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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OPSWAT



成立

全球辦公室

員工總數

技術支援

研發人數

認證專業人員

經銷夥伴

大型客戶

技術夥伴

專利

2002

10

450+

24/7

200+

2,000+

50+

1,000+

70+

10+

OPSWAT 簡介

• Sales + Marketing• Sales + R&D + Support
#1 CDR according to US government agency report



受到全球1500多家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的信赖

政府

國防

金融

資訊業

製造業

能源關鍵基礎設施

醫療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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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WAT获得Brighton Park Capital的1.25亿美元投资

蓄势待发



OPSWAT收購Bayshore Networks



OPSWAT-模块化设计快速满足全方面安全需求

• OPSWAT是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关键基础
设施保护（CIP）网络安全解决方案提供商。

• OPSWAT提供了全面且可扩展的网络安全
解决方案，以防御恶意软件和零时差攻击。

• OPSWAT公司的模块化产品套件可解决七
个关键的网络安全用例，包括

1. 跨域解决方案，

2. 文件上传安全性，

3. 恶意软件分析，

4. 电子邮件安全性，

5. 存储安全性，

6. 安全访问和

7. 开发人员工具

跨域解决
方案，

文件上传
安全性，

恶意软件
分析，

电子邮件
安全性，

存储安全
性，

安全访问

开发人员
工具。



OPSWAT OESISOK certification program



OPSWAT提供世界顶尖终端安全应用程序的可靠性认证



零信任安全的领航者



零信任安全，全世界都在关注

零信任安全，不只国内热烈推动，由于美国关键基础设施遭遇了前所未有
的网络攻击，导致 Colonial Pipeline 输油管道中断，而余波未平的
SolarWinds、Exchange Server 网络攻击也都被看作是美国政府遭遇的最严
重的网络攻击，因此连美国总统拜登都发总统令强调了联邦政府网络安全
现代化的关键举措和最佳安全实践：

• 迈向零信任架构，（政府部门）向云技术的迁移应在可行的情况下采
用零信任架构。CISA 应对其当前的网络安全计划，服务和功能进行现
代化升级，使其能够在具有零信任架构的云计算环境中完全发挥作用；

• 云服务中静态和传输中的多因素身份验证和数据加密；

• 加快向安全云服务的转移，这些云服务包括软件即服务（SaaS）、基
础架构即服务（IaaS）和平台即服务（PaaS）；

• 集中和简化对网络安全数据的访问，以加强分析、识别和管理网络安
全风险的能力；

• 在技术和人员进行投资以实现上述现代化目标。



什么是“零信任”

“零信任”作为一种全新的安全理念，其核心思想是在默认情况下不应该信任网络内部和外部的
任何人、设备、系统，需要基于认证和授权重构访问控制的信任基础。诸如IP地址、主机、地
理位置、所处网络等均不能作为可信的凭证。零信任对访问控制进行了范式上的颠覆，引导安
全体系架构从“网络中心化”走向“身份中心化”，其本质诉求是以身份为中心进行访问控制，核
心思想是“从来不信任，始终在验证”。



零信任架构

零信任架构是具备以身份为基石、业务安全访问、持续信任评估和动态访问控制等关键能力的新型网络安全体系，基
于业务场景的人、流程、环境、访问上下文等多维的因素，对信任进行持续评估，并通过信任等级对权限进行动态调
整，形成具备较强风险应对能力的动态自适应的安全闭环体系。

零信任架构核心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

• 以身份为中心

– 不再基于网络位置作为网络安全访问授权的依据，而是默认在任何网络环境中以身份信息作为鉴权依据，经过“预
验证”“预授权” 才能获得访问系统的单次通道。

• 最小权限原则

– 最小权限原则是构建零信任架构所不可或缺的安全策略之一，每次仅赋予用户所能完成工作的最小访问权限。

• 持续信任评估

– 在零信任模型中，无论用户处在组织内部或外部，都需要持续的信任等级评估，如根据用户所处的网络环境、工
具等属性，结合上下文， 动态扩展对网络功能的最小访问权限。

