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行说明

Websense® Web Security

Websense Web Filter
7.0.1 版

本版本的新特点

Websense Web Security 和 Websense Web Filter 的 7.0.1 版本均已本地化为以下语言：

法语

德语

意大利语

日语

葡萄牙语

简体中文

西班牙语

繁体中文

7.0.1 版中的 Websense Manager 用户界面（包括调查报告和演示报告）、“新用户及升级用户快
速入门”教程和 Websense Manager 帮助系统等组件均已本地化为相应语言。

Websense Manager

管理员可使用登录页面的一个选项来更改 Websense Manager 的显示语言。此更改仅会影

响当前的登录会话。选择好新的显示语言后，部分功能将仍以安装语言显示。以安装语言
显示的 Websense Manager 功能的完整列表请查看 Websense 知识库 （kb.websense.com）。

报告

如果计划的调查报告作业失败，则作业状态即被设置为“失败”，并会在下一次计划时间
时再次尝试作业。而在之前的版本中，对作业进行 3 次或更多的尝试后，作业状态才被设

置为 “失败”。重试有时会导致其他计划作业失败，因此已被中断。

您现在可以配置调查报告，以便在隐藏用户名的同时隐藏源 IP 地址。要完成此配置：

1. 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 wse.ini 文件。（默认情况下，该文件位于 
C:\Program Files\Websense\webroot\Explorer。）

2. 在 [explorer] 标题下添加以下行：

encryptIP=1
3. 保存并关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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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版中的内容

基于 Web 的界面

Websense Manager 拥有一个基于 Web 的全新界面。新界面的许多部分与现有的 Websense
Manager 屏幕相同，以便使用当前界面的管理员能尽快适应这些改变。界面的外观与感觉得
到改善，可用性大为提高，同时更改了某些名称与术语，从而提高相同对象之间的一致性。
在 Windows 系统上安装 Websense 报告组件时， Websense 软件配置、策略创建与管理以及报
告均一起显示在单一界面中。

全新管理面板

在 Windows 系统上安装 Websense 报告组件时，易于使用的新版 Websense Manager 管理面板
可帮助管理员迅速查看与其 Websense 软件相关的重要信息， 其上会显示系统运行状况数据、
安全统计以及当天 （状态 > 今天）和过去 30 天 （状态 > 历史）的互联网活动等信息。

Websense Real-Time Analyzer 功能将被取消。

集中策略和配置信息

新的 Policy Database 现可存储客户端、筛选器、策略和全局配置信息，以便您对 Websense 软
件进行全面部署。这样可消除多 Policy Server 环境下对 Central Policy Distribution 或 Central
Configuration Distribution 的需求，且大多数信息可在 Policy Servers 之间自动共享。只有针对
单个 Policy Server 的特定信息仍将进行单独维护。新的 Websense Policy Broker 可管理其他
Websense 软件组件对存储于 Policy Database 中的信息的请求。

演示报告

在 Windows 系统上安装报告组件时，Websense Manager 将出现一个演示报告页面，您可在这
一页面中生成预定义格式的表格和图表。此工具可替代 Websense Reporter。

您可选择报告格式、设定日期范围以及运行报告。同时，您还能复制报告格式，然后编辑其
报告筛选器，从而在运行报告之前选择特定用户、类别、操作及其他标准。无论运行一次或
重复循环运行，“计划程序”选项均可方便您轻松设定运行所选演示报告的时间。

调查报告

Websense Explorer 报告工具被集成到 Websense Manager 中，现通过“调查报告”页面即可访
问， 且无需单独登录或浏览器窗口，即可创建和计划复杂的调查报告。

现在运行调查报告的相关功能需使用随 Websense Manager 自动安装于 Windows 上的 Apache
HTTP Server， 而不再支持原来的 Microsoft IIS。

日志数据库的兼容性

v7 的日志数据库中包括一些经过更新的功能以支持新的报告功能，例如，在新的“今天”与
“历史”面板以及新演示报告页面上显示的图表。如果您从之前版本进行升级，则安装程序
将创建一个新的日志数据库，以供在这些页面中生成报告。

您也可使用 v7 的调查报告页面从 v6.3.x 日志数据库生成报告。在调查报告页面选择“选项”
链接，然后取消选中查看编录数据库复选框，并指定生成报告的 v6.3.x 日志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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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ense Explorer for Linux

