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速創新並保護您的 API
API 是數位化轉型的核心。 API 是一種有效率且對開發人員友好的方式，使軟體和資料資產
具有靈活性、速度和可移植性的互動能力，也因此更多人看見它的價值。因此許多數位化轉
型計劃也加入了 API 的運用，包括：

● 公有雲服務

● 微服務應用程式設計
● Open banking 
● 行動健康照護

● 新的業務和開發者生態系統
● 後勤系統數位化

隨著企業在 API 上開展業務，他們經歷了 API 安全事件的顯著增加。Gartner 指出，到 2022 
年，API 將成為 Web 應用程式的主要攻擊媒介，IBM 指出，三分之二的雲端漏洞與 API 錯誤
設置有關。

Noname Security 即時保護 API 並在存在弱點和設置錯誤被惡意利用之前偵測到它們。
Noname API 安全平台是一種 out of band 解決方案，可與您的 API 閘道器、負載均衡設備和
WAF 整合，以提供更深入的可視化和安全性。.

弱點測試

持續測試 API 以在 API 風險
出現之前辨識出它們。

自動化且動態測試開發並整
合到 CI/CD pipeline中

runtime 保護

使用基於行為的模型來進行
API 威脅檢測的。

自動化和半自動阻擋和修復威
脅。

安全狀態管理

使用資料分類盤點每個 API，
包括舊有 API 和影子 API。

辨識原始碼、網路設定和安全
政策中的錯誤設定和漏洞

Noname API 安全平台

Noname API 安全平台

Noname API 安全平台是唯一能夠主動保護您的環境免
於遭受 API 安全漏洞、錯誤設定、設計缺陷的解決方案，
並透過自動偵測和回應提供 API 攻擊保護。

產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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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Capabilities &Features

一個完整的 API 安全管理解決方案
Noname API 安全平台是一個完整的 API 安全解決方
案，提供 API 安全態勢管理、 runtime 安全和安全
API 開發.

與僅覆蓋 API 生命週期的一部分或部分覆蓋的其他
產品不同，Noname 使客戶能夠保護其所有 API 和
關鍵資產免於遭受網路攻擊，建立有效的 API 安全
計劃，並使他們的安全和開發團隊達到發展目標的技
術支援。由於 Noname 在一個平台上匯集了 API 安
全的所有關鍵功能，因此 Noname 提供比功能分開
的個別系統或單獨解決方案更廣泛、更深入和更智慧
的達到安全目標.

此外，Noname API 安全平台可輕鬆與現有基礎架
構和程式整合，從而提高這些投資的回報.

找到並了解您所有的API
透過與客戶環境中的雲端平台和其他設備的整合，
Noname API 安全平台提供了對傳入和傳出客戶網
路及其內部的 API 流量的可視化。 Noname 引擎
分析流量並找出相對應得所有客戶的 API。

即時流量分析辨識新 API 和現有 API 的變化，並在
客戶的儀表板中記錄和更新資料.

由於平台不依賴 Agent 常駐程式或其他外掛，而
且它與雲端基礎設施整合，無論 API 是否在 API 
閘道器有註冊，它都可以看到每個 API.

內部和外部 API、舊有 API（ API 閘道器部署前就存
在的 API）和影子或惡意 API（未透過閘道器路由導
流的 API）都被找出，為客戶提供了面對 API 攻擊面
的前所未有的高度可視度.

管理 API 安全態勢
Noname API 安全平台提供流量、原始碼和設定
的全面圖像，可用來評估組織的 API 安全狀況.

Noname 智慧地辨識潛在漏洞並確定其優先級別，
可以透過整合到WAF、API 閘道器、SIEM、
ITSM、工作流程工具或其他服務來手動、半自動
或全自動修復這些漏洞。漏洞檢測的範例包括：
檢測敏感資料類型和任何資料外洩以滿足法規要
求，檢測是否啟用了 API 身份驗證和身份驗證類
型，檢測 API 是否可以存取 Internet 等等。

使應用程式團隊能夠在部署至正式
環境前驗證 API 安全性
Noname 也是一個測試平台，這意味著應用程式
團隊可以在任何 API 上建立和執行測試套件。安全
和開發團隊能夠驗證 API 的安全性並掃描測試環境
中的漏洞.
可以執行的測試套件範例包括：JWT 漏洞、身份
驗證、授權、常見漏洞、禁止表頭等。平台可以與
您現有的 CI/CD pipeline 整合，包括 Jenkins 等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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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變更並建立可操作的
報告
Noname 平台可以檢測有意義的修改，例如 API 或
用戶執行身份驗證的方式和其他可能表示異常或漏
洞的操作，以及 API 本身的更改（在標頭和內文
中）。

