸被篡改網站的數量相比往年處於明顯上

升趨勢。目前已知的應用層和網路層攻擊方法很多，這些攻擊被分為若干類。下

表列出了這些最常見的攻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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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不同的攻擊方法 

攻擊方式 描述 

跨網站攻擊 
跨網站攻擊利用網站漏洞攻擊那些訪問該網站的使用

者，常見目的是竊取該網站訪問者相關的使用者登陸或

認證資訊。 

SQL 注入 
攻擊者通過輸入一段資料庫查詢代碼竊取或修改資料

庫中的資料。 

命令注入 
攻擊者利用網頁漏洞將含有作業系統或軟體平臺命令

注入到網頁訪問語句中以盜取資料或後端伺服器的控

制權。 

Cookie / seesion 劫持 
Cookie/seesion 通常用於用戶身份認證，並且可能攜帶使

用者敏感的登陸資訊。攻擊者可能被修改 Cookie / 

seesion 提高存取權限，或偽裝成他人的身份登陸。 

參數（或表單）篡改 
通過修改對 URL、header 和 form 中對使用者輸入資料

的安全性判斷，並且提交到伺服器。 

緩衝溢出攻擊 
由於缺乏資料登錄的邊界條件限制，攻擊者通過向程式

緩衝區寫入超出其長度的內容，造成緩衝區的溢出，從

而破壞程式的堆疊，使程式轉而執行其它指令。如獲取

系統管理員的許可權。 

日誌篡改 
駭客篡改刪除日誌以掩蓋其攻擊痕跡或改變 web 處理

日誌。 

應用平臺漏洞攻擊 
駭客通過獲悉應用平台後，可以利用該平台的已知漏洞

進行攻擊。當應用平台出現漏洞，且沒有官方補救時，

同樣面臨被攻擊的風險。 

DOS 攻擊 
通過 DOS 攻擊請求，以達到消耗應用平台資源異常消

耗的一種攻擊，最終造成應用平臺拒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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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方式 描述 

HTTPS 類攻擊 
一些狡猾的駭客通過 HTTPS 進行 HTTPS 類的攻擊，由

於 SSL加密資料包無法進行有效的檢測，導致通用的網

路防火牆和普通 WEB應用防火牆無能為力。 

 

3.4 攻擊分析 

一個惡意的攻擊者必須具備「MOM三要素」，即攻擊手段（Method）、時機

（Opportunity）以及攻擊動機（Motive）。理論上，能夠成功遏制其中某一個要

素，攻擊就不會發生。控制攻擊時機或者影響攻擊者的動機，通常非常困難。從

安全防護的角度來說，人們應該考慮如何遏制攻擊手段，儘管這也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為了更好地瞭解當前 WEB應用面臨的安全挑戰，以下將對攻擊三要素

進行簡單分析。 

 

3.4.1攻擊手段 

安全威脅的技術根源在於安全性漏洞的存在。安全性漏洞可能是 TCP/IP 協

議設計之初未考慮安全因素、系統以及 WEB應用程式自身的缺陷，也可能是配

置錯誤導致。 

下文將簡要介紹 SQL注入、XSS 及 CSRF這三類WEB應用安全性漏洞。

SQL注入、XSS 以及 CSRF同為 OWASP Top 10 中的安全性漏洞。相對來說，SQL

注入及 XSS 更廣為人知，而人們對 CSRF關注較少。實際上，CSRF也是一類被

廣為利用的WEB應用安全性漏洞。2007年年底，Gmail 被曝存在一個 CSRF漏

洞 23。當某 Gmail 用戶訪問一個惡意網站時，該惡意網站將向 Gmail 發出 HTTP

請求，而 Gmail 將此請求處理為自己與該用戶之間正進行的會話的一部分。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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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11月，某WEB攻擊者利用此漏洞，將一個 Email 篩檢程式注入到使用

者的 Gmail 帳戶中，篩檢程式將使用者所有的郵件均轉發給了攻擊者，攻擊者從

中獲取到很多敏感資訊。 

 

3.4.1.1 SQL注入 

SQL注入的成因在於對使用者提交 CGI參數資料未做充分檢查過濾，使用

者提交的資料可能會被用來構造訪問後台資料庫的 SQL指令。如果這些資料過

濾不嚴格就有可能被插入惡意的 SQL代碼，從而非授權操作後台的資料庫，導

致敏感資訊洩露、破壞資料庫內容和結構、甚至利用資料庫本身的擴展功能控制

伺服器作業系統。利用 SQL注入漏洞可以構成對 WEB伺服器的直接攻擊，還可

能用於網頁掛馬。 

 

