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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費方式

Web Application Firewall通過訂用帳戶（預付費）方式計費。

訂用帳戶模式

計費項目：按所選購的套餐版本計費。

付費方式：預付費。

計費周期：按月/年計費，購買時產生賬單付費。

計費周期：自購買當日起，根據所選擇的購買時間長度（月/年）計算；購買時間長度支援選擇一個

月、三個月、半年、一年。一次性選購10個月即可享受一年的防護服務。

到期說明：當您購買的防護服務到期時，服務自動停止。

• 距離服務到期前7天，您會收到SMS或郵件，提醒您服務即將到期並提示您及時續約。如在服務

到期前沒有續約，則在服務到期時您將失去防護效果。

• 服務到期後Web Application Firewall服務中的配置將為您繼續保留7天。如果7天內您完成續約則

可以使用原有配置繼續進行防護；否則在7天后，Web Application Firewall中的相關配置將被釋

放，您只能重新購買才能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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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通 WAF

2.1 WAF各版本功能說明
通過訂用帳戶模式購買Web Application Firewall時，您可以根據實際業務需求選擇不同的版本。

一般情況，推薦您選購企業版或旗艦版以適合不同的網站業務規模及安全需求。下表羅列了不同版

本WAF的功能對比。

功能/版本 進階版 企業版 旗艦版

適合網站規模 中小型網站，對業務沒
有特殊的安全需求

中型企業級網站或服務
對互連網公眾開放，關
注資料安全且具有高標
準的安全需求

中大型企業網站，具備
較大的業務規模，或是
具有特殊定製的安全需
求

業務請求峰值 2,000 QPS 5,000 QPS 超過10,000 QPS

業務頻寬閾值（來源站
點伺服器在阿里雲內）

50 100 200

業務頻寬閾值（來源站
點伺服器在阿里雲外）

10 30 50

常見的Web攻擊防護
（如SQL注入、XSS
等）

√ √ √

Web 0DAY漏洞攻擊防
護規則自動同步更新

√ √ √

非API介面的CC攻擊緩
解

√ √ √

全站一鍵實現HTTPS
防護

√ √ √

IP/URL黑白名單存取
控制

√ √ √

定向Web攻擊防護（如
滲透測試等）

√ √ √

網頁防篡改 √ √ √

惡意註冊攔截 √ √ √

進階HTTP存取控制
（對US、Referer等欄
位的細粒度控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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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版本 進階版 企業版 旗艦版

非80、8080、443、
8443標準連接埠防護

× √ √

全量訪問日誌智能檢索 × √

说明：
海外地區WAF必須升
級至旗艦版。

√

針對URL地址的自訂頻
率存取控制

× √ √

基於地理位置的IP存取
控制（一鍵封鎖海外地
區訪問）

× √ √

API介面的CC攻擊緩解 × √ √

敏感性資料防泄漏（身
份證、手機號、銀行卡
號等）

√ √ √

專家定製的企業級Web
防護規則

× × √

安全專家一對一諮詢服
務

× × √

可視化大屏 √

说明：
海外地區WAF必須
升級至企業版或旗艦
版。

√ √

2.2 購買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參照以下步驟來購買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操作步骤

1. 登入阿里雲官網，定位到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2. 單擊立即購買，進入購買頁面。

3. 根據不同版本提供的功能和產品規格，選擇合適您實際業務需求的版本。

https://www.alibabacloud.com/zh/product/w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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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在使用過程中，您也可以將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升級到更高版本。

4. 選擇好合適的套餐後，單擊售賣頁面右下角的立即購買，進行付費，完成購買流程。

2.3 額外頻寬擴充說明
通過訂用帳戶模式購買Web Application Firewall（WAF）時，各版本的WAF執行個體都存在一定量

的業務頻寬節流設定。



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產品定價 /  2 開通 WAF

文档版本：20181112 5

什麼是業務頻寬節流設定？

通過訂用帳戶模式購買Web Application Firewall（WAF）時，各版本的WAF執行個體都存在一定量

的業務頻寬節流設定。例如，Web Application Firewall企業版執行個體最大支援的業務頻寬量為阿

里雲內100 Mbps/阿里雲外30 Mbps。

说明：

WAF的業務頻寬指每個WAF執行個體（包含所有該WAF執行個體防護的網域名稱、網站）中正常

業務流量的大小（單位：Mbps）。

在阿里雲內的來源站點伺服器（如ECS、SLB執行個體等）可享有更高的業務頻寬閾值。例如，在

WAF企業版套餐中，對於阿里雲內的來源站點的業務頻寬節流設定為100 Mbps，而對於阿里雲外

的伺服器（如IDC機房等）的業務頻寬節流設定則為30 Mbps。

说明：

100 Mbps頻寬對應4,000 QPS（Query Per Second，即每秒鐘的請求量，例如一個HTTP GET 請

求就算一個 query），您可以依此方法進行換算。

WAF執行個體中的實際業務頻寬由WAF單獨計算，與其他阿里雲產品（如CDN、SLB、ECS等）

的頻寬或者流量限制沒有任何關聯。

如何選擇寬頻限制？

購買Web Application Firewall時，您需要提前考慮您準備配置通過WAF防護的所有網站的日常入方

向和出方向總流量的峰值，確保您選購的WAF套餐所對應的業務頻寬節流設定大於入、出方向總流

量峰值中較大的值。

说明：

一般情況下，出方向的流量會比較大。

您可以參考Elastic Compute Service管理主控台中的流量統計，或者通過您站台伺服器上的其它監

控工具來評估您的實際業務流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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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此處的流量指的是正常的業務流量。例如，您需要將所有網站對外訪問的流量都接入WAF進行防