在 Windows 服务器上安装报告组件时，Websense 报告功能将被直接合并到 Websense Manager
界面中。

选择在 Linux 服务器上运行报告的组织应当安装 Websense Explorer for Linux。这是一项拥有
单独安装程序和界面的单独产品。请参阅 Websense 的 Explorer for Linux 管理员指南以了解有
关安装和使用此产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Websense 的 Explorer for Linux 发行说明以了解此产
品的变更摘要和 新信息。

备份和还原工具

Websense 软件现包括 Websense 备份实用程序，这是一个命令行工具，可令备份和还原
Websense 配置更加方便。将备份实用程序计划为在每台安装 Websense 组件的计算机上定期运
行。如果发生严重系统故障，请在还原模式下运行备份实用程序以保存您 近的功能配置。

多个管理员同时登录

委派管理功能已得到显著改善，可允许多个管理员同时登录。

不同角色的多个委派管理员可同时登录并管理其客户端的策略。

同一角色的多个管理员也可同时登录并运行其客户端报告。

委派管理员的扩展筛选工具

在此版本中，委派管理员可创建受限访问筛选器、自定义类别、自定义 URL 和关键字，从而
用于对他们所管理的客户端进行筛选。这些组件均已完全采用角色特定的设置。在一个角色
中创建的自定义类别无法被其他角色中的管理员查看，但不会影响对其他角色管理的客户端
的筛选。

仅主数据库类别可在筛选器锁定中被阻止和锁定。筛选器锁定类别树上将不显示自定义类别。

选择性身份验证

之前版本的 Websense 软件要求管理员以全局角度配置用户身份识别方式。而第 7 版则引入了
选择性身体验证，从而可令您识别出网络中使用不同身份识别方式的特定计算机。例如，如
果您的网络被配置为透明地识别用户（通过集成产品或 Websense 透明标识代理），则您可指
定永不识别其用户的特定计算机 （如公共信息亭）和访问互联网之前总是提示用户登录的其
他计算机 （如供医院医护人员共享的计算机）。

操作提示

为了改善您的 Websense Manager 使用体验：

请充分利用启动 Websense Manager 时提供的快速入门教程。该教程也可通过帮助菜单进

行访问。

如果这是您初次使用 Websense 筛选软件，请使用 “新用户快速入门教程”以了解软

件的基本配置、筛选策略创建和报告方面的相关知识。

如果您曾使用过之前版本的 Websense 筛选软件，则请使用 “升级用户快速入门”教

程，从而帮助您了解基于 Web 的 Websense Manager 新功能并熟悉新的产品术语。

禁用所有浏览器弹出窗口拦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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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启动 Websense Manager 时，请安装或永久性接受 Websense 安全证书。具体说明请参

见 “知识库” (kb.websense.com)。

请避免使用浏览器的 “返回”和 “刷新”按钮。请使用页面顶部或左侧的导航控件以及
右导航窗格。

输入您的订购密钥后，请在下载主数据库的同时在 “设置”页面执行系统配置任务。下
载结束后，请在访问任何策略管理功能之前注销然后再次登录。

请单击 Websense Manager 每一页面底部的 “确定”以缓存对该页面所做的更改。

某些情况下，执行次级任务时，必须在次级页面单击 “确定”，然后在主页面再次单击
“确定”才能缓存您所做的更改。请确保见到 “更改已被缓存”成功消息再进行下一步
操作。

单击全部保存 （右侧快捷窗格顶部）以执行缓存的更改。

将更改更新至所有 Websense 组件 多需 30 秒。

为了改善您的 Websense 报告工具（Windows）使用体验：

要创建新的演示报告，必须首先复制现有报告，然后编辑副本的报告筛选器。

如果在 Windows 计算机上安装 Websense Manager 后安装了 Log Server，请手动重启 Websense
Manager 计算机上的 ApacheTomcatWebsense 服务。这样可确保 Websense Manager 中显示

相关报告数据，并可确保计划作业正确存储于日志数据库中。

已知问题

升级

如果您想保留现有的审核日志数据，请在升级之前将其导出。

从 6.x 版升级至 7.x 版时，现有 Policy Server 配置文件 (config.xml) 的大小将影响执行升级

所需的时间。文件越大，该流程所需的时间越长。除非应 Websense 技术支持的要求，否

则请勿中断升级流程。

从 6.x 版升级期间，Websense 软件将删除现有主数据库， 并在短期内利用不包括 Websense
所有协议定义的较小的部分数据库执行筛选操作。当安装完成并下载完整主数据库时，未
包括于初始安装数据库中的任何协议均将被分配执行默认操作（筛选选项）。请复查您现
有的协议设置，以确保为每一协议分配正确的操作。