3.4.1.2跨網站攻擊 

XSS這類漏洞是由於動態網頁的WEB應用對用戶提交請求參數未做充分的

檢查過濾，允許使用者在提交的資料中摻入 HTML代碼（最主要的是“>”、

“<”），然後未加編碼地輸出到協力廠商使用者的流覽器，這些攻擊者惡意提交

代碼會被受害用戶的流覽器解釋執行。攻擊者可以利用 XSS 漏洞借助存在漏洞

的WEB網站轉發攻擊其他流覽相關網頁的用戶，竊取用戶流覽會話中諸如用戶

名和口令（可能包含在 Cookie裡）的敏感資訊、通過插入掛馬代碼對用戶執行

掛馬攻擊。XSS 漏洞的特點在於對存在漏洞的網站本身並不構成威脅，但會使網

站成為攻擊者攻擊協力廠商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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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3 CSRF 

CSRF即跨站請求偽造，從成因上與 XSS 漏洞完全相同，不同之處在於利用

的層次上，CSRF是對 XSS 漏洞更高級的利用，利用的核心在於通過 XSS 漏洞

在用戶流覽器上執行功能相對複雜的 JavaScript腳本代碼劫持用戶流覽器訪問存

在 XSS 漏洞網站的會話，攻擊者可以與運行於用戶流覽器中的腳本代碼交互，

使攻擊者以受攻擊流覽器用戶的許可權執行惡意操作。比如一個論壇應用存在

XSS 漏洞，攻擊者在論壇發言中設置惡意程式碼，論壇管理員訪問惡意發言以後

他的當前訪問論壇的會話受到劫持，攻擊者可以利用當前管理員高許可權的會話

執行一些普通用戶無法完成的管理功能，比如把某個用戶加到管理員組、利用論

壇的備份功能獲得WebShell 等。 

 

3.4.2攻擊時機 

目前，我們正逐漸感知來自終端業務的融合，應用服務提供者（ASP）與網

路服務提供商（NSP 的融合，以及傳統電信網與 IP 網的融合。融合帶來了新的

商業模式和業務增長點，用戶可以“隨時、隨地”訪問互聯網。WEB應用發展

至今，除了面向公眾提供豐富、開放的服務，也被廣泛用於企業內部，發揮關鍵

的商業職能。新應用帶來了新的安全性漏洞，承載在新興應用和技術的攻擊也不

斷出現。最為關鍵的是，各類攻擊軟體的氾濫降低了技術門檻。如 SQL注入自

動化攻擊引擎實現了 「目標鎖定、發現注點及注入攻擊」全過程自動化，尤其

是自動完成「發現注點」這一關鍵步驟，極大便利攻擊者、為其提升攻擊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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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攻擊動機 

WEB應用攻擊者的動機主要分為三類。一類是為達到炫耀和洩憤的目的，

如對政府和重要組織進行網頁篡改。第二類是受經濟利益驅使。WEB應用的多

元化及經濟價值所在，使得攻擊者的驅動力從單純的愛好轉為經濟利益驅使。往

往攻擊者可以通過對一個合法網站進行入侵，使其成為分發惡意程式碼的平台，

可能危害成千上萬的最終用戶，最終獲取高額的經濟回報。最後一類出於政治目

的。2007年 4月到 5月間，愛沙尼亞的銀行、政府部門網站遭遇長達數周、有

組織的 DDoS 攻擊，該國政府網站被大肆篡改，上面充斥「反愛沙尼亞」口號；

近期美國軍方正籌建網路司令部，應對未來的網路戰，可以看出國家級別的重視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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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興 Web應用防火牆技術 

Web 應用防火牆(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簡稱：WAF)代表了一類新興的資

訊安全技術，用以解決諸如防火牆一類傳統設備束手無策的 Web應用安全問題。

與傳統防火牆不同，WAF工作在應用層，因此對 Web應用防護具有先天的技術

優勢。基於對Web應用業務和邏輯的深刻理解，WAF對來自Web應用程式用戶

端的各類請求進行內容檢測和驗證，確保其安全性與合法性，對非法的請求將予

以即時阻斷，從而對各類網站進行有效防護。 

WAF作為一種在國際安全市場上新起的專用設備，在世界範圍的安全市場

內有明確的功能定義：國際權威機構 NSS 對 WAF有著詳細的測試方案;國際組

織WEB應用安全聯盟(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Consortium，簡稱：WASC)發佈