護，在正常訪問（未遭受攻擊）時，WAF將這些正常訪問流量回源到來源站點ECS執行個體；而

當網站遭受攻擊（CC攻擊或DDoS攻擊）時，WAF將異常流量攔截、過濾後，將正常流量回源到

來源站點 ECS執行個體。因此，您在Elastic Compute Service管理主控台中查看您來源站點ECS

執行個體的入方向及出方向的流量就是正常的業務流量。如果存在多個來源站點ECS執行個體，則

需要統計所有來源站點ECS執行個體流量的總和。

樣本

假設您需要通過WAF配置防護三個網站，每個網站的出方向的正常業務流量峰值都不超過10

Mbps，流量總和不超過30 Mbps。這種情況下，您只需選擇購買Web Application Firewall企業版套

餐即可。

说明：

您可以在購買WAF執行個體時，通過增加額外業務頻寬擴充提升您WAF執行個體的業務頻寬節流

設定。

超過業務頻寬節流設定會有什麼影響？

如果您的正常業務流量超過您已購買的WAF執行個體的業務頻寬節流設定，雲盾Web Application 

Firewall管理主控台會給您發送警示訊息，您在WAF執行個體中配置的全部業務的流量轉寄將可能

受到影響。

超出業務頻寬節流設定後，可能出現限流、隨機丟包等現象，導致您的正常業務在一定時間內不可

用、卡頓、延遲等。

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您需要升級WAF版本或者額外擴充業務頻寬避免正常業務流量超出業務頻寬節

流設定所產生的影響。

額外頻寬擴充是什嗎？

如果您通過WAF防護的網站的業務流量較大，您可以額外購買更多的擴充頻寬以防超過WAF執行個

體的業務頻寬節流設定。

例如，您當前的業務流量需求為50 Mbps（阿里雲外的來源站點伺服器），您已經購買了WAF企業

版執行個體（頻寬節流設定為30 Mbps），這種情況下您需要額外購買20 Mbps的擴充頻寬，確保

您的業務訪問正常。

您可以通過#####WAF####來變更額外頻寬擴充配置，滿足更大的業務頻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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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您也可以在購買WAF執行個體時，根據實際業務需求，增加額外業務頻寬擴充。

2.4 擴充網域名稱包說明
什麼是網域名稱包

通過訂用帳戶模式開通Web Application Firewall服務時，預設包含一個網域名稱包。

说明：

該網域名稱包支援最多10個網域名稱防護，包含一個頂層網域及其相關的子網域名稱或泛網域名

稱。

例如，預設情況下，您可以添加頂層網域abc.com和與其相關子網域名稱或泛網域名稱（如www.

abc.com，\*.abc.com，mail.abc.com，user.pay.abc.com，x.y.z.abc.com等網域名

稱）。這些網域名稱（包括abc.com頂層網域）將各佔用一個網域名稱包中的網域名稱防護名額。

購買擴充網域名稱包

如果您想要添加兩個不同的頂層網域或其相關的子網域名稱，例如abc.com和xyz.com。您已經添

加abc.com或其子網域名稱進行防護，當您嘗試添加xyz.com（另一個頂層網域）或其子網域名稱

進行防護時，您會收到網域名稱數量限制的提示：當前主網域名稱個數有限制，請升級服務，單獨

購買擴充網域名稱包。

這種情況下，您需要通過升級當前Web Application Firewall服務購買擴充網域名稱包。請參考####

#中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升級的操作方式，購買擴充網域名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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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獨享IP包說明
什麼是獨享IP包

您購買或開通Web Application Firewall（WAF）後，每個WAF執行個體會被分配一個WAF IP，該

WAF IP可以用於接入多個網域名稱進行防護。通過購買獨享IP包，您當前的WAF執行個體可以獲

得額外的獨享IP，用於接入單個網域名稱實現獨享防護。

说明：

一個獨享 IP僅可以綁定一個網域名稱。

通過獨享IP包為網域名稱實現獨享防護，可以協助您解決以下問題：

• 避免一個網域名稱遭受大流量DDoS攻擊導致其他網域名稱也無法訪問。

預設情況下，接入WAF執行個體防護的所有網域名稱都使用同一個WAF IP。因此，當其中一個

網域名稱遭受大流量DDoS攻擊而導致WAF IP進入黑洞時，該WAF執行個體所防護的其他網域

名稱也無法訪問。

通過購買額外的獨享IP包，您可以為重要網域名稱分配獨享IP，避免重要網域名稱的訪問因其他

網域名稱的WAF IP進入黑洞時受到影響。

• 實現多地區來源站點就近訪問。

WAF在國內多個地區都部署有節點。如果您的網站業務位於不同地區（例如，網域名稱A的來源

站點伺服器在北京，網域名稱B的來源站點伺服器在深圳），預設情況下不同地區的業務都只能

通過同一個WAF節點進行防護。WAF根據第一個配置在該WAF執行個體上的標題來源站伺服器

所在的地區就近分配節點。

通過購買額外的獨享IP包，您可以為來源站點在其它地區的網域名稱分配就近的WAF節點。

说明：

WAF將自動根據您的獨享IP包綁定的標題來源站伺服器的所在地區，自動就近分配WAF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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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購買獨享IP包

