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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Web访问日志的异常行为检测
安全技术部    姚伟

关键词 : 异常行为 Web日志 特征匹配 统计分析

摘要：本文介绍了在海量 Web 访问日志中，使用特征字符匹配、访问频率统计分析、

机器自学习等方法去挖掘攻击行为，提高安全威胁的检测能力。

一、前言

随
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利益

的趋势下，发生了越来越多的网络安

全事件，使得互联网安全正在面临前所未有

的挑战。攻击者也从单一的攻击行为，发展

成有组织、有目标、持续时间长的攻击，新

名词 APT 攻击也越来越多的被人们熟悉。

攻击者为了获得某个组织甚至国家的重要信

息，会利用多种攻击手段，甚至很多攻击利

用的漏洞还未公开，在攻击过程中也会使用

各种技巧，长期潜伏在系统中，不断收集各

种信息，最终达到目的。

对于重要机构和企业而言，虽然已经部

署了大量针对某类威胁的安全防护设备，但

很多安全设备还是主要依赖于提取漏洞特征

的方式检测攻击，如果碰到未公开的漏洞被

黑客利用、厂商未及时发布升级包或者管理

员未及时更新程序等几种情况，都会导致设

备无法检测和防范攻击。

为了解决传统安全设备的不足，经过安

全技术的积累，考虑通过 Web 访问日志分

析的手段，对Web用户的行为进行异常监控，

发现可疑行为，从而进一步追查原因，及时

采取措施应对问题。

二、日志分析流程

1.日志采集

Web 访问日志有两种采集方式，一种

是直接导入Web 服务器的访问日志，另一

种是从Web 应用防火墙的访问日志接口导

入，导入的是经过 Web 应用防火墙清洗后

的 HTTP 数据。

2.日志入库

采集到的 Web 访问日志将根据字段进

行切割，保存到数据库中等待分析。

3. 数据分析

主要通过前面介绍的几种分析方法，编

写算法和规则，进行海量数据分析，然后报

告可疑行为。

4. 结果展现

将分析的可疑行为，以图表、地图定位

等可视化的方式展现给安全管理员。

三、访问日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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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日志是 Web 服务器 ( 例如 Apache、IIS）记录用户访问行

为产生的文件，标准的 Web 日志是纯文本格式，每行一条记录，对

应客户端浏览器对服务器资源的一次访问。典型的日志包括来源地址、

访问日期、访问时间、访问 URL 等丰富的信息，对日志数据进行分析，

不仅可以检测到可疑的漏洞攻击行为，还可以提取特定时间段、特定

IP 对应用的访问行为。

由于不同 Web 服务器的日志格式不同，以 Apache 访问日志为

例，介绍日志组成字段及字段的意义。

上述日志记录了来自 134.147.23.42 的地址，在北京时间 2012

年 3 月13 日 20 点 58 分 25 秒，对服务器的 /index?page=news页

面进行了一次访问，访问使用 GET 方式，使用 HTTP 1.1 协议，返

回状态码是 200( 页面存在，请求成功 )，返回的页面大小是 36312

字节。

Apache 日志格式可以通过编辑 httpd.conf 文件自定义，默认有

简单和复杂两种格式：

combined 比 common 格式多两个字段 referer 和 user-agent，

也可以自定义格式，各字段含义如下：

字段 描述

%h 客户端地址

%l identd 登录名

%u HTTP 认证用户名

%t 访问时间

%r 访问方法、访问 URL、协议版本

%>s 返回状态

%b 返回大小

%{Referer}i 来源站点

%{User-Agent}i 浏览器版本

表 1  Apache 日志配置字段含义

四、常见分析方法

1. 特征字符分析（Signature-based）

此方法是在日志中查找已知的漏洞特征，去发现黑客攻击行为，

是最简单的方法。

例如，可以通过匹配扫描器请求 URL 中的特征，检测漏洞扫描

行为：

2013-05-06 08:53:54 192.168.16.193 GET /include/functions.php 

path=http%3A%2F%2Fdownload.boulder.ibm.com%2Fibmdl%2F

pub%2Fsoftware%2Fdw%2Fwatchfire%2Fphpinfotest.txt%23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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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zil la /4.0+(compatible;+MSIE+7.0;+Windows+NT+5.1;+

Trident/4.0;+InfoPath.2;+.NET+CLR+2.0.50727;+NET+C

LR+3.0.4506.2152;+.NET+CLR+3.5.30729;+.NET4.0C;+.