• 业务安全访问

– 在零信任模型中，所有业务系统都隐藏在安全网关后面，安全网关支持SPA（单包授权）功能，默认丢弃所有未
验证及未授权的用户发来的访问请求，并且所有建立的访问通道都是单次建立的，数据受到加密保护及强制访问
控制。



什么是“零信任”
持续验证，永不信任

零信任不是：

• 零信任≠不信任

• 零信任不是一种独特的技术

• 零信任不是一个特定的产品或项目

零信任是：

• 是一种安全理念

• 是一套实现信息安全的指导原则

• 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演进过程

零信任的基本原则：

• 确保所有的数据资源都被安全的访问

• 采用最小权限策略并执行严格的访问控制

• 确保访问实体(身份、设备)及环境(设备状态、链路)的可靠性与
安全性

• 对用户的访问行为及环境进行持续的监控与分析

• 采用自动化和开放API实现系统之间的联动与快速响应



零信任
深度档案清洗与准入解决方案领导品牌

• 无害化 (100% 无毒)

• 30+ 防毒 99%侦测率

• 防勒索 0-Day 最佳方案

MetaDefender
Deep CDR 档案清洗

• 装置合规与准入

• 下一代VPN

• 居家办公解决/升级方案

MetaAccess
SDP 软件定义边界



强化企业安全防御的关键核心能力

DATA SANITIZATION (CDR)
MULTI-SCANNING
VULNERABILITY ENGINE



Signature and heuristic scanning 

with  30+ embedded anti-malware 

engines

Removal of potentially harmful macros 

and  scripts with 100+ data sanitization

engines

The Vulnerability Engine supports over 

1,000,000  binaries and 15,000+ applications 

with support for  version checks and reported 

known  vulnerabilities

and many
more….

MULTI-SCANNING
多引擎扫毒

DATA SANITIZATION (CDR)
档案清洗与重组(档案无害化)

VULNERABILITY ENGINE
漏洞引擎

Metadefender核心价值
3项独特的技术

兼顾特征比对与启发式分析扫描
支援 30+ 个分析引擎

具备100+档案清洗引擎，可将各种常用
资料档案中具有潜在风险的Script与
Macro巨集予以消除

各种应用程式已知弱点的识别引擎
与情资整合，可进行版本检查



强化企业安全防御的关键核心能力

DATA SANITIZATION (CDR)



What is Data Sanitization (CDR)? 什么是内容净化
位于Wikipedia 维基百科上的定义说明

▪ Removes malicious code from productivity files

(从资料档案中将可能恶意指令都清除掉)

EX:Macros、 Hyperlinks、 Embedded malicious code (HTML, 
PHP, JAVA, script exploit codes etc…等)

▪ It’s not malware analysis

(它不是恶意软体的分析)

Does not determine or detect malware‘s functionality  
(不会去判别其恶意软体的可能功能)

▪ Removes all file components that are not approved within 
the  system‘s definitions and policies.  (依政策定义移除所有档
案中未经许可的元件/元素)

EX:XML injection 、 embedded binary files 、OLE Objects …等)



什么是数据净化?
What is Data Sanitization?

资料净化可比喻为…



Deep CDR
OVERVIEW

深度档案／流量清洗技术领导品牌

辨示档案类型，分析组成元件

IDENTIFY & SCAN

移除所有非必要元件

SANITIZE (DEEP CDR)

