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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安全之验证码小结
核心技术部   周大  刘亚

关键词：验证码 Web 安全 CAPTCHA 
摘要：为防止服务器端的资源被客户端的计算机程序滥用或攻击，服务器需要区分当

前用户是计算机还是人类，一般在网站的关键操作位置都会采用验证码技术来区分。围绕

验证码展开的攻防技术在 Web 安全中有着重要地位，本文将从验证码的工作原理出发，介

绍验证码实现上容易产生的问题，并对其攻防技术现状和未来做一个简要介绍。

1. 前言

全
自动区分计算机和人类的图灵测

试（Completely Automated Public 

Turing test to tell Computers and Humans 

Apart，简称 CAPTCHA），俗称验证码，

是一种区分用户是计算机或人的全自动化

程序。在 CAPTCHA 测试中，作为服务器

端的计算机会自动生成一个问题由用户来解

答。这个问题可以由计算机生成并评判，但

是必须只有人类才能解答。由于计算机无法

解答 CAPTCHA 的问题，所以回答出问题

的用户就可以被认为是人类。

在以前的网络访问中，还不存在验证码

的用法，但由于网络更加深入地融合到人们

的生产生活中，暴力猜测登录、垃圾广告贴

等在网络中泛滥，消耗了大量的服务器资源，

同时也可能威胁到服务器的安全，验证码作

为一种实用高效技术被大量使用起来。

Web 安全的攻击与防护技术一直是互

相促进的，验证码识别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

着验证码生成技术的提高。本文将从验证码

技术的原理出发，介绍验证码容易出现的问

题以及相关识别技术，以使读者对验证码攻

防技术有一个了解。

2. 工作原理

常见的图形验证码是与 Web 中的会话

相关联的，在一个会话开始时，在需要使用

验证码的地方会生成一个与当前会话相关的

验证码，用户识别出验证码后通过填写表单

将数据提交给服务器，服务器端会验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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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话中的验证码是否正确。具体来说，其

工作流程如图 1 所示。

话下的验证码值做比较，如果一致判断验证

码是正确，否则认为提交的验证码是错误的，

可能客户端是计算机或者用户识别错误。服

务器端进行这些处理后将处理结果反馈给用

户。如果提交的验证码是正确的，则按照预

定流程进行下一步骤，否则回到需要用户输

入的那个界面上。

3. 存在的问题

验证码作为区分人与机器的一道重要屏

障，与之相关的对抗技术一直在 Web 安全

研究上有着重要意义。图片验证码生成算法

以及程序实现流程上都有可能带来问题，容

易被攻击者突破。

图片验证码的生成可能存在如下问题：

1）图片验证码的字符空间小

如果选取的字符空间较小，则让验证码

识别变得相对简单。字母数字组合的字符集

比单纯为数字的字符集效果要好。

2）图片中的字符规则

字符进行变形、扭曲不利于程序的识别，

而对人眼识别是无障碍的，但此方法对生成

程序来说有一定的难度。

3）图片中缺少干扰图案

干扰图案能有效增加验证码的识别难

度，并且对生成程序来说代价小。

在验证码的程序实现流程方面可能存在

如下问题：

1） 验证码固定
 

一般地，用户在开始访问初始页面时，

浏览器会向服务器发起页面请求，服务器此

时创建会话，同时返回的页面里会嵌入验证

码图片地址，浏览器在加载响应页面后，会

自动加载验证码图片地址。服务器在接收到

验证码图片地址的请求时，会对当前会话生

成一个对应的验证码，并且返回验证码图片。

用户此时就可根据验证码图片信息填写表单

数据来进行后面的操作，这时，服务器如果

检验出提交的验证码是错误的，就会返回页

面提示错误然后跳转到初始页面，因初始页

面内嵌了验证码图片地址，浏览器再次自动

刷新验证码页面。

如果验证码输入错误，会在上面的流

程里自动刷新验证码，正常情况下，这个过

程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 HTTP

请求响应式的工作原理，使得攻击者有可能

控制验证码生成页面请求不被触发，使得在

图 1 验证码技术工作原理

对用户方来说，用户访问起始页面，识

别返回页面中的验证码，在输入验证码和其

他信息后提交表单，在服务器处理后可查看

到当前操作是否成功。

服务器在接收到用户对初始页面的请求

后，会自动创建一个新的会话，同时生成验

证码来关联这个会话，并且生成用户可见到

的验证码图片，最后这些页面返回到用户的

浏览器上，用户此时可看到完整的页面。在

接到用户提交的表单请求时，服务器会比较

用户提交的验证码值，并与之前存储在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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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上同一会话内，服务器端保存的此会