NET4.0E) 404 0 3

通过匹配 URL 中的 SQL 关键词，检测 SQL 注入攻击：

2013-04-25 09:05:05 GET /cart.aspx

act=buy&id=1%20and%20(Selec t%20Top%201%20

char(124)%2BisNull(cast([Name]%20as%20varchar(8000)

),char(32))%2Bchar(124)%2BisNull(cast([Pass]%20as%20

varchar(8000)),char(32))%2Bchar(124)%20From%20(Select%20

Top%204%20[Name],[Pass]%20From%20[Web_Admin]%20

Where%201=1%20Order%20by%20[Name],[Pass])%20T%20

Order%20by%20[Name]%20desc,[Pass]%20desc)>0%20-- 

192.168.16.12 200

Mozi l la /4.0+(compat ib le;+MSIE+8.0;+Windows+NT

+5.1;+Trident/4.0;+InfoPath.2;+.NET+CLR+2.0.50727;+.

NET+CLR+3.0.4506.2152;+.NET+CLR+3.5.30729;+.NET4.0C;+.

NET4.0E) guid=6f3f8975-78ce-423a-9e93-a36bd73996a0;+V5S

hopLoginID=dYGYgYN/udIoOMSzwIWWmvJPZDWQ80D/3oUfd

Zw28RM= 192.168.16.191 - 1105 973 46

2. 访问频率分析（Frequency analysis）

在黑客攻击过程中，需要对系统进行各种特定的访问，这些访

问与正常用户访问有很大差别，每种攻击行为都有不同的特征。通

过对大量用户访问数据的挖掘，可以发现这些异常访问行为。

访问时间 来源地址 目标 URL 来源 URL 返回状态

漏洞扫描检测 高频率 固定 离散 404

暴力破解检测 高频率 固定 登录页 200

webshell 检测 低频率 固定 固定 200

脱数据库检测 高频率 固定
参数变化较

为规律
200

账号盗用检测 非常用 IP 登录页 200

表 2 几种常见的异常访问特征

（1）漏洞扫描检测

黑客使用漏洞扫描器对 Web 应用进行扫描，可以用匹配 User-

Agent 特征的方式进行检测。如果自定义扫描器的 User-Agent，这

个方法的效果可能会不好。但可匹配扫描器扫描的行为，如访问目标

离散、来源地址相对固定，访问结果大多数失败。根据这些特征对

Web 访问日志进行分析，即可提取出来可疑的扫描行为。

（2）暴力破解检测

暴力破解密码的特征是相对固定的来源地址，对登录 URL 短时

间内高频率发起请求，与漏洞扫描的区别主要是目标 URL 固定。

（3）webshell 检测

如果黑客发现系统漏洞，并且利用漏洞获得上传权限，会向系统

上传 webshell。webshell 是一种后门程序，此程序由脚本语言编写，

可以在 Web 服务器上运行，攻击者可以通过网页执行系统命令，读写

系统文件。从访问行为的角度看，webshell 通常只有攻击者访问，来

源地址相对固定，访问时间相对集中，无内嵌其他页面。通过这些特

征即可提取出可疑文件，再通过人工确认的方式，检测出web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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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脱数据库检测

假 设 某 Web 应 用， 用 户 通 过 访 问 http://xxx.com/

accountprofile?userid=1100101 可以查看到当前用户信息，如果应

用存在未授权对象引用漏洞，攻击者可以遍历 userid 来访问其他账

户信息，提交如下一系列请求：

http://xxx.com/accountprofile?userid=1100101

http://xxx.com/accountprofile?userid=1100102

http://xxx.com/accountprofile?userid=1100103

黑客可以利用此漏洞编写程序，通过批量请求获得大量账户信

息，这种脱库行为从访问 URL上看，userid 参数值的变化有明显的

特征，可以通过此特征进行日志分析检测。

（5）账号盗用

如果 Web 应用管理员登录后台的源地址较为固定，可以通过日

志分析，提取出不在经常登录范围内的地址，进行账号盗用的判断。

例如，管理员平时登录 Web 应用后台，都是在单位和家里，这两个

地方都有相对固定的 IP 地址范围，如果某一天的登录不在此范围内，

例如分析时出现了一个外地的或者国外的 IP 地址来源，则可能是账

号被盗用后进行的登录行为。

3. 机器自学习（Machine Learning Based）

机器自学习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检测方法，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样本学习阶段，检测系统通过对大量真实样本的学