从 6.x 版升级之后，无法阻止的恶意流量组中的协议（通过电子邮件传播的蠕虫病毒及其

他）将出现，从而对现有筛选器执行阻止操作。该错误仅为显示错误，不影响协议的筛选
方式。

安装（一般）

Websense 的安装程序中不再包括“修补”选项。如需解决某个组件问题，请先卸载软件，然
后重新安装该组件。请参阅安装指南以了解相关说明。

Websense Manager （一般）

安装 Websense 软件的本地化版本后， Websense Manager 的登录页面可能会以英语显示。

在 Websense Manager 计算机上重新启动 ApacheTomcatWebsense 服务可解决这一问题。请

注意，这一问题仅影响登录页面，而不会影响 Websense Manager 的其他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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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收到弹出式的确认消息，请务必在一分钟之内做出反应（单击“确定”或“取消”）。
如果未在一分钟之内对弹出式确认消息做出反应，则您将从 Websense Manager 注销，而所

有未决更改将丢失。

单击“查看未决更改”时，将显示已缓存更改的摘要列表。如果已在涵盖多个功能区的复
杂页面上 （特别是 “设置”页面中）缓存更改，则即使只更改了页面的其中一个区，该
页面上的所有功能区均将被列出。同样，某些页面（尤其是策略管理）页面上的已缓存更
改可能会显示包含多个功能区的单一项。

使用右侧快捷窗格跳转至“常见任务”列表中的某个项目时，则即使内容窗格中已显示预
期页面，但左侧导航窗格也可能尚未做相应更新。

如果管理员登录了 Websense Manager，并在 Websense Manager 计算机重新启动时正在执

行策略管理任务，则该管理员可能在 30 分钟之内无法再次登录。

策略管理

从 6.3.x 版进行升级的过程中，某些策略的重新创建可能会产生问题。如果您的策略所强

制执行的类别集或协议集在分配给策略之后进行了重新命名，则升级流程将无法保持该策
略与该类别集或协议集之间的联系。升级后的 Websense Manager 中将显示带有正确名称

的类别或协议筛选器，但该策略将被修改为强制执行默认的类别或协议筛选器。采用这种
方法编辑的策略的名称后将附加显示“请审核”提示。编辑该策略，使其强制执行正确的
类别或协议筛选器。

向 Websense Manager 添加目录客户端 （用户、组、域或组织单位）时，名称中包含斜线

（“/”）字符的域或组织单位将不被支持。

类别或协议被添加至 Websense 主数据库时，系统将为其在所有类别和协议筛选器中分配

一个默认操作（如允许或阻止）。这样可使类别或协议在“仅监视”筛选器中被阻止。为
确保“仅监视”筛选器继续在不阻止的情况下进行监视，可对新类别和协议的操作进行相
应编辑。配置系统警报以便在类别和协议添加至主数据库或从数据库删除时收到通知。

报告

对包含 Websense Explorer 的环境进行升级时，现有的收藏报告将不予保存。您必须在 
Websense Manager 的 “调查报告”页面中，重新手动创建自己的收藏报告。

如果未启用 ApacheTomcatWebsense 服务以连接至 “日志数据库”（例如，由于 Websense
Manager 先于 Log Server 安装而导致），则计划作业将被存储于内存中。如果重新启动服

务（或重新启动 Websense Manager 计算机），则存储于本地内存中的任何计划作业均会丢

失。如果您 近刚安装了第 7 版，并计划创建大量计划作业，则您可能希望首先重新启动

ApacheTomcatWebsense 服务。

请勿试图跳过演示报告 > 编辑报告筛选器页面上的选项卡。如果您正在编辑报告筛选器，

且仅更改了一个选项卡就跳至“确认”，则您可能无法保存筛选器或生成报告。要保存筛
选器并生成报告，请使用“下一步”按钮从一个选项卡移至另一个，按顺序完成每一选项
卡的设置。验证 “确认”选项卡上显示的报告名称。

使用报告筛选器以限制包含在单一报告中的数据数量或计划更大的报告，但请勿试图以交
互方式运行这些报告。如果您运行的演示报告中包含来自 Websense Manager 中的大量数