用戶還可以建立與 API 還有特定資料類型相關的
資料外洩防護 (DLP) 安全政策，然後使用這些安全
政策來保護敏感資料並告警通知 API 相關的問題。

該平台還為每個用戶或每個團隊提供自定義和可設
定的報告，以及該用戶或團隊的關鍵績效指標和相
關資訊。

強大的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
(AI/ML)
Noname 平台利用 Noname 基於 classic 
unsupervised 機器學習的專有人工智慧和機器學
習 (AI/ML) 算法，以及基於長度和密度的異常檢
測來辨識異常行為和漏洞.

為每個 API 建立一個行為模型，並使用 API 的
最新行為持續更新。這些 baseline 使行為模型
具有特定性和高度準確性。用戶仍然可以更改每
個 API 或每個問題的異常檢測的敏感度.

在極少數情況下，異常被確定為誤告警，用戶確
認後可更新模型（ supervised learning ）並減少
相同誤告警再次發生的機會。

辨識異常行為和漏洞
基於 AI/ML 的行為模型使 Noname API 安全平
台能夠高度準確地檢測異常行為，從而減少誤告
警並提高對異常告警的信心。 Noname率先建立
了用於檢測 API 流量異常的新算法，為客戶提供
極接近全面覆蓋的 runtime 保護.

Noname API 安全平台還著眼於最廣泛的資料來
源來檢測漏洞，包括日誌文件、歷史流量的播放、
設定文件等等。該平台檢測OWASP API 
Security Top 10 中的所有漏洞以及更多其他漏洞，
並保護所有 API 免受資料外洩、授權問題、濫用、
誤用和資料毀損。

關於異常的有用資訊
當檢測到異常時，Noname 平台會提供觸發告
警的所有呼叫和回應的完整詳細資訊.

例如，在暴力攻擊中，平台將提供所有無效的登
錄嘗試、所有相關的 403 錯誤以及成功的登錄請
求和回應。此外，事件描述提供了通常用於事件
回應或補救的所有網路流量資訊。這包括所有
API 封包標頭資訊、IP 地址、API 主體（在哪裡
記錄）、所涉及的 EC2 實例等。每個封包都包括
請求和回應，包括主體和標頭以及有關觸發漏洞
的對手的資訊。此資訊對於之後的調查、事件回
應和根本原因分析很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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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等級告警的補救指導
Noname 平台提供每個問題的詳細描述及其安全
影響以及有關修復和重現問題的全面指導.

指導基於最佳作法和行業標準，例如OWASP 推
薦的標準，以及 Noname Security 精英網路安全
研究團隊的專有研究。

產生有關重要發現的告警
Noname 平台為找出的每個問題產生詳細告
警.

安全團隊可以輕鬆存取告警的關鍵發現，以更深
入地了解告警並了解上下文.

還向團隊提供了解決問題的建議。此外，可以使
用分配給他們的 API 群組來建立用戶團隊.

API 分組可以使用過濾器（例如域或 instance
ID）自動建立，也可以透過過濾 API 的任何特徵
（包括在其表頭、本文或環境（API 閘道器）中
找到的資訊）手動建立).

如果將 API 群組分配給團隊，則問題、吿警和搜
尋都可以使用平台與 IT 管理工作流（如 Jira、
Trello、ServiceNow、Slack、Webhooks 等）
的整合自動產生報告給負責的團隊。

API 安全程式啟用
Noname 的 CISO 和 API 安全專家團隊為客
戶開發有效的 API 安全計劃提供建議和支援.

這包括為更廣泛的網路安全社區提供戰略指導、
KPI/KRI、通用政策和標準、教育訓練和研究。.

客戶收到:

● 透過最佳實踐啟用和建立有效 API 安全計
劃的藍圖（方法和工具包）

● 為開發人員和工程師提供清晰指導的 API
安全參考架構

● 特定角色的 API 開發和安全教育訓練
● 與合作夥伴一起研究當前的 API 威脅形勢

經得起考驗的合作夥伴關係
Noname Security 的市場領導地位吸引了網路
安全領域的最佳合作夥伴，從渠道合作夥伴到
技術合作夥伴，使得 Noname 易於購買、部署
和整合.