话下的验证码一直有效。

基于此，服务器端的正确处理应该是在

验证码检验失败时，就需要设置此验证码失

效，同时对生成的每一个验证码也需要设置

有效期。

2） 验证码的字符串值出现在返回的响应中

这是程序编码考虑不当导致的，比如忘

记注释掉调试信息导致。验证码可能出现在

响应包中的 Cookie、URL、页面注释，甚

至验证码在展示的时候直接就是文本方式，

这样就完全失去了使用验证码的价值了。

3） 验证码长度可指定

在页面上存在参数可指定验证码的位

数，这可简化识别工作。此问题的出现也可

能是调试的需要，发布时忘记注释掉相关代

码而导致。

4. 对抗现状

自验证码技术问世以来，其成为自动化

程序运行的第一大敌人。在利益的驱动下，

突破封锁技术自然也会产生。一般来说，验

证码的对抗技术有如下几个方面：

1) 避免触发验证码

验证码的引入会带来用户友好度的下

降，增加验证码输入以及人眼对验证码识别

的可能错误等都会带来不好的使用体验。这

对追求用户体验的网站来说，在没遇到可疑

行为时，其采取的策略是默认不开启验证码

功能，当触发可疑行为识别规则时，才会出

现验证码。基于此原理，对攻击方来说，就

是尽量避免触发可能出现验证码的规则。一

般可疑行为识别是通过检查频繁尝试并且出

错这个行为来进行的，基于此的对抗措施则

是使用不同的 IP 来进行尝试，或者等待足

够的时间再次尝试，这样让目标网站程序认

为这些尝试都是正常的访问请求，从而在自

动化程序端连续作业时不会出现验证码而达

到绕过的目的。

2) 验证码固定

从前面的验证码固定问题描述可看出，

攻击者可以在同一个会话下，在获得第一个

验证码后，后面不再主动触发验证码生成页

面，并且一直使用第一个验证码就可循环进

行后面的表单操作，从而绕过了验证码的屏

障作用。

3) 验证码机器自动识别

计算机自动识别验证码，主要原理是通

过一定的算法预先建立验证码范围内的字体

特征库，再将要识别的验证码通过同样的算

法生成特征，与之前保存的特征库进行比较，

进而得到图片验证码的值。

一般地，其识别过程有如图 2 所示的处

理流程。

图 2  验证码计算机识别过程

1） 去噪处理

主要是去掉图像里的所有干扰信息，比

如背景的点、线等。

2） 图像二值化

图像二值化就是将图像上的像素点的灰

度值设置为 0 或 255，也就是将整个图像呈

现出黑白效果。图像二值化主要是为了将图

像与空白区分开来，方便后续步骤的进行。

3） 切片处理

图片的切片处理是将每个字符所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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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人工分布式识别

分离成一个个的图片，确保一个图片内只有

一个文字。

4） 文字图片标准化

对切片后的每个字符图片，还需要进行

变形修复处理，比如旋转、缩放等操作尽量

将每一个字符图片都调整到标准格式，减小

随机度。

5） 字符模板识别

在最后的字符识别阶段，常用的是通过

模板对比的方法。模板的生成就是通过上述

处理过程后，对给定图片处理后把生成的特

征保存下来，并且人工识别输入其对应的字

符。在用作识别阶段时，就与保存的每个字

符特征模板进行比较，从中找出最相近的一

个字符来。

4) 人工分布式识别

机器自动识别图片验证码，对简单的情

况能有较高的准确率，但对干扰多、变形复

杂的图片验证码，其准确率会很差。由于图

片验证码重要度增加，复杂的图片验证码被

大量使用，导致近年来出现了利用众包力量

实现的人工验证码识别平台。

其工作原理图下所示：

自动化程序将要识别的验证码发送到打

码平台，打码平台再将验证码发放给从事验

证码识别工作的人员（俗称打码工作），在人

工识别后再将值依次返回到自动化程序。由

于是人直接参与了验证码的识别，此方法就

让验证码完全失去了屏障功能。

5. 验证码未来可能的主要形式

随着验证码攻防技术的对抗升级，验证

码技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动向。

从图片验证码自身的发展来看，主要是

围绕增强人脑交互性来展开的。具体来说有

如下几个方向：

1）增强干扰和字符变形

从验证码的机器识别可以看出来，增强

干扰和字符变形能极大地提高识别难度。像

下面的生成的图片验证码，对人眼识别来说

都存在着一些难度。

2）拓展字符空间

常见的图片验证码都是数字或者字母，

近年来出现了中文字符作为验证码，这样字

符空间就增大了很多。

如果字符空间足够大，试图通过制作字

符模板库方式来实现识别的难度就变得很

大了。

3）增强与用户的互动性

通过增加与用户的互动也可增加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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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为这类互动都是通过问答题方式来实现的，其题库数量是否足

够以及是否具有足够的随机性则成为了关键所在。

如下图所示的问答型验证码。

从验证码的信息传递途径和方式来看，有如下几个方式：

1）增加信息传递途径

在原来只通过网页来传递信息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传递方式，

比如手机短信等。对于使用手机短信验证码，需要确保其关联的手

机号不为攻击者所控制，否则也将失去保护意义。因为通过在手机

里安装特定 App 软件就可以获得短信内容，这对于手机号码攻击者

可控的情况下，验证码可轻松绕过。但如果其攻击场景是账号登录

类的，由于手机号码不可控，则使得暴力猜测变得不可能实施。扩

展验证码的传递途径需要结合应用场景来使用，确保此途径不容易

被攻击者获得。

2）利用动态令牌进行一次一密

通过动态令牌实现的一次一密方式，就必须通过人工交互才能

实现，但此方式也增加了使用成本，只适用于密级要求很高的场合。

3）语音方式

语音方式在当前网络也有出现，主要只是作为方便盲人使用的

一个备用方案，但由于智能手机终端的广泛普及，以后也有可能成

为一个主要的验证码发展场景。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后还会出现其他方式的验证码，但可

以肯定的是，基于人脑的思维特性来区别于程序的预设特性，至于

以后会如何发展，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6. 小结

本文从验证码概念、工作原理入手，介绍了当前验证码的攻防

情况，并且简要介绍了验证码的发展趋势。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使

用何种方式的验证码，都会影响用户体验，机器难以识别的验证码

最后也会影响人眼的识别，验证码的设计者们需要在用户体验和

安全性方面做一个折中选择。寄希望于通过验证码来作为对抗机器

自动化行为的唯一途径是不可取的，在识别自动化程序发起的远程

Web 扫描、登录猜测等方面，推荐架设 WAF 类的专业防护产品，

可以有效阻挡即将发生的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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