了WAF產品評估標準，為技術人員進行產品技術選擇時提供參考，以選擇最為

適合自身應用環境的 WAF產品。但國外WAF 的定義在某些方面缺少對中國國

情的特殊性考慮，比如目前國內比較氾濫的 DDoS 攻擊等。 

因此，一個完善的、真正能解決國內 Web 應用安全問題的WAF產品應該具

備以下特點：具備針對各類 Web應用攻擊的檢測和防禦能力，如蠕蟲威脅、駭

客攻擊、SQL注入、跨網站攻擊等，滿足對檢測、防禦能力在廣度和深度上的

要求; 

針對國內極為猖獗的 DDoS 攻擊進行防護，尤其是針對應用層的 DDoS 攻擊

進行細細微性防護，如 CC 攻擊、DDoS 攻擊等；很多Web應用安全問題，究其

根本，還是在於Web 應用程式開發階段留下的安全隱患為攻擊者所利用。除了

對應用流量進行監控以防護 Web應用攻擊，WAF還應具備Web應用漏洞掃描能

力，加強Web應用自身的安全性、具備良好的可靠性，提供硬體 BYPASS 或 HA

等可靠性保障措施，確保 Web應用核心業務的連續性和高可靠性。考慮到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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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的複雜性與業務變更的頻繁，要求 WAF產品具備簡便、靈活的配置與管理

功能，並能提供細細微性的防護策略配置。 

Web 應用安全問題本質上源於軟體品質問題。但 Web應用相較傳統的軟體，

具有其獨特性。Web 應用往往是某個機構所獨有的應用，對其存在的漏洞，已知

的通用漏洞簽名缺乏有效性；需要頻繁地變更以滿足業務目標，從而使得很難維

持有序的開發週期；需要全面考慮用戶端與服務端的複雜交互場景，而往往很多

開發者沒有很好地理解業務流程；人們通常認為 Web開發比較簡單，缺乏經驗

的開發者也可以勝任。 

針對 Web應用安全，理想情況下應該在軟體發展生命週期遵循安全編碼原

則，並在各階段採取相應的安全措施。然而，多數網站的實際情況是：大量早期

開發的Web應用，由於歷史原因，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問題。對於這些已上

線、正提供生產的Web 應用，由於其定制化特點決定了沒有通用補丁可用，而

整改代碼因代價過大變得較難施行或者需要較長的整頓改革週期。 

針對上述現狀，專業的 Web安全防護工具是一種合理的選擇。傳統的安全

設備，如防火牆、IPS，作為整體安全性原則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模組，局限於自

身的產品定位和防護深度，不能有效地提供針對 Web應用攻擊完善的防禦能力。

針對Web應用攻擊，必須採用專門的機制，對其進行有效檢測、防護。 

Web 應用防火牆（以下簡稱 WAF）正是這類專業工具，提供了一種安全營

運維護控制手段：基於對 HTTP/HTTPS 流量的雙向分析，為 Web應用提供即時

的防護。與傳統防火牆/IPS 設備相比較，WAF最顯著的技術差異性體現在： 

(1) 對 HTTP 有本質的理解：能完整地解析 HTTP，包括文部、參數及載荷。

支援各種 HTTP 編碼（如 chunked encoding）；提供嚴格的 HTTP 協議驗

證；提供     HTML限制；支援各類字元集編碼；具備 response 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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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2) 提供應用層規則：Web應用通常是定制化的，傳統的針對已知漏洞的規

則往往不夠有效。WAF 提供專用的應用層規則，且具備檢測變形攻擊的

能力，如  檢測 SSL加密流量中混雜的攻擊。 

(3) 提供正向安全模型（白名單模型）：僅允許已知有效的輸入通過，為 Web

應用提供了一個外部的輸入驗證機制，安全性更為可靠。 

(4) 提供會話防護機制：HTTP 協議最大的弊端在於缺乏一個可靠的會話管

理機制。WAF為此進行有效補充，防護基於會話的攻擊類型，如 cookie

篡改及會話劫持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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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何評估並部署 Web應用防火牆 