重组成干净可用的档案
100%无毒

USE



Deep CDR
OUR APPROACH TO CYBER DEFENSE 

▪ 预先假设所有档案都有毒！

▪ 不依赖扫毒，没有更新病毒码的问题

▪ 0-Day攻击无效化

▪ 深层扫描移除所有可能被执行的资料片断

▪ 重组回可以用的档案，并且不改变原来内容

▪ 可将档案再转成PDF/JPG，完全无执行可能

深度档案／流量清洗技术领导品牌

D    D 



Deep CDR 图片也会清洗
HOW IT WORKS

▪ 两张图片以使用者角度看来一样，其实大不相同

▪ 这项恶意程式被称为「Stegosploit」，利用修改图片
的代码，并且加入 Javascript 脚本，再透过 HTML5 
的元素「Canvas」，来开启图像显示，进而使隐藏的
恶意程式开始运作！

清洗前

清洗后



支援最多的档案类型
HOW IT WORKS

▪ 内建支援100+档案类型，持续增加中

▪ 支援200+ 种档案清洗选项

▪ 支援特定地区的特殊档案格式，如JTD and HWP

▪ 根据档案类型的不同支援50+微调选项

https://www.opswat.com/technologies/data-sanitization



• 使用“文件类型转换”功能将文件展平为
较少的复杂格式。MetaDefender公司
允许管理员指定将某些文件类型转换为
其他文件类型（例如，将Microsoft 
Word文档转换为PDF）。通过将此步骤
添加到数据处理工作流中，可以消除将
恶意对象嵌入到office文档或图像文件
中的零日攻击，即使它们能够逃避防病
毒引擎的检测。

文件类型转换



Dear
Customer,

We are sending you this e-mail to let you know that we
have noticed a discrepancy in our billing and you are due 
a partial  refund for your recent order. Please download 
the adjusted sales receipt below.

https://www.amazon.com/documents/Receipts73637.pdf

Sincerely,
The Amazon Account
Team

===============
=====

John Smith
Senior Accounting
Manager

E jsmith@amazon.com

Dear
Customer,

We are sending you this e-mail to let you know that we

have  noticed a discrepancy in our billing and you are 

due a partial  refund for your recent order. Please 

download the adjusted  sales receipt below.

https://www.amazon.com/documents/Receipts73637.pdf

Sincerely,
The Amazon Account
Team

===============
=====

John Smith
Senior Accounting
Manager

E jsmith@amazon.com

The Metadefender CDR Engine
Next Generation Data Sanitization：次世代档案清洗，用以清除Email 可能威胁

档案清洗范例之一
邮件本文中的超连结

可转换为文字，
让使用者复制贴上

真正的文字，避免误点
恶意连结

https://www.wannacry.com/taskkill.com
mailto:taskkill@wannacry.com


强化企业安全防御的关键核心能力

MULTI-SCANNING



99.75

98.85

97.45

92.74

86.75

80% 82% 84% 86% 88% 90% 92% 94% 96% 98% 100%

Core 20+… 99.87

Core 20

Core 16

Core 12

Core 8

Core 4

Detection of top 10,000 threats

Metadefender Core多引擎平行侦测的侦测率
Multi-scanning: 透过多个防毒引擎的平行侦测，来提高恶意软体的侦测率

用 12 个防毒核心
针对 10000 个最新恶意样本
可达到 97.45% 侦测率



Outbreak Detection (In Days)

10
minutes

Outbreaks detected within 1 day by  
Metadefender with above 16
engines

Threats detected in 10 minutes by
Metadefender with above 20 engines

Metadefender Core多引擎平行侦测的侦测时间
Multi-scanning：拿最近50 个爆发的样本，其平均侦测时间

用16个核心的防毒引擎，可以将防疫
空窗期，缩短到一天以内

用20个核心的防毒引擎，可以将防疫
空窗期，缩短到10分钟以内



安天
百锐
费尔
火绒
江民

The Metadefender Difference
Multi-scanning: 超过30 种扫描引擎，进行多种套装组合，弹性应用



强化企业安全防御的关键核心能力

Vulnerability Engine



软件漏洞的大幅增长
为什么选择基于File-Based的漏洞评估

▪ 随着软件变得越来越复杂，应用程序漏洞的数量也在增加。每年，已知漏洞的数量都会创下
新的纪录，不仅包括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漏洞，还包括二进制组件、物联网固件和其他基于
文件的漏洞。

