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器人防火墙瑞数动态Web应用防火墙（灵动）

Gartner 报告指出，在保护企业 web 应用最有效的技术中，WAF 高居
首位（73%），成为可显著降低 web 应用漏洞风险、满足安全合规和等
级保护要求的重要手段。

攻击者最常用的手段是利用 web 应用程序漏洞展开攻击，例如 SQL 注
入和跨站脚本 XSS 攻击。然而，伴随 web 威胁的不断演变，web 攻击
呈现出两类新的趋势，影响着越来越多企业 web 应用的可用性和安全性，
成为挑战 WAF 的更大安全威胁。

利用 web 开源组件漏洞或零日漏洞攻击，如：Struts2 远程命令注入，
影响企业 web 应用的范围极其广泛。

大量非漏洞利用的机器人攻击（bot attack），可轻松绕过采用传统验
证码的人机识别技术及 WAF 的限频率手段，造成应用层 DDoS 攻击。

以创新的“动态安全”技术为核心，结合智能规则匹配及行为分析技术，形成“动态安全”+ “智能威胁检测”双引擎协同工作机制，
提供高效全面的 web 应用防护能力，为企业 web 应用安全保驾护航；每个引擎可以独立开启工作，实现纵深防御！ 

Web威胁面临的严峻挑战

瑞数动态Web应用防火墙（灵动River Safeplus）

核心优势

双引擎机制，提供不止于 WAF 的防御功能；

“ 动态安全”引擎无需规则，高效识别 Bots；

“ 智能威胁检测”引擎内建智能模型，轻松维护；

客户端“唯一标识”和全访问记录，识别隐蔽性和

假冒客户端的攻击，精准追踪溯源；

无规则防 0-Day，防御更主动；

攻击止于漏洞探测，对抗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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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动态安全技术，为网站安全提供主动式安全防护。

动态安全引擎会对当前页面内的合法请求地址授予一定时间内有效的动态令牌，阻拦没有令牌的非法请求；并且通过在页面中
随机自动插入动态验证脚本，实现对访问客户端的人机识别，从而识别脚本、程序等自动化攻击行为，同时保障应用逻辑的正
确运行。

双引擎技术

动态安全引擎

综合利用智能规则匹配及行为分析的智能威胁检测引擎，持续监控并分析流量行为，有效检测威胁攻击。 

智能威胁检测引擎在用户与应用程序交互的过程中收集数据， 并利用统计模型来确定 HTTP 请求的异常。一旦确定异常情况，
智能引擎就会使用机器学习获得的多种威胁模型来确定异常攻击。

智能威胁检测引擎

                漏洞隐藏防扫描
                 使漏洞扫描或漏洞利用工具无法发起有效自动化扫描
探测，无法发现可利用的漏洞及网页目录结构。在网站未打补
丁或补丁空窗期，为网站提供有效安全防护。

                应用层 DoS/DDoS 攻击防御
                通过独有双引擎技术，防御攻击者针对资源消耗高的
业务批量发起 CC 攻击。

                覆盖 OWASP Top10 Web 安全威胁防御
                覆盖 OWASP Top10 的攻击防御，包括：SQL 或
远程命令注入、跨站脚本、XML 外部实体、不安全的反序
列化、使用含有漏洞的组件、webshell 木马上传等。

主要功能

功能 传统WAF 瑞数动态WAF

漏洞隐藏
防扫描

无需规则
防 web 0-day

防应用 DDoS

OWASP Top10

只能阻拦扫描工具中的匹配规则的
攻击代码，可隐藏漏洞。

零日漏洞爆发后，只有通过规则的
更新才可以阻拦零日攻击。

只能通过信誉库、黑名单、限频规
则设定等防御。

通过配置 WAF 的策略规则进行识
别和阻拦。

阻拦扫描工具和程序的执行，从而阻拦各类攻击代码，
无规则防护；
隐藏漏洞的同时，也隐藏了网页目录结构。

无需规则，即可阻拦零日漏洞探测行为。

无需各类规则库的及时更新和调优，快速识别出工具行
为进行拦截。

智能威胁检测引擎，轻量的策略规则，保证威胁识别的
同时，简化规则配置。

精准追踪溯源 通常只记录发现的异常访问日志以
及设备指纹，进行攻击定位和溯源。

全访问记录和不依赖于设备指纹的唯一客户端标识，可
发现伪造客户端和隐蔽性攻击。

                精准追踪溯源
                为每个访问被保护网站的客户端生成不依赖于设
备特征的“唯一标识”，防止攻击者通过伪造客户端环境、
伪造令牌的方式绕过追踪，从而实现精准攻击定位，结合
不同于传统 WAF 的全访问记录，可以发现更隐蔽的攻击，
精准追踪溯源。

