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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JBoss Application Server（JBoss AS）

是一款被广泛使用的基于 Java 的开源

的服务平台软件，它是 JBoss Enterprise 

Middleware Suite (JEMS) 的 一 个 部 分。

JBoss AS 可以用于二次开发，例如 Java 平

台应用程序的开发、企业级应用程序的开发、

Web 应用程序的开发以及门户网站的开发，

而且JBoss AS能够在各种不同环境下搭建。

因此，它被许多组织所使用，用于开发各种

传统的企业 Web 网站、商业软件、电话系

统控制应用程序。

但是在使用过程中，由于使用者对

JBoss 自身携带的应用功能不甚了解，导致

出现诸多安全问题。本文将归纳 JBoss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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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JBoss Application Server（JBoss AS）是一款被广泛使用的基于 Java 的开源

的服务平台软件，自带很多功能强大的管理应用。但是，这些应用在方便用户管理的同时，

也带了很多安全上的问题。

图 1 JBoss AS 架构图

往所出现的问题，来阐述使用者的一些错误

行为，以及攻击者针对 JBoss 进行攻击的

一些常用手法。

一、JBoss 简介

JBoss AS 支持商务环境中所需要的多

种重要平台特性，从集成有效缓存到类似

Java Message Service 的各种 JEE 能力的

实施。图 1 覆盖了JBoss AS 中当前所使用

的大部分技术。

虽然 JBoss AS 是一个平台级的软件，

但是在这里我们仍将它认定为框架。这是

因为 JBoss AS 在提供平台服务的同时，也

提供了大量的管理应用与 API。因此，我们

将 JBoss AS 定义为附带框架功能的 Java 

Web 服务平台。

这些方便开发者和使用者方便管理调用

的应用（或者说是框架功能），也恰恰成为了

攻击者下手的目标。强大的应用，如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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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足够的权限限制，必会成为高危的漏洞。JBoss 的漏洞史刚好

可以证明这句话，到目前为止每一个 JBoss 的高危漏洞，都是由于

应用功能权限没有进行限制，或者默认配置没有进行修改，从而被

攻击者所利用（例如 CVE-2007-1036）。

这里引用 5up3rh3i 的《我的安全世界》中的一句话——权限突

破是安全漏洞评定一个核心指标。JBoss AS 的权限默认配置，导

致攻击者对于其权限的突破非常容易，从而导致一个又一个的 JBoss

站点被攻陷。

二、JBoss 以往问题归纳

通过对 JBoss 以往问题的了解，我们将这些问题分成了两类，

分别是配置错误和认证绕过。因为，不论攻击者使用 WAR 包发

布的方法，还是使用 RMI 调用 JBoss 内置功能的方法攻击 JBoss 

AS，都是在获取权限之后，即对于正常功能的非法使用。最根本

的问题则是，没有对这些强大的功能做足够的限制，从而导致被

未授权用户所使用。下面我们来看攻击者是如何利用这两类问题对

JBoss AS 进行攻击的。

（一）配置错误

这类问题又可以根据 JBoss 远程管理的两种形式，分为直接访

问管理和远程访问对外管理两类。而这两类又不会相互影响，即直

接访问管理功能被限制，不会影响远程访问对外管理。同理，远程

访问对外管理被限制，不会影响直接访问管理。图 2 中橘黄色模块，

为 JBoss AS 提供的对外管理接口。其中 Mgmt.APP.为远程访问对

图 2 JMX 架构图

图 3 JMX-Console 管理界面



16

专家视角

图 4 Web-Console 管理界面

外管理接口，JMX-Console 和 Web-Browser 为直接访问管理接口。

直接访问管理，通过 JBoss 提供的应用程序，可以直接在浏览

器上对 JBoss 进行管理。若没有进行任何权限配置（默认情况下），

将导致攻击者可以直接使用服务功能，发布 WAR 文件。图 3、图 4

分别为 JMX-Console 和 Web-Console 管理界面的部分截图。

远程访问对外管理，通过 JBoss 提供的 API 接口编写客户端，

或者使用 JBoss 提供的客户端（twiddle）对远程服务进行管理。这

个管理功能是独立于 HTTP 服务的 8080 端口的，默认是 1098、

1099 和 4444。图 5 为通过 JBoss 在 Windows 客户端 twiddle.