122,774
2019年报告的漏洞总数

13.62%
其中基于file-based的漏洞比例



OPSWAT漏洞评分

基于文件的漏洞检测：
美国专利9749349 B1。

CVSS v3 Score

CVE Popularity

CVE Lifecycle

Compromised Risk 
Level

OPSWAT 
Severity 
Score

基于文件的漏洞评估



在部署之前对其进行漏洞风险评估
基于文件的漏洞评估

OPSWAT的计算机安全专利 基于文
件的漏洞评估（U.S.9749349 B1）
技术通过与易受攻击组件或特定应
用程序版本相关的二进制文件来评
估和识别漏洞。它使IT理员能够

• 安装前检查某些类型的软件是
否存在已知漏洞

• 在设备处于静止状态时扫描系
统中的已知漏洞

• 快速检查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
及其加载的库是否存在漏洞



基于File-Based的漏洞评估
在安装有漏洞的应用程序之前发现它们

▪ 基于文件的漏洞评估技术，能在安装应用程序和基于文件的漏洞之前检测它们。我们使用专
利技术将漏洞与软件组件、产品安装程序、固件包和许多其他类型的二进制文件关联起来。

• OPSWAT专利技术 (U.S. 9749349 B1)

• 从全世界数十亿台装置上取得的资料
做成资料库

• 资料库涵盖15,000 applications / 
versions

• 安装之前就知道不能装 vs 装完才知
道有弱点



• Detecting Vulnerable Installers检测易受攻击的安装程序

• 数百万用户面临利用漏洞。

• 检测并防止安装程序进入您的网络并利被用于传播漏洞，是顶级网络安全最佳实践之一。

• Over a Billion Data Points超过十亿个数据点

• 传统的漏洞扫描技术很难检测到与特定二进制组件相关的漏洞。

• 我们的创新技术已经收集和分析了超过10亿个（并且还在增长）易受攻击的软件，来自于自然
场景中设备的各个数据点，并使用这些数据作为评估基于软件组件的脆弱性的基础。

• IoT Software and Firmware Vulnerabilities物联网软件和固件漏洞

• 物联网软件和固件漏洞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 物联网设备通常是针对特定功能设计的，缺乏安全防范措施。

• 鉴于物联网设备的快速增长，防止易受攻击的固件部署在物联网设备上是一项关键的安全措施。

• 我们的漏洞扫描技术能够在安装和部署之前检测软件漏洞。

基于应用程序和档案的漏洞评估



解决方案



6

多核心
防毒引擎

软体漏洞
侦测引擎

压缩封装档
拆解引擎

内容净化
引擎

各种应用

安全能力的拓展应用



APIs 可用于 Metadefender on-premises and endpoint

• 采用 REST APIs 的传输标准

• 快速与简易使用

• 完整的文件，并提供
sample code (示范语法)

• 快速处理效能

“Integrating Metadefender with our product RSA Netwitness was refreshingly 
easy. Metadefender's APIs are well-documented and straightforward to 
implement, making our integration effortless and seamless.”

Loana Sundius, Senior Product Manager, RSA

例如政府网站服务，允许让民众上传
档案，但又担心上传的文件、档案具
有恶意程式，进而入侵内部网路。因
此可以于上传系统上，透过呼叫 API 
进行 Metadefender 扫描。