Web 應用防火牆(WAF)旨在保護Web應用程式免受常見攻擊(如跨網站攻擊

和 SQL注入攻擊等)的威脅。傳統防火牆主要在於保護網路的周邊部分，而 WAF

則部署在Web用戶端與 Web伺服器之間。專家表示，Web應用防火牆的最大好

處是，幫助分析應用層的流量以發現任何違法安全政策的安全問題。 

雖然某些傳統的防火牆能夠提供某種程度的應用方面的保護，但是從針對性

和範圍來看，都比不上WAF。舉例來說，WAF可以檢測出應用程式是否以其規

定的方式在運行，並且能夠幫助你編寫更具體的安全政策以防止同樣的事情再次

發生。 

WAF與入侵防禦系統(IPS)也存在差異，Gartner的分析師 Greg Young 表示，

這是一種非常不同的技術，它不是基於簽名，而是從行為來分析，它能夠幫助減

少你自己無意中可能製造的漏洞問題。 

目前使用 WAF的主要驅動力來自於支付卡行業資料安全標準(PCI DSS)，該

標準主要通過兩個辦法來審查是否合規：WAF和代碼審查。另外一個驅動力就

是，大家越來越多的意識到攻擊已經開始由網路轉移到應用程式。WhiteHat 

Security在 2006月到 2008 年 12月間對 877 個網站進行了評估，結果發現 82%

至少存在某種重要的緊急的系統嚴重性。 

 

5.1 Web應用防火牆(WAF)的主要特性 

Web 應用防火牆市場仍然還不是很明確，有很多相似的產品被歸類到 WAF

範圍內。專家指出，很多產品能夠提供遠遠高於防火牆的功能，這使產品很難進

行評估和比較；此外，新的供應商也開始不斷湧入市場，主要通過將已有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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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F產品整合為綜合產品。 

那麼 Web應用防火牆應該覺有哪些特性？IT 專家網總結發現，以下這些特

性是WAF應該具備的： 

(1) 對 HTTP 有非常深入的理解，WAF必須能夠深入分析和解析 HTTP 的有

效性。 

(2) 提供正面的安全模型。積極的安全模型可以只允許已知流量通過，有時

也被稱為「白名單」，這就給應用程式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外部驗證盾牌

保護。 

(3) 應用層規則。由於高昂的維護成本，積極的安全模式應該還要配合基於

簽名的系統來運作。但是由於 web應用程式都是自訂編碼的，傳統的針

對已知漏洞的簽名都沒有效。WAF規則應該是通用的並且能夠檢測攻擊

的任何變種，如 SQL注入攻擊。 

(4) 基於會話的保護：HTTP 存在的最大缺點在於缺乏內置的可靠會話機

制，WAF必須補充應用程式會話管理的功能並保護它免受基於會話和超

時攻擊。 

(5) 允許細細微性政策管理。應該對很少部分的應用程式執行例外處理，否

則，可能造成安全性漏洞。 

 

5.2 Web應用防火牆選擇標準  

開放式 Web應用程式安全專案(OWASP)是一個側重于促進應用軟體安全發

展的開放式非營利性組織，OWASP建議在選擇Web應用防火牆時應該參照標準： 

(1) 很少出現誤報(例如，不應該拒絕授權請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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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默認防禦的強度 

(3) 容易操作模式 

(4) 可以預防的漏洞類型 

(5) 能夠限制個人使用者只能在當前對話中所看到的內容 

(6) 配置預防特定問題的能力，如緊急補丁等 

(7) WAF提供形式：軟體與硬體(一般偏好硬體) 

 

5.3 Web應用防火牆主要需要考慮的問題 

WAF能夠即時保護應用程式，而不是修復漏洞，這在過去一直受到大家的

批評。有些供應商甚至避免使用「WAF」字眼，而是採用「應用層意識」或者「應

用層智慧」來形容他們的產品。然而，現在越來越普遍的共識是，只有通過正確

的部署，WAF才可以作為多層安全模型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因為WAF可以在修

復應用程式漏洞的時候提供保護。 

另一方面，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 Gartner建議客戶考慮採用消除應用程式漏

洞的技術，在花錢購買設備之前，應該考慮一下，能否通過更強大的系統開發生

命週期來消除漏洞，或者通過使用其他工具，如原始程式碼掃描器。 

 

