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私有云端的数据集成平台
实现安全的数据交换！

安全网络数据集成中间件

适应全球化

网页浏览器

命令 /API

关于支持的系统环境详情请通过此链接 http://www.hulft.com/cn 参阅最新资讯。
●“HULFT”及其他“HULFT”相关产品是株式会社世尊信息系统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Windows 是美国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
●IBM、OS/400、OS/390、z/OS、i5OS、IBM i 是美国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在美国的注册商标。
●UNIX 是 The Open Group 的注册商标。
●Linux 是 Linus Torvalds 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所记载的公司名称及产品名称均为各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本目录中记载的系统名称、产品名称等不一定都附带了商标标识（TM、®）。

■ 通过AWS Test Drive，可免费试用已安装“HULFT-WebFileTransfer”的AWS云环境。
详情请查看：http://www.hulft.com/lp/hulft_webft/index02.html

■ 主要功能

在客户端与HULFT-WebFileTransfer之间传输文件

验证通信网络层上有无数据缺失

HULFT-WebFileTransfer会删除超过保存期限的文件

超过设定次数后HULFT-WebFileTransfer会进行删除

每次上传、下载处理会输出至DB

通过设置好HULFT集成、应用集成、邮件集成、文件夹移动等各事件的触发器执行

每次发生文件夹事件会输出至DB

通过群组ID、用户ID、密码进行管理/客户端证书验证

可自定义符合安全政策的用户名和密码设定规则

防止服务器伪装及数据窃取、篡改

采用公钥方式的AES密码（256bit），在服务器上加密保存

可设置系统管理权限及文件夹的访问权限

可设置应用程序层级的按时间访问限制，例如仅限工作时间内等

对登录和登出、上传和下载、删除传输记录、更新管理信息等各项操作进行记录

验证已保存数据是否被篡改

除系统数据之外，用户数据也可保存至DB

通过优化账号，未使用的用户将自动失效

可进行应用了认证服务器的登录认证

一次性注册用户信息、文件夹结构等大量的管理信息

可在客户自己创建的第三方客户端（本地应用程序或网络应用程序）上使用HULFT-WebFileTransfer

提供的Web API

标配应用Flash技术、基于浏览器的富客户端

　　提供基于HTML5的新界面（可通过浏览器传输100MB以上文件！）

标配可远程操控、基于Java的命令行客户端

可与同一系统环境下安装的HULFT实现无缝连接

　　除了日文、英文，还支持中文显示

文件的上传和下载

传输时的数据验证

保存期限的设置

下载次数的设置

传输记录的输出和管理

事件（作业）的执行

事件记录的输出和管理

用户认证

ID、密码规则的自定义

网络层加密（支持SSL通信）

数据加密（加密保存）

操作权限、文件夹浏览权限的设置

访问限制时间的设置

操作日志的输出和管理

保存时的数据验证

用户数据的DB保存

有效期到期后用户自动登出

登录认证时的LDAP集成

通过定义文件进行管理信息的批量注册

Web API的公开

标配浏览器I/F
 

标配命令I/F 

HULFT集成

支持多语言显示

文件传输

安全性

运行管理/支持

其他

功能 概要

本商品目录的记载内容为截至 2016年 8月的内容。内容可能有所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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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备高度的安全性及灵活的系统集成，
实现安全的数据交换。

“HULFT-WebFileTransfer”是私有云
模式的数据集成中间件
“HULFT-WebFileTransfer”是私有云
模式的数据集成中间件

网页浏览器界面（支持中英日显示）

重要数据和大容量数据

互联网

“HULFT-WebFileTransfer”应用事例
不分行业种类或形态，均被选用于需要系统集成的各类业务数据收发之上。

命令 /API

注 1：请阅读背面“主要功能”中的“WebAPI 的公开”

网页浏览器

有不少企业由于合规等问题，在通过互联网与外部收发数据上面临着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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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数据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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