DDoS

                无需规则防 0-Day
                采用动态安全引擎的主动式防护技术，可以在无
规则升级的情况下对 web 0-Day 探测进行有效阻断，防范
于攻击之前。

0Day



多种部署方案

物理特性

透明串联

反向代理

Internet Web Server瑞数 River Safeplus

Internet Web Server瑞数 River Safeplus

系统特征

产品形态

高可用性

支持的服务器

支持的浏览器标准

支持的协议

硬件一体机，软件虚拟化部署

支持硬件Bypass网卡

支持所有常见HTTP Web服务器，包括Windows IIS, Tomcat, WebSphere, WebLogic, Nginx，

JBoss

• 兼容ECMAScript 3标准的浏览器

• 兼容Jscript 6及以上标准的IE浏览器

•支持HTTP 0.9/1.0/1.1协议检查与防护
•支持HTTPS SSL 3.0/TLS 1.0/TLS 1.1/TLS 1.2加解密
•支持基于HTML 4/HTML 4.01的网页应用
•支持基于HTML 5的网页及移动浏览器应用
•支持JavaScript引擎，兼容ECMAScript 5/ ECMAScript 6的浏览器

机型 SP-1100-LM

1G Bypass 电口
和1G电口

1G Bypass 电口
和1G电口

1G Bypass 电口
和1G电口

网卡

网络吞吐量

TCP并
发会话数

TPS
处理性能

尺寸
430×450×

44.4mm (W*D*H)

250W 单电源

1.6Gbps (双向)

400Mbps

> 50万

> 12000请求/秒

> 8000连接/秒

SP-1100-MM

430×450×
44.4mm (W*D*H)

250W 单电源

）向双（spbG2

1Gbps

> 100万

>  20000请求/秒

> 12000连接/秒

SP-2100

660×430×
44mm (W*D*H)

300W 单电源

）向双（spbG2

1.6Gbps

> 270万

> 24000请求/秒

> 15000连接/秒

SP-2200

10G 光电口或
10G光口或
1G Bypass光电口或
10G Bypass光口

660×430×
88mm (W*D*H)

550W 1+1     冗余电源

> 8Gbps (NIC 10Gbps，双向)

4.8Gbps
（NIC 10Gbps)

> 380万 (NIC 10Gbps)

> 65000请求/秒
 (NIC 10Gbps)

> 50000连接/秒 
(NIC 10Gbps)

电源

应用层
吞吐量

HTTP新建
连接数

路由器

路由器



关于瑞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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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数信息 ( River Security ) 成立于 2012 年，是国内首个推出动态安
全技术，全程动态保护企业网站应用及业务安全的供应商。瑞数动态
安全技术，完全颠覆了传统安全基于攻击特征与行为规则的被动式防
御技术，防护范围不只是增加目标系统的不可预测性，更能根据威胁
态势对各类网站应用及业务交易的全过程进行动态感知、分析与预测，
即时追溯与阻断恶意攻击来源，打击伪装正常交易的业务作弊、利用
合法账号窃取敏感数据及假冒合法终端应用的各类网络欺诈与攻击行
为，高效保护在线交易与企业网站的安全。

       服务热线：400-611-8558

       售后服务邮箱：service@riversecurity.com

上海（总部）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富民路 291 号悟锦世纪大楼 808 室，200031

成都研发中心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四街长虹科技大厦 A 座 12 层，610041

北京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38 号现代汽车大厦 808 室，100027

广州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强路 3-2 号富力盈力大厦 1509 室，440100      

深圳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田厦国际中心 B 座 1319 室，518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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