Metadefender APIs
提供 API 让您可以与您的应用系统进行整合



Metadefender Kiosk
内外网隔离的环境之档案安全交换机制

SECURE DATA WORKFLOW FOR HIGH-SECURITY NETWORKS

高度重视安全的网路中，针对可携式储存媒体的携入进行检测

• 可用多达 30 防毒引擎来进行检测

• 利用资料清洗技术，可移除内嵌于档案中的可能威胁

• 弹性套用 user-based 的文件与媒体档案处理政策

• 将处理完毕的档案，存入新的内网用储存媒体

• 亦支援透过 secure file transfer 协定，将档案传到指定存储空间

应用于储存载体安全检查



MetaDefender™ USB Firewall
为保护和控制关键基础设施中的移动存储装置(USB)使用，提供了另一种便利的选择

SECURE DATA WORKFLOW FOR HIGH-SECURITY NETWORKS

特色

• 自动阻止未处理或有危害的文件

• 开机扇区保护

• 使用Meta Defender Kiosk检查清单来审核文档

• 无需安装软件

• 便携式媒体安全有助于遵守政策、法规和标准

• NERC CIP, ISA 62443, NIST 800-53, NIST 800-
82, ISO 27001

应用于储存载体安全检查



MetaDefender™ USB Firewall应用场景与规格

技术规格

• USB媒体支持类型

• USB Type A

• USB 2.0 High speed

最小系统需求

• Windows, Linux, Mac

• USB Type-A USB 1.0 或以上

支持档案格式

• FAT, NTFS, Ext; VHD & 
VMDK



OPSWAT Client
OPSWAT客户端和媒体验证代理程式

▪ OPSWAT客户端扫描所有端点和
插入的USB驱动器中的恶意软件

▪ 媒体验证代理是一个轻量级的非
托管代理，用于强制执行Kiosk扫
描结果，站点许可证可用。

▪ 只有受信任的媒体或终端能存在
于您的环境

应用于终端安全与威胁侦测



OPSWAT Client
针对端点的高级威胁预防

▪ OPSWAT客户端保护关键网络内的端点不受危险的移动存储装置媒体的影响。可以使用业界
领先的威胁防范技术（如多引擎扫描和深层内容解除防护和重建（CDR））对文件进行扫描
和净化。移动存储装置媒体的使用可以根据组织的安全性和法规遵从性要求，进行管理和审
计。

▪Advanced Threat Prevention高级威胁预防

▪ 清理可移动媒体上的危险内容（支持100多种常见文件类型），并安全地重建每个文件，确保在传输到关键网络之前完全可用。

▪Enhanced Threat Detection增强的威胁检测

▪ 使用签名、启发式和机器学习技术，使用30多个反恶意软件引擎扫描可移动媒体上的未知内容，并将已知和未知威胁的检测
率提高到接近100%。

▪Enforce Safe Media Usage强制安全使用媒体

▪ MetaDefender Kiosk可以通过使用我们的威胁防范技术检查媒体上的所有内容来对可移动媒体进行数字认证。只有在
MetaDefender Kiosk将介质认证为无威胁的情况下，OPSWAT客户端才能在安全环境中阻止所有介质的使用。