据，则在生成报告时，界面将保持不动。

设置>登录页面专门用于配置目录服务，该服务可用于对登录 Websense Manager 以进行管

理的个人进行身份验证。尽管页面示有标签，但此目录不适用于对登录以进行自我报告的
个人进行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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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安装了 Websense Web Filter，之后又将您的订购升级至 Websense Web Security，则

“安全风险”级别将不会自动更新以包括新启用的“安全”类别。这一问题将在下次完整
下载数据库后得到更正。如果在下载期间登录到 Websense Manager，请注销然后再次登录

以查看设置 > 风险级别页面中的变更。

阻止页面

用户通过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请求被阻止的 FTP 网站时，浏览器将显示阻止页面的
HTML 源代码，而不是实际的阻止页面。您可能需将这一问题告知用户以消除疑虑。

委派管理

某些情况下，委派管理员也可对应用于已被超级管理员阻止和锁定的类别或协议的操作
进行更改。此类更改将不予保存或应用于委派管理员管理的客户端。而 “筛选器锁定”
设置将被保存。

如果使用委派管理并允许管理员使用其网络帐户登录 Websense Manager，则请避免使用

包含分号、冒号或类似特殊字符的管理员帐户名。

首次下载主数据库时，请避免创建委派管理角色。因为主数据库会在首次下载时创建若干
类别和协议，因此无法正确创建委派管理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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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帮助

有关 Websense 软件与服务的技术信息，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websense.com/support/

新发行信息

可搜索的 Websense 知识库 

演示教程

产品文档

提示

常见问题解答

详细技术文件

有关更多问题，请单击页首的联系支持选项卡并填写在线支持表格。

如果您有紧急问题，请致电以下所列办公室之一：您将被转至第一个可为您提供服务的技术
人员，他/她将非常高兴为您服务。

全球所在地点 联系信息

北美 +1  858-458-2940 

法国 联系您的 Websense 经销商。如果无法找到经销
商：+33 (0) 1 57 32 32 27

德国 联系您的 Websense 经销商。如果无法找到经销
商：+49 (0) 69 51 70 93 47

英国 联系您的 Websense 经销商。如果无法找到经销
商：+44 (0) 20 3024 4401

欧洲其他
国家/地区

联系您的 Websense 经销商。如果无法找到经销
商：+44 (0) 20 3024 4401

中东 联系您的 Websense 经销商。如果无法找到经销
商：+44 (0) 20 3024 4401

非洲 联系您的 Websense 经销商。如果无法找到经销
商：+44 (0) 20 3024 4401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联系您的 Websense 经销商。如果无法找到经销
商：1-800-881-011 （访问码：800-542-8609）

亚洲 联系您的 Websense 经销商。如果无法找到经
销商：+86 (10) 5884-4200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区

联系您的 Websense 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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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软件注意事项

Websense, Inc. 可提供与您现有环境整合的软件解决方案。在当今市场上常见的复杂环境下，
这将涉及与各类第三方软件产品的互动。 Websense, Inc. 会尽量简化获取第三方软件的过程，
但您必须直接从第三方供应商处取得这些产品的升级和增强功能。

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Websense 技术支持以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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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协议阐述了 WEBSENSE 向你方提供使用其软件和数据库的订购服务的条款和条件。一旦
点击下面的“我同意”按钮或者使用 WEBSENSE 软件或任何 WEBSENSE 数据库，你方即确
认你方已阅读和理解本协议，并同意受其条款和条件的约束。

订购协议

1. 订购 
Websense, Inc. （位于 10240 Sorrento Valley Road, San Diego, CA 92121，下称 “WEBSENSE” ）特此依照本协议的条款向你方
（“你方”）提供某些订购服务（“订购”或“订购服务”）。作为不可转让的订购的一部分，某些 WEBSENSE 专有的软件应用
程序（“软件”）、WEBSENSE 专有的 URL 地址、应用程序和其他有用信息数据库（“数据库”）、数据库内容的变更（“数据
库更新”或 “数据库更新版本”）、软件的某些修改或修正 （“软件升级”或 “软件升级版本”）连同有关的文档 （合称 “产
品”）应按下文规定定期提供给你方访用。为澄清起见，“软件”一词包括软件升级版本，“数据库”一词包括数据库更新版本。  