官方技術合作夥伴包括 :

● AmazonWeb Services
(AWS)

● Microsoft Azure

● MuleSoft

● Kong

● Apigee

● Akana

● Layer 7 Technologies

● 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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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的整合
Noname 在整個軟件開發生命週期中與任務關
鍵型系統連接，包括 :

● CI/CD

● WAFs
● API Gateways

● Load Balancers
● SIEM

● ITSM

● Container
Orchestration

● ServiceMesh

● Workflows
● 以及其他

Noname 平台提供與多個網路元件的開箱即用整合，
包括閘道器（例如 Apigee、MuleSoft、Kong、IBM
、Amazon API GW、Akana、WSO2、Azure 
Application GW）和負載均衡設備（例如 NGINX、
Envoy , F5, Avi Vantage)。此外，該平台支持與雲基
礎設施（例如 AWS、Azure、GCP）的直接整合。

與 SIEM 和 ITSM 整合
Noname 平台提供與不同工具的簡單開箱即用
整合，包括 Jira、ServiceNow、Slack、
Snowflake、Splunk、Webhooks、PagerDuty
等。

靈活的部署：可選擇本地端或雲端
Noname 平台的元件、資料和流量可以限制在客戶的
環境中，因此平台可以完全在本地運行。任何外部連
接（ 例如，更新、telemetry ）都是可選的。

Out-of-band 和非同步
Noname 平台以 out-of-band 和非同步方式
處理（即搜尋、分析和建模）API 請求和回應。
因此，部署平台不需要更改網路架構，並且其
部署對 API 的執行、性能、延遲等沒有影響。
同時 out-of-band 部署還消除了額外的故障
點。

流暢的部署
Noname Security 提供由 API 安全專家
推動的簡單、高效的部署：

● 無需代理程式或外掛程式

● 無需網路架構變更
● 與 API 閘道器整合

● 與負載均衡器、WAF、日誌聚合器整合
● SaaS、內部部署和混合部署選項（根據需

要）

與 API 閘道器還有負載均衡設備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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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
分類 API 資訊 :

測試
在測試環境和正式環境中主動進行 API 
測試 :

● 定期自動化測試和安排測試
● 100+ 靜態和動態測試
● 整合到現有的 CI/CD pipeline 中

● 與 Postman、Jenkins 等連動
● 在任何測試環境中部署，包括開發環

境、測試環境和正式環境
● 使用真實世界的流量和模擬攻擊手法
來增強測試

● 根據安全態勢管理掃描的新發現來啟
動測試

分析
基於人工智慧的自動檢測 :
● 資料外洩
● 資料竄改
● 錯誤設定

● 改變與差異
● 違反資料安全政策

● OWASP API Top 10
● 用於深入分析的網路圖

補救
即時阻擋攻擊並修復漏洞 :

● 中斷可疑行為的 TCP session

● Webhook 到 WAF 以建立針對可疑行為的新
安全策略

● 自動更新防火牆安全規則以阻擋可疑行為

● API 閘道器將資訊規範到目標或客戶端的安全
策略

● 可選的內部聯防，可在需要時阻擋用戶或 API 

● 與現有工作流程（問題處理、SIEM 等）整合

● 追蹤分配、處理和解決的平均時間 (MTTR)

經過考驗的 API 安全策略 : D.A.R.T.

關於 Noname Security

Noname Security 是唯一一家對 API 安全採取全面且主動做法的公司。

Noname 與 20% 的財星全球 500 大企業合作，涵蓋整個 API 安全範圍的

三大支柱 —— 狀態管理、運行安全與 API SDLC 安全。 Noname

Security 是一家私人控股公司，總部位於美國加州帕羅奧圖，並在以色列特

拉維夫和尼德蘭阿姆斯特丹設有辦事處。

Nonamesecurity.com |  info@nonamesecurity.com |   +1 (415) 993-7371

PB-222

● 盤點 API 資訊, 包含 HTTP, RESTful, 
GraphQL, SOAP, XML-RPC, and 
gRPC.

● 外部使用或內部使用
● 身份驗證方法

● 資料種類
● 最常用/最不常用
● 自動產出 API 的 Swagger/OAS 規範

mailto:info@nonamesecurit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