▪File-based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基于文件的漏洞评估

▪ 检测15000多个软件应用程序中的已知漏洞，在易受攻击的应用程序或物联网安装程序进入与安装安全环境之前，将零日暴露
的风险降至最低。



MetaDefender Vault

▪ 对恶意软件的爆发持续扫描检测

▪ 通过控制规则和监督审批工作流，提供控制
和可见性

▪ 与Kiosk检查站无缝集成

▪ 可选择性建构Vault to Vault在网络之间进行
安全文件传输。

▪ 只有受信任的文件才能进入或离开您的环境

提供存储空间所需的安全性

应用于文檔分享交換平台



MetaDefender Vault
主要特色

▪ 透过持续扫毒和可自选的特定时段隔离来防止病毒爆发

▪ 主管审核和安全的资料处理流程

▪ 所有储存档案均以进阶加密标准(AES)进行加密

▪ 直接与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整合，以便于用户采用

▪ 储存和搜索行为都会有Log记录，能完全审计

▪ 整合 MetaDefender Kiosk 支援移动存储设备扫毒；整合 MetaDefender 电子邮件防护，以进
行附件档案清洗

▪ 终端用户可透过网路浏览器存取Vault，无需在本地端安装软件



MetaDefender Vault

1. 导向MetaDefender Vault
的网络入口页面并上传档
案，然后透过内部网络安
全地存取档案。

2. 将MetaDefender Vault作
为安全中心，以便在低安
全性和高安全性系统之间
传输档案。

3. 将移动存储设备插入
MetaDefender Kiosk，并
透过MetaDefender Vault
存取档案；也可逆向操作
以输出档案。

透过弹性的部署选项来保护资料传输



理想的跨域安全管理workflow
与OPSWAT产品的集成使MetaDefender Kiosk易于适应您的安全网络需求



应用于邮件安全过滤

Metadefender Email Security

遏止 Spear Phishing 以及 Targeted Attacks 先进目标攻击

▪ 阻挡更多的鱼叉式钓鱼(APT) 攻击，包含透过夹带恶意档案、文件型

态的目标式攻击

▪ 使用多个恶意程式扫描引擎平行运作，来增加侦测率

▪ 利用资料清洗引擎 (data sanitization) 来清除各种可能偷渡进来的威胁

▪ 增加纵深防御，减少威胁偷渡与进入的机会



应用于上网Proxy整合过滤

Metadefender ICAP Server
确保下载的档案与物件是没有威胁的

▪ 扫描透过 Proxy Server 上传或下载的所有档案

▪ 使用多个恶意程式扫描引擎平行运作，来增加侦测率

▪ 利用资料清洗引擎 (data sanitization) 来清除各种可能偷渡进来的威胁

▪ 增加纵深防御，减少威胁偷渡与进入的机会

▪ 可检视扫描的历史纪录与细节

▪ 可与 ICAP 协定支援的这种设备进行整合，

如BlueCoat Proxy SG, Squid, F5® BIG-IP®, … 等



MetaAccess端点存取管控

▪ 若员工的笔记本型电脑使用过期或配置错误的防毒软体，
可能让企业网路受到漏洞和恶意软件攻击。具有远程设备
的企业也需要依安全策略合规要求进行管控和可视化。

▪ MetaAccess 能在您使用 Salesforce、Microsoft 365 及
VMWare UAG等云端应用服务前，先确保您的设备符合安
全策略，同时在单一介面中提供企业整体的可见性。

▪ 可见性，管控性，合规性

▪ 自带设备 (BYOD) 的大量使用让企业的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加。
设备密码是否受保护？是否安装防毒软件？档案是否有加密？
设备是否中毒？

▪ MetaAccess中控台提供企业整体的可见性，进而解决设备存
取网络和云端应用服务的管理问题。灵活的管控方式，可对
整个生态系统进行政策修改，以阻挡单一设备。API 则提供设
备对云端应用服务的安全存取管控，并能直接整合到企业既
有的安全解决方案中。

▪ MetaAccess为存取网络和云端应用服务的每台设备提供安全
性、可见性和管控性。

应用于端点合规检查



MetaAccess端点存取管控

▪ 对已安装应用程式、缺少或过期的OS 
patch进行端点漏洞侦测。提供零时差攻
击等威胁检测，并结合30种以上的防毒引
擎和重复感染分析。

▪ 针对5,000个以上应用程式进行合规性检查。

▪ 在CD、USB和行动电话等移动存储装置被
扫描完毕前，会阻挡用户存取。

▪ 身份识别提供者(Identity provider)可与
OKTA、Centrify等SSO服务进行开箱即用
(outof-the-box)整合。

▪ 单一、轻型的Agent可收集所有安全风险、
降低授权成本、简化整合需要并提升效能。

产品特色

应用于連入安全合规检查



MetaDefender Drive
METADEFENDER

▪ MetaDefender Drive 建立一个可移动的安全界限，
让每个地方都能做到安全的隔离。只要插入 USB 
孔，电脑就能透过MetaDefender Drive 内建的作
业系统安全地启动。