2. 评估密钥

如果你方已作为预期的订购者为评估目的而收到一个临时的、经过加密的、由字母数字组成的访问代码 （“评估密钥”），你方
必须仅在你方内部使用，以评估产品的性能，便于你方作出订购决定。评估密钥将使你方能在 多三十 （30）天的期间内，按
照随同有关数据库而提供的条款和条件，使用某些软件访问某些数据库。在三十（30）天的评估期结束时，(i) 本协议即告终止，
你方必须归还或销毁你方所持有的一切产品，无论其位于服务器、计算机、电子设备、装置、存储介质中还是位于其他地方，或
(ii) 你方必须通过为一个付费型的、经过加密的、由字母数字组成的订购访问代码（“订购密钥”）支付有关订购费（“订购费”）
的方式，将此项有限的评估用途转变为一项订购。  

3. 订购密钥

一旦双方就购买承诺（“订单”）的条款达成一致，则 WEBSENSE 将向你方发放一个能使你方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访问
某些数据库和使用软件的订购密钥。你方可以从位于 http://www.websense.com 的 WEBSENSE 网站下载软件，或者从 WEBSENSE
提供的光盘、软盘、磁带或其他介质中将软件转入你方的服务器。你方可以为了你方自己或者你方子公司或关联公司的内部用
途，在你方自己或者你方子公司或关联公司的业务经营中，仅在某一特定的服务器上使用软件访问某个 （某些）数据库。订购
密钥可以迁移和 / 或转移到位于你方场所内的另一你方服务器上运行。 

4. 订购费

你方一旦支付了订购费，你方即有权在订购期限内按照订购费所涵盖的席位数访问所订购的数据库。“席位”指被授权访问或使
用数据库 （不论是否通过或者结合服务器来访问或使用）的每台计算机以及电子设备或装置。应付的金额将在订单中载明，并
通过 WEBSENSE 或其某一授权转售商 （“转售商”）开具的帐单收费。只有在就额外席位支付额外的订购费后，你方的使用方
可超过上述席位数。WEBSENSE 既可在合理通知后于正常营业时间内现场核查你方使用产品的情况，亦可在任何时候远程核查
你方使用产品的情况。对于你方先前没有订购的任何席位，你方将收到帐单并被要求就此付款。如果你方未在收到任何帐单后的
三十 （30）天内支付帐单金额，则 WEBSENSE 可就尚未支付的任何余额收取延迟付款费，其金额应按每月百分之二 （2%）的
利率计算，或为适用法律允许的 高金额（以较低者为准）。本协议中规定的一切费用均不含与本协议项下授予的权利、本协议
中提供的产品或者通过本协议提供的服务有关的销售税、使用税、财产税、增值税、预扣税或其他税费 （“税收”）。上述任何
税收应由你方独自承担，并将向你方开具帐单，由你方支付。本第 4 条不适用于基于 WEBSENSE 的净所得的税收或工资税。

5. 期限/续展

在本协议中，“期限”指初始订购期限以及之后的任何续展订购期限。初始订购期限在订单中载明。为在续展期限内不间断地访
问数据库，你方须在当时的期限届满之日以前支付额外的年度订购费。

6. 数据库更新和软件升级

WEBSENSE 定期进行数据库更新和软件升级。你方的订购使得你方有权通知 WEBSENSE，按照你方的合理指示，将数据库更新
版本下载到你方指定的服务器上。WEBSENSE 可以要求你方安装包括 新版本在内的软件升级版本。只有在你方为你方席位支
付了相应的订购费的情况下，WEBSENSE 才会向你方提供数据库更新版本和软件升级版本。你方可以自行决定，以人工方式或
者运用 WebCatcherTM （系 WEBSENSE 的专有软件）的自动化技术向 WEBSENSE 提供你方业已访问或者试图访问的 URL 地
址，以便 WEBSENSE 可以对其进行分析和归类，并将其纳入数据库。如果你方选择激活 WebCatcherTM，则 WEBSENSE 不就
此种监控在任何特定管辖区域内的合法性作出任何陈述，你方应负责确定此项拟议的产品使用符合适用法律，而 Websense 对此
不承担任何责任。

7. 选择拒收电子邮件

Websense 可能会通过电子邮件定期向你方发送属于消息、广告或技术性质的信息。你方可以通过向 optoutlegal@websense.com 发
送要求选择拒收的电子邮件的方式 “选择拒收”这些信息。你方认知并同意，通过发送该电子邮件和 “选择拒收”，你方将不
会收到含有关于 WEBSENSE 产品的升级和增强的信息的电子邮件。