對於按照訂用帳戶模式開通的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執行個體，您可以在購買執行個體時選購額

外的網域名稱獨享資源套件（獨享IP包）。

说明：

對於已經購買的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執行個體，您可以通過###WAF####來選購額外的網域名

稱獨享資源套件（獨享IP包）。

如何分配和啟用獨享IP包

登入##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定位到管理 > 網站配置頁面，找到需要分配獨享IP的網域名

稱，單擊開啟該網域名稱的獨享IP開關即可。

https://yundun.console.aliyun.com/?p=w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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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獨享IP後，該網域名稱的CNAME將自動解析至新的獨享IP。您可以通過Ping該網域名稱的

CNAME確認該網域名稱是否已自動解析到新的WAF IP。

说明：

如果網域名稱是通過A記錄的方式而不是CNAME進行解析，該網域名稱的解析無法完成自動切

換。您需要通過Ping該網域名稱的CNAME獲得新的WAF IP，並儘快將該網域名稱的DNS手動解

析至新的獨享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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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續約與升級

續約

對於訂用帳戶模式的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執行個體，您可以在執行個體到期前為其續約，延長

其服務周期。

距離服務到期前7天，系統會以SMS或郵件的形式提醒您服務即將到期，並提醒您續約。服務到期

後配置將為您保留7天，7天內續約則繼續防護。到期7天后仍未續約，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執

行個體會被釋放，網站防護將失效（這時如果您沒有修改被防護網站的DNS解析，網站可能無法訪

問）。

參照以下步驟，延長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執行個體的使用時間長度：

1. 登入##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2. 在頁面上方選擇要操作的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執行個體的所在地區（中國大陸、海外地

區）。

3. 單擊頁面右上方的續約。

4. 在續約頁面，選擇續約時間長度，完成支付，即可延長您的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執行個體的

服務周期。

續約管理

為了避免訂用帳戶模式的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執行個體到期對您的業務造成影響，您可以在續

約管理中心為您的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執行個體手動續約或開通自動續約。

參照以下步驟，管理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執行個體的續約狀態：

1. 登入##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2. 在頂部功能表列，單擊費用 > 續約管理。

3. 在左側導覽列，單擊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4. 在Web Application Firewall頁面，選擇您的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執行個體，設定續約方

式：

• 如果您希望單次續約延長執行個體的服務時間長度，在手動續約頁簽，單擊續約，完成支

付。

https://yundun.console.aliyun.com/?p=waf
https://yundun.console.aliyun.com/?p=w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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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希望長期使用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在手動續約頁簽，單擊開通自動續約，設定

自動續約時間長度，單擊開通自動續約。自動續約開通後，系統將自動在該執行個體到期前

根據您所設定的續約時間長度自動進行扣款續約，延長執行個體的服務時間長度。

開通自動續約後，您可以在自動續約頁簽，修改該執行個體的自動續約時間長度或取消自動

續約。

说明：

• 自動續約將於服務到期前9天進行扣款，請確保您的阿里雲帳號設定的信用卡等支付方式

餘額充足，如您的執行個體明天即將到期，請先通過手工續約進行續約再開通自動續約。

• 如果您在扣款日前人工續約，則系統按最新到期時間自動進行續約。

• 您開通自動續約後，將於次日生效。

• 自動續約支援使用優惠券進行支付。

• 如果您決定到期後不再使用該執行個體，單擊不續約，單擊設定為到期不續約。設定到期不

續約後，執行個體到期將自動停機且您只會收到一次執行個體到期提醒。您可以在執行個體

停機前，在到期不續約頁簽隨時修改該設定。

升級

對於已購買的訂用帳戶模式的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執行個體，您可以在執行個體到期前為其升

級，將其升級至更高版本。關於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各版本套餐的功能區別，請查看WAF####

###。

參照以下步驟，升級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執行個體的規格：

1. 登入##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https://yundun.console.aliyun.com/?p=waf


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產品定價 /  3 續約與升級

文档版本：20181112 13

2. 在頁面上方選擇要操作的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執行個體的所在地區（中國大陸、海外地

區）。

3. 單擊頁面右上方的升級。

4. 在配置變更頁面，選擇需要變更的配置，完成支付，即可根據選擇的配置資訊升級您的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執行個體。關於配置選擇，請參考##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说明：

升級後的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執行個體將沿用該執行個體原來的服務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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