▪ 这种隔离方式无须安装软体就可进行分析，并能
扫描整个设备确认是否有恶意软件、漏洞，确保
整体完整性。每个有疑虑的档案都将进行深入鉴
识分析；详实的威胁报告也会指出哪些档案需要
删除、修复。

应用于设备安全检查

可携式USB安全分析器



MetaDefender Drive
产品特点

▪ 多防毒引擎-使用结合了签章、经验法则（heuristics）和机器学习功能的多防毒引擎进行扫描，以主动检测各种已知
和未知威胁。

▪ 弹性的工作流程-针对特定档案路径提供完整系统或客制化扫描。无论目标系统在线或离线，均可进行扫描。

▪ 支持微软BitLocker等加密磁盘-检测加密volume并提示密码输入，以确认加密档案亦被扫描。支持LUKS 加密和
macOS FileVault。

▪ 档案为主的漏洞侦测-结合档案为主的专利技术，检测出现在20,000多个软件应用程序中的已知漏洞。

▪ 支持多种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macOS和Linux. 

▪ 强大的档案系统支持-支持NFTS，FAT32，APFS，或Linux ext2，ext3，ext4. 

▪ 可集中化管理-可选择连接到OPSWAT中央管理平台（Central Management），以在单一平台进行报告产出和系统配
置。

▪ 防破坏-设备固件透过数位签章保护。坚固的机壳可防水、防毁损。

▪ 保有数据隐私-在本地端执行，数据无须送至云端， 可最大程度的保有隐私。



OPSWAT Drive 介面

▪ 导航栏位清晰易于使用

▪ 操作流程完全自主

▪ 报告的集中管理性

▪ 深入调查恶意软件与漏洞

▪ 无须安装



Privacy
USE CASE

GDPR, PCI-DSS

在进入、退出和静止时，敏感数据必须
精确路由和净化。企业需要对个人数据
进行可见性和控制。

需求

▪ 阻止、修订、清理和修正敏感数据

▪ 主动检测

▪ 加密存储

▪ 工作流和访问控制

▪ 行为可见性

敏感数据

应用于敏感数据去识别化与水印



内置主动式DLP 

✓ 遮罩与去识别化

✓ 元数据删除

✓ 水印

E.g:仅精准的去识别化SSN，但同时
检测到所有的信用卡信息

✓ 支持档案类型: 

▪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PDF)

▪ Microsoft Office Word 
(DOC/DOCX)

▪ Microsoft Office Excel (XLS/XLSX)

▪ Images Text-searchable Non-text-searchable



Central Management集中式管控

▪ 从Central Management进行集
中式管控，能全局更新策略、
设置和病毒/恶意软件限制

▪ 近乎实时地监视整个系统的运
行状况

▪ 可将敏感数据丢失风险和暴露
进行量化呈现

▪ 满足法规遵从性要求

▪ 在单点位置管理多个OPSWAT
解决方案

▪ 只有可信的防线才能保护你的
环境

应用于OPSWAT方案集中式管控



核心价值总结



OPSWAT Deep CDR 独家核心技术
CDR领导品牌 支援最多档案类型 内建30+防毒引擎与DLP

OUR SOLUTION

100+可识别档案

强制引导输入密码解压缩

识别与转换

e.g. PPT-->PDF

深度档案清洗

100%病毒无效化

30+扫毒引擎

侦测率99%

弱点资料库比对

专利 U.S. 9749349 B1.

Content Disarm & 
Reconstruction

Allowed

完全可以使用的档案内建DLP

保护隐私个资



就像是安检门，让档案中的坏因子无所遁形



OPSWAT 先进多引擎扫描、档案净化系统

OPSWAT Metadefender 解决方案的特色

OPSWAT Metadefender 方案提供以多防毒引擎平行扫描、档案净化技术为核心，衍伸出邮件

安全、不同安全网路间档案交换安全、上网安全、端点APT检测等应用。是提高纵深防御的

适合方案。

SMTP MTA 过滤整合:
方便应用于邮件过滤闸道，过滤附件/网址

提供 Kiosk 档案交换方案:
方便不同安全网路之间的档案交换

纯软体方案 :
弹性适用于任何网路架构与分散据点

多引擎平行恶意软体扫描:
4/8/12/20 等组合，可多达30+ 引擎

档案净化引擎技术:
减少鱼叉式与目标式钓鱼攻击

提供完整API，方便整合:
基于REST API, 丰富文件与范例



Q&A



Q&A-多核心防毒引擎

Q1:是否可以防护最新的恶意软体?