8. 增值组和应用程序模块

WEBSENSE 可能会提供某些增强型订购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能使你方能使用附加应用程序模块的订购服务。双方可依某一订单
约定，由 WEBSENSE 向你方提供增强型订购服务。只有在你方为使用增强型订购服务的你方席位支付了相应的订购费的情况
下，WEBSENSE 才应向你方提供增强型订购服务。为了充分受益于增强型订购服务，你方有权在单个计算机或电子设备或装置
上而不是仅仅在你方服务器上安装某一订单上指定的特定软件。如果订购包括有关的应用程序模块，则你方可以自行决定，以人
工方式或者运用 AppCatcherTM （系 WEBSENSE 的专有软件）的自动化技术向 WEBSENSE 提供你方业已访问或者试图访问的
应用程序名称，以便 WEBSENSE 可以对其进行分析和归类，并将其纳入数据库。如果你方选择激活 AppCatcherTM，则
WEBSENSE 不就此种监控在任何特定管辖区域内的合法性作出任何陈述，你方应负责确定此项拟议的产品使用符合适用法律，
而 Websense 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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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使用政策

你方陈述并保证：(i) 你方将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以避免在你方使用产品时侵犯个人的隐私权； (ii) 你方将向产品的所有使用
者发出书面通知，其对你方计算机以及电子设备和装置的使用可能会受到监控，使用者在使用产品时 （包括访问因特网或应用
程序时，以适用者为准）不应有隐私期望； (iii) 当你方向 WEBSENSE 提交任何网络或应用程序使用数据时，不得带有可供确认
曾试图访问或已实际访问特定 URL 地址或应用程序的任何特定人的身份的任何信息或者可能会确认任何特定使用者的身份的任
何其他数据； (iv) 你方将采取适当的步骤对任何监控数据保密，并仅将其用于内部的计算机系统管理； (v) 未经客户允许，不得
将产品用于为客户过滤、筛选、管理或审查因特网内容。

10. 有限保证

WEBSENSE 保证，在期限内，产品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将实质上按照 WEBSENSE 发布的当期文档运行。尽管有上句规定，
WEBSENSE 并不保证：(i) 产品将不存在瑕疵； (ii) 产品将满足你方的所有要求； (iii) 产品在使用时将不会中断或出现差错；
(iv) 产品将始终能够阻止对数据库中所含的地址和应用程序的访问； (v) 数据库将包含可能应当阻止访问的每一可预见的 URL 地
址或应用程序； (vi) 数据库中包含的地址和应用程序将被适当归类。

WEBSENSE 应尽合理的努力，消除你方向 WEBSENSE 报告的、产品中存在的而且是 WEBSENSE 可以合理识别和确认的任何
重大不符。WEBSENSE 或其代表将修理或更换上述任何不合理或有瑕疵的产品。你方认知，本款规定了在与产品有关的保证或
其他义务遭到任何违反的情况下你方所享有的排他性补救措施以及 WEBSENSE 所应承担的排他性责任。如果你方对产品作出
任何未经授权的修改、乱动产品、以不符合随附文档的方式使用产品或者对本协议有相关的违反，上述保证即告失效。

除本协议中明确规定的以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未就产品或本协议的标的作出任何其他明示或默示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关
于适销性或适合某一特定用途的默示保证。 

11. 责任限制

在法律允许的 大范围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WEBSENSE  及其许可人或转售商均不对基于任何索赔（包括但不限于因数据、
商誉、机会、收入、利润或产品使用损失、数据使用或其可获得性的中断、其他工作的停止或其他资产的减损、隐私、雇员行
为、对数据库中包含的本应阻止访问的  URL  地址或应用程序的访问、数据库中包含的任何地址或应用程序的内容、疏忽、违
约、侵权或其他原因而提出的索赔和第三方索赔）的任何直接、间接、后果性、特别、惩罚性或附带的损害赔偿 （不论是否可
以预见）承担任何责任，即使  WEBSENSE  已被告知可能会发生上述损害赔偿。在任何情况下，任何累计责任均不超过你方在
导致索赔的事件发生之前的一年期间就直接导致损害的产品的具体订购而向  WEBSENSE  实际支付的总额。

12. 所有权

产品及其任何修改、翻译或衍生作品 （即使是未经授权的）的一切权利、所有权和权益，以及对于其中的专利、著作权、商业
秘密、商标和所有知识产权的一切有关权利，仅归 WEBSENSE 及其许可人（如有）所有。本协议项下提供的产品是有价值的、