习，提取出特征，构建合法访问知识库。

第二阶段是实时检测阶段，检测过程依赖于学习阶段建立的知

识库，一旦特征超出某个范围，则判定为可疑行为，然后进行告警。

例如，用户访问网站新闻、博客等栏目首页时，返回的数据大小

在几万字节范围内，当某个访问企图通过安全漏洞读取系统密码文件

时，返回的数据大小可能会不在几万字节范围内，系统则进行告警。

此方法使用过程中，需要不断根据结果进行修正，更新知识库

来提高检测的精度。

五、应用场景展现

1. 数据泄露事件调查

2013 年某天接到客户电话，描述在某论坛发现有网友发布了大

量该客户的用户数据，初步判断可能是某业务系统被黑客非法登录，

然后批量下载了用户数据。

工程师到达现场后，查看了防火墙、IDS、Web 应用防火墙日志，

均未发现攻击记录，又对 Web 应用进行了安全检测，也未发现明显

的 Web 漏洞。跟业务人员沟通后得知未使用 123456 等弱口令。

初步检查未果后，工程师将客户 Web 服务器的访问日志导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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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平台，进行分析后发现，大约在 1周前，周三至周五每天晚

上都有大量的请求后台登录 URL 的访问记录，系统对请求的源 IP

进行归并、提取分析，最终定位了1 个成功登录过系统的最可疑的

IP，并且归属地是韩国。

将此 IP 的访问记录筛选出来，分析梳理出攻击流程：

2. 新漏洞引发的攻击潮

利用 Web 访问日志，除了能用于异常行为特征检测出黑客攻击，

还能对历史攻击进行追溯。以下是在一次应急响应中，在客户某台

Web 服务器上提取到的，struts 命令执行漏洞产生的 Web 访问日志。

X.X.X.X - - [10/Mar/20XX:16:24:18 +0800] "GET 

/st ruts2 / login.ac t ion?redi rec t :$%7B%23a%3d(new%20

java.lang.ProcessBuilder(new%20java.lang.

String%5B%5D%20%7B'whoami'%7D)).

start(),%23b%3d%23a.getInputStream(),%23c%3dnew%20

java.io.InputStreamReader%20(%23b),%23d%3dnew%20

java.io.BufferedReader(%23c),%23e%3dnew%20

char%5B50000%5D,%23d.read(%23e),%23matt%3d%20

%23context.get('com.opensymphony.xwork2.dispatcher.

HttpServletResponse'),%23matt.getWriter().println%20

(%23e),%23matt.getWriter().flush(),%23matt.getWriter().

close()%7D HTTP/1.0" 200 50002

由于客户的业务系统数量很多，漏洞刚刚被爆出，客户很希望

尽快确认其他 Web 应用是否也被黑客攻击过。通过提取特征，创建

规则，在最近一个月的日志中进行排查，最终确定了十几台被攻陷的

服务器。经过分析发现，这些服务器都使用了低版本的 struts 框架，

框架漏洞被自动化工具所利用，导致了大量服务器被攻击。发现问

题后，协助客户及时进行了系统恢复，避免了对业务的影响。

六、结论

本文中提出了使用 Web 访问日志分析的方法检测异常行为，可

以利用此方法实现一个 Web 访问日志分析系统，配合传统 Web 应用

防火墙进行安全防范。实际使用中，外部用户的访问首先到达 Web

应用防火墙，由 Web 应用防火墙进行检测、过滤，干净的流量进入

Web 服务器。通过对 Web 访问日志分析，不仅能补充检测 Web 应

用防火墙没有检测到的攻击，也可以在出现新漏洞后，及时统计哪些

Web 应用受到影响，从而切实提高网络威胁检测和防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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