5.4 硬體設備與軟體比較 

Jarden Consumer Solutions 公司的全球網路服務和運作 IT主管 Jack Nelson

表示，他們選擇硬體安全閘道（集成 Web應用安全技術）的主要原因在於，能

夠有效的對這兩者進行配置。Jarden 公司有個沒有配備 IT人員的遠端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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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Nelson 使用基於軟體的版本解決方案，這樣辦公室管理人員就可以在現有

WAF失效的時候輕鬆將任何電腦配置為 WAF。這比購買第二個防火牆更靈活，

這樣比快速反應維護費要便宜，這種介面非常簡單並且不需要防火牆專家來配

置，另外授權是基於金鑰的，這樣比較適用於遠端。 

專家表示，首先就想清楚部署內置 WAF還是外帶的WAF是至關重要的，

並不是所有WAF都支援這兩種模式，很少看到包含不同部署模式的產品。 

 

5.5 關於 WAF的注意事項  

清楚理解獨立產品和整合式產品的區別。我們有必要區分這兩種供應商：將

WAF功能集成到現有應用交付和網路安全產品中的供應商以及那些專門生產應

用程式安全產品的供應商。選擇哪種供應商主要取決於很多因素，包括系統中已

經安裝了哪些程式，企業需要的安全級別，企業是需要專門的產品還是擁有廣泛

功能的產品。 

根據安全專家表示，側重應用交付的產品對於應用安全而言是遠遠不夠的，

因為並不包括計算密集型功能，例如瞭解引擎和會話意識等。瞭解引擎可以使

WAF瞭解應用程式的行為並生成相關的建議政策。會話認知可以讓 WAF建立即

時的動態的、基於會話的規則，並使用這些規則來確定隨後的請求是否有效。 

看看傳統 WAF功能之外的增強功能。雖然傳統的 WAF客戶都是安全團隊，

不過現在很多WAF產品開始吸引廣大普通客戶的關注，主要是現在的 WAF的

分析功能、單點登陸支援和與 Web服務安全的集成。從性能監測角度來考慮

WAF。應用檢測是 WAF的非傳統用法，由於 WAF能夠檢測性能問題以及檢測

應用程式是否因為無效連結而造成的錯誤頁面等問題，這使這個功能越來越受到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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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可以使用黑名單規則來保證基本的安全，但是還是需要為最簡單的 web

應用程式投入持續的時間和勞動力，即使有規則範本和學習引擎，還是需要經常

對系統進行細節調整和自訂化以提高有效性和降低報錯。考慮學習引擎功能。有

了學習引擎，WAF就可以學習瞭解應用程式列為，這樣就能創建甚至執行規則。

在非常動態的環境中，最好讓 WAF對不正確的行為進行提醒而不是阻止。 

開放式 Web應用程式安全專案(OWASP)是一個側重於促進應用軟體安全發

展的開放式非營利性組織，OWASP 建議在選擇 Web應用防火牆時應該參照一下

標準： 

(1) 很少出現誤報(例如:不應該拒絕授權請求) 

(2) 默認防禦的強度 

(3) 容易操作模式 

(4) 可以預防的漏洞類型 

(5) 能夠限制個人使用者只能在當前對話中所看到的內容 

(6) 配置預防特定問題的能力，如緊急補丁等 

(7) WAF提供形式：軟體與硬體(一般偏好硬體) 

(8) Web應用防火牆主要需要考慮的問題 

(9) WAF與原始程式碼掃描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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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隨著 Web應用的豐富，各類攻擊工具不斷的普遍和強大，互聯網上的安全

隱患越來越多。隨著客戶核心業務系統對網路依賴程度的增加，Web 應用攻擊事

件數量將會持續增長，損失嚴重程度也會劇增。因此，政府、企業等各組織都必

須有所對策以保護其投資、利潤和核心業務。 

為了彌補目前安全設備，如防火牆/ IPS 對Web應用攻擊防護能力的不足，

我們需要一種新的安全工具用於保護重要資訊系統不受 Web應用攻擊的影響。

這種工具不僅僅能夠檢測目前複雜的 Web應用攻擊，而且必須在不影響正常業

務流量的前提下對攻擊流量進行即時阻斷。這類工具相對於目前常見的安全產

品，必須具備更細微性的攻擊檢測和分析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