专有的和独一无二的，你方同意受其专有性质的约束并遵守这一性质。“Websense®
”、“Websense Enterprise®

”、“WebCatcher™”

和“AppCatcher™”均系 WEBSENSE 的商标。WEBSENSE 未将某一商标列入本第 12 条的，并不构成对任何商标权的放弃。你
方不得而且也不应允许第三方：(i) 对产品进行反向工程、反编译或反汇编，但适用法律明确允许的此类活动除外，不受此项限
制； (ii) 修改产品，或者将其纳入任何其他软件，或者使其与任何其他软件合而为一； (iii) 去除任何产品的识别或其他声明；
或 (iv) 未经 WEBSENSE 事先书面同意，出借、复制、转让、分发或转售产品或其任何部分。你方仅可为备份和热交换的目的
制作软件拷贝。未经 WEBSENSE 事先书面同意，你方不得而且也不应允许第三方公开、散布或披露对产品所作的任何基准测
试的结果。

13. 知识产权赔偿

如果第三方对你方提出了主张或涉及到与你方在本协议项下订购的产品有关的专利或著作权侵权的任何索赔，则 WEBSENSE
将自行承担费用为你方辩护，并向你方赔偿因此项索赔而发生的费用、开支、律师费和责任，而不论此项索赔是否成功；但是，
你方必须在收到上述任何侵权索赔的通知后十（10）天内以书面形式通知 WEBSENSE。WEBSENSE 将独自控制就索赔进行的
辩护以及相关的和解谈判；但是，未经你方书面同意，WEBSENSE 无权代表你方就索赔招致任何财务责任或者任何实质不利的
影响。只要 WEBSENSE 向你方支付与协助和配合有关的你方付现费用，你方即应在辩护与和解谈判中全力协助和配合
WEBSENSE。在 WEBSENSE 有权控制上述索赔的辩护与和解的前提下，你方可以自行承担费用和开支，聘请你方自己的法律
顾问，就任何索赔向你方提供咨询意见。

如果有人针对你方对产品的使用获得了禁制令或命令，或者 WEBSENSE 认为产品有可能成为侵权索赔的对象，则 WEBSENSE
应自行承担费用，自行选择：(i) 为你方获得继续使用产品的权利； (ii) 修改产品，以使之不再侵权； (iii) 以在实质上产生相同
效果的替代产品替换产品。对于基于下列任何原因而提出的专利或著作权侵权索赔，WEBSENSE 不对你方负有任何责任：(a) 将
产品与非由 WEBSENSE 提供的任何其他设备或程序结合起来，或者与该等其他设备或程序放在一起使用； (b) WEBSENSE 以
外的某一方对所提供的产品作出了任何修改； (c) 你方对产品的使用超出了第 12 条规定的权利范围； (d) 未及时使用 / 安装由
WEBSENSE 提供的任何数据库更新版本或软件升级版本。你方应就第三方因上句 (a)-(d) 项中的你方行为而提出的任何专利或著
作权侵权索赔向 WEBSENSE 赔偿。

以上规定了你方在发生知识产权侵权的情况下所享有的唯一和排他性补救措施以及 WEBSENSE 对此所应承担的全部责任。

14. 访问的终止/中止

在你方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的情况下，经合理通知，WEBSENSE 可以终止本协议。一方的任何付款义务以及第 10、11、12、13、
15、 16、 17、 18 和 19 条的条款（以适用者为准），在本协议终止或期满后继续有效。一旦本协议期满或因故终止，则本协议项
下向你方授予的使用产品或访问数据库的一切权利即告终止，你方必须立即销毁你方所持有的一切产品及其任何拷贝，无论其
位于服务器、计算机、电子设备、装置、存储介质中还是位于其他地方。

15. 软件与服务

在遵守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而且仅在本协议终止或期满之前，WEBSENSE 特此向你方授予一项有限、非独占、不得
分许可和不可转让的权利，在本协议期限内，按照订单所述，仅为下述目的而在内部访问和使用软件和软件升级版本 （仅以目
标代码的形式）：(i) 访问 WEBSENSE 数据库和数据库更新版本； (ii) 管理你方对因特网和应用程序的使用。此项权利仅及于订
单中载明的席位数，而且仅在支付订购费后方才生效。除第 8 条规定的情况外，产品应常驻在你方指定的服务器中。WEBSENSE
将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对订购的产品提供其标准的技术支持。增强型支持和服务项目在额外收费的条件下提供，而且亦按本协议
的条款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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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出口限制