dat，获取远程服务的系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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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twiddle 管理工具

（二）认证绕过

这种问题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通

过暴力破解认证，另一种是利用漏洞绕过认证。

暴力破解，JBoss 在对用户认证进行

校验时，没有采取防止暴力猜测机制，导致

攻击者可以对认证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

暴力猜解。获取认证用户权限后，便可调用

JBoss 所提供的应用进行恶意利用。

利用漏洞，JBoss 在某些强大的应用

中，“忘记”了对用户权限的检验，默认将所

有可以访问到它的用户都当做了受信任用户，

从而导致这些应用被滥用。JBoss 漏洞中

出现过两个这样的典型漏洞，分别是 CVE-

2010-0738 和 CVE-2007-1036。

CVE-2010-0738 是由于认证校验中没

有对 POST 和 HEAD 方法进行检验，导

致攻击者可以通过这两种方法上传并发布

WAR。

CVE-2007-1036 这个漏洞的原因是

由于应用程序认为用户不可能使用这个

Severlet 接口，而未做任何认证措施，以至

于这个服务完全对外开放。攻击者可以模仿

JBoss 调用这个接口的数据，构造恶意数据

提交，造成代码执行攻击。网上也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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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JBoss 攻击流程图

对这个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这里就不赘述了。

三、JBoss 攻击流程

一个叫 luca 的研究人员在 OWASP 一次峰会上的名为《From 

CVE-2010-0738 to the recent JBoss worm》议题中，用了一张流

程图将攻击者针对JBoss攻击的流程完美地描绘了出来，如图6所示。

四、JBoss 指纹识别



19

专家视角

通过前三章对 JBoss AS 安全性的归纳和总结，我们从宏观的

角度了解了它所存在问题的本质。本章将向各位提供我们在分析这

些问题的时候，所总结的一些识别 JBoss 服务的方法。这些方法能

够使你更容易地判断目标服务器是否使用的是JBoss AS平台。不过，

这些方法并不能帮助你确定目标是否存在漏洞。

首先我们介绍的是通过 Google Hacking 方法来进行判断，下

面是我们所收集的关键字。你也可以根据你所要检测的目标网站，

添加 site 语法，或者结合你所收集的一些其他特征。

intitle: ”JBoss Management Console – Server Information”

intitle:”application server” 

inurl:”web-console” 

inurl:”jmx-console”

inurl:/invoker/JMXInvoker

inurl:/status intext:JBoss ™ Application Server

也许很多网站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删除了上述的 JBoss 特征，

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通过端口扫描来检查它们的潜在特征。就像我

们在第二章中提到过的 1098、1099 和 4444 端口，JBoss 还有很

多默认打开的特殊端口。下面是我们收集到 JBoss 默认开放的端口

和对应的服务，这些端口中只要有 2-3 个开放，就可以判定服务有

80% 以上的可能使用的是 JBoss。为什么只有 80% ？因为像 8080

这样的端口，也有很多的平台也在使用，例如 tomcat、glassfish 等。

当然，如果你只看到了4444、1099、1098 这样的端口，可以 99%

甚至 100% 确定它是 JBoss。

JNDI ------------------------------> 1098,1099

RMI -------------------------------> 4444

PooledInvoker -------------------> 4445

InvocationUnMarshaller --------> 4446

AjpProtocol -----------------------> 8009

Http11ProtocolHTTP ------------> 8080

WebService ----------------------> 8083

UILServerILService -------------> 8093

除了上述的两个方法，我们也可以通过常规的获取旗标的方法，来

获得目标的服务平台信息，我们经常使用的工具是 curl。不过，也有很多

的管理员修改了他们网站的旗标信息，让我们看不出它是用什么搭建的。

最后，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方法，就是让服务报错。可能看到“报

错”这两个字，你会有些大失所望，不过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办法，每个平台都会在报错页面中暴露出自己的一些信息。当然，这

也不是百试百灵的，有些存在强迫症潜质的管理员会把报错页面重

定向到自己指定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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