OPSWAT藉由整合多家防毒引擎，除了可以提高侦测率外，也可以缩短病毒爆发的空窗期，所以可以比其他厂商更
快的防护最新变种的恶意软体

Q2:如何更新?

OPSWAT和各家厂商有合法OEM授权，所以OPSWAT原厂会分别与各家进行优化后，用户再透过OPSWAT下载更新
档，同时也支援断网的情境进行更新

Q3:如何扫描?速度?

OPSWAT采用并行式扫描，而非逐一排队扫描，扫描时间会依照档案大小以及启用的防毒引擎数量而异，详细数据
可以参阅以下连结

https://onlinehelp.opswat.com/corev4/Performance_Report_-_Multi-Scanning_On_Windows.html

Q4:是否会误判?如何处理?

每个厂商的技术不尽相同，而导致特定的扫描结果也会有所差异，因此可以透过设定的方式，指定要同时两个或更
多个防毒引擎都认为档案有威胁时才进行阻挡

https://onlinehelp.opswat.com/corev4/Performance_Report_-_Multi-Scanning_On_Windows.html


Q&A-CDR

Q1:是否可以清除执行档内的恶意程式码?

OPSWAT的CDR技术，是清除文档类型的嵌入式原件(例如:EX:Macros、 Hyperlinks、 Embedded malicious code 
(HTML, PHP, JAVA, script exploit codes etc…等)，而非原码检测且不属下列支援格式内容之档案是无法进行内容净
化

https://onlinehelp.opswat.com/cdr/

Q2:是否会造成档案无法正常使用?

OPSWAT可以释出原始档案供用户进行编辑

Q3:如何扫描?速度?

所有支援的档案格式预设皆会经过CDR进行净化，也可以透过设定径行排除，扫描时间会依照档案大小而异，详
细数据可以参阅以下连结

https://onlinehelp.opswat.com/cdr/2._Data_Sanitization_Performance_%28Throughput%29.html

Q4:是否会误判?如何处理?

CDR的概念是不管档案是否有威胁都会进行清除的动作，所以不会有误判的问题

https://onlinehelp.opswat.com/cdr/
https://onlinehelp.opswat.com/cdr/2._Data_Sanitization_Performance_%28Throughput%29.html


Q&A-KIOSK
Q1:是否可以自订扫描流程或是操作介面?

OPSWAT提供丰富的灵活性，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者类型进行不同的扫描流程

操作介面也可以依据客户需求自行变更内容或相关图示

Q2:是否可以扫描被加密档案?

目前仅支援被密码保护的压缩档，KIOSK会跳出提醒视窗要求用户输入密码

Q3:是否支援加密的USB?

可以，详细列表如下https://onlinehelp.opswat.com/kiosk/What_encrypted_media%27s_are_supported_by_Kiosk_.html

Q4:是否有报表或其他的结果通知方式?

可以整合外部的印表机列印扫描结果，同时也可以用邮件的方式通知管理者

亦支援syslog输出，方便用户后端的资讯整合

Q5:是否可以将有威胁的档案删除?

可以

Q6:支援哪几种档案输出机制?

可以依照需求选择输出方式，分为物理介质及网路传输两类

1. 物理介质:另一支USB

2. 网路传输:网芳或是OPSWAT的档案安全交换平台(VAULT)

https://onlinehelp.opswat.com/kiosk/What_encrypted_media%27s_are_supported_by_Kiosk_.html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