你方认知，产品以及所有相关的技术信息、文件和资料应受《美国出口管制条例》及其他国家出口法规项下的出口管制的约束。
除非你方已遵守了一切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裁定，并从美国商务部和 /或任何其他有关政府机构获得适当的授权，否则，你方不
得将产品或者相关的技术信息、文件或资料再出口。

17. 适用法律

本协议在各个方面均适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律，但不适用其冲突法规则，也不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在解决
由产品或本协议的标的引起的或者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方面，你方同意受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县的州法院和联邦法院
的专属管辖，并同意其审判地点。

18. 政府客户

如果美国政府的某一单位或机构被授予使用产品的某些权利，则适用本条规定。产品：(a) 属于或包含现有的计算机软件和随附
文档，是用私人费用开发的， (b) 就《信息自由法》的一切目的而言，属于 WEBSENSE 的商业秘密， (c) 是 FAR 2.101、DFARS
252.227-7014(a) (1) 和 DFARS 第 252.227-7015 条所定义的 “商业物项”和 / 或 “商业计算机软件”，但只应用于本协议中明确
规定的有限用途， (d) 在所有方面均系 WEBSENSE 的专有数据， (e) 是未公开的，并按美国著作权法保留一切权利。对被授予使
用产品及其任何说明或标记的某些权利的民事机构和实体而言，使用产品的权利以 “有限权利”为限，其使用、复制或披露应
适用本协议所规定的限制、 FAR 12.212 或 DFARS 227.7202-3 -227.7202-4 的规定以及（在联邦法律要求的范围内） FAR 52.227-
14，Restricted Rights Notice (June 1987) Alternate III(g) (3) 或 FAR 52.227-19 规定的 低有限权利。在按本协议提供任何技术数据
的情况下，该等数据将按 FAR 12.211 和 DFARS 227.7102-2 受到保护，并在美国政府明确要求的范围内适用 DFARS 252.227.7015
和 DFARS 252.227-7037 所规定的有限权利。如果对上述任何机构法规进行了修改或修订，则应适用后续的同等法规。

19. 其他规定

本协议项下所需的一切通知或批准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发送至上文第 1 条 （就 WEBSENSE 而言）和有关订单 （就你方而言）
中载明的地址。该等通知或批准：(i) 由联邦快递或其他隔夜速递服务公司递交的，于发送后的一个营业日内视为收到； (ii) 以美
国保证邮件递交的，于以书面形式证实收到之时视为收到；或 (iii) 以传真发送的，于确认收到电子传送件时视为收到。本协议及
任何订单构成双方之间对本协议的完整和排他性表述，取代之前与本协议的标的有关的一切口头或书面协议、通讯、声明和谈
判。本协议与任何订单不一致的，应以本协议为准。除非采用书面形式并由双方签署，否则，对本协议的任何放弃或修改均为无
效。一方对任何违反本协议的行为放弃追究的，不得被解释为对后续的任何违约行为亦放弃追究。本协议将对你方的利益继承人
具有约束力。如果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被全部或部分认定为不可强制执行，则该条款应根据需要全部或部分删除，而本协议的其余
条款仍然有效。你方认知，WEBSENSE 仅可在 WEBSENSE 的客户名单中使用你方的公司名称。对于全部或部分由于任何一方
合理控制范围以外的任何原因而造成的未能履约或延迟履约，该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支付本协议项下到期应付的费用的义务
除外。

Copyright and Trademarks
©1996–2008, Websen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10240 Sorrento Valley Rd., San Diego, CA 92121, USA
The products and/or methods of use described in this document are covered by U.S. Patent Numbers 6,606,659 and 6,947,985 and other patents
pending.
This document may not, in whole or in part, be copied, photocopied, reproduced, translated, or reduced to any electronic medium or machine-
readable form without prior consent in writing from Websense, Inc.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ensure the accuracy of this document. However, Websense Inc., makes no warranties with respect to this
documentation and disclaims any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Websense Inc.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error or for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furnishing, performance, or use of this manual or the examples
herein.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ation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Trademarks
Websense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Websense, Inc.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erta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Websense has numerous other
unregistered trademark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ly.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Microsoft, Windows, Windows NT, Windows Server, and Active Directory are eithe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Microsoft
Corpo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Red Hat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Red Hat, Inc.,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Linux is a trademark of Linus Torval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Other product names mentioned in this manual may b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their respective companies and are the sol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manufactu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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