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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应用安全开发参考
北京分公司 封炎 赵波

关键词：安全开发  Web 应用系统  漏洞修复

摘要：Web 应用安全漏洞时刻威胁着我们的信息系统和网站。如何帮助开发人员编

写安全的程序，让他们能够更从容地应对安全威胁呢？Web 应用安全开发参考，也许能

有所帮助。

一、引言

提
到如何提高 Web 应用开发安全水平，首先会想到“全生命周

期安全开发”流程 ，该流程从需求阶段的安全需求分析，经

过系统设计的威胁建模、代码开发的规范指导和上线前的安全评估，

到运维阶段的安全巡检和监控，将安全作为软件开发的一个属性，

实现最终的用户安全。谈到流程，就不得不考虑流程的落地。既然

是应用开发，核心角色便是开发人员。开发人员在实现应用功能方

面具备较强实现能力，但在安全开发方面普遍积累较少，并且在开发

进度和需求变更等方面的重压下，不得不以牺牲安全为代价优先实

现应用功能。

下面描述两个与开发人员接触的场景。

这个场景并不能说明安全测试人员的技术有多好，更不能证明开

发人员的开发技术水平不足，普遍情况是部分开发人员仅知晓基本

的修复思路，缺少足够健壮的安全代码编写能力。作为专业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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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团队需要提供更为详实的安全开发建议，而开发团队需要注重

安全开发经验的积累。

搞得一头雾水，比如 SQL 注入漏洞，安全修复建议一般都是“使用

参数化查询、存储过程、对特殊字符进行过滤”，但哪种代码修复方

式更有效？需要对哪些特殊字符做过滤？这些才是开发人员更为关心

的，宽泛的漏洞修复建议所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开发人员没能有效地

对漏洞进行正确修复。

例如某网站存在存储型跨站脚本攻击漏洞，渗透测试人员进行

了测试，找到威胁点并提供了特殊字符过滤的漏洞修复方案。开发

人员仿佛明白了漏洞原理，他在前台 JavaScript 脚本增加了过滤程

序，对部分特殊字符及标签进行过滤处理，结果漏洞并没有有效的

修复。

其实开发人员更需要一个有效的、详实的、合理的漏洞修复代

码段或过滤函数，也许并不只是漏洞修复建议这么简单。

2.2 安全编码参考需积累

好的代码应该像宝石一样被妥善保存，有经验的开发人员都是

宝石的收集者，一旦有需要，他们能够直接复用之前保存的代码段甚

至整个功能模块。安全功能类参考代码也是如此，一个成熟的过滤

程序或是安全处理机制都能够极大地提高产品的安全性，有效地避

免安全威胁，并在类似功能开发及功能扩展时帮助缺乏安全经验的

开发人员提高安全防护水平。

一些企业已经着手制定自己的安全开发框架，随着安全开发框

架的不断更新和完善，产品也会有更为坚固的防护壁垒。

三、安全开发参考介绍

Web 应用程序安全开发参考是以攻防视角提供代码级别安全开

针对上述两个场景，我们需要思索：到底开发人员需要什么样

帮助？一眼就能看完的安全建议，背后是开发人员大量的知识搜索与

消化和转化成代码的时间消耗。何解？这就是本文编制目的：提出一

个实用的“Web 应用程序安全开发参考”思路。 

二、安全开发参考缘由

站在安全服务团队角度，大多数情况下，安全评估及测试工作

提供的漏洞解决方案并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另外在设计安全功能、

指导 Web 应用系统安全开发的过程中，安全服务团队提供的《安全

编码规范》更多地是针对程序语法，对于业务逻辑及常见的功能点

安全性的帮助有限，而《Web 应用程序安全开发参考》则可为开发

人员提供更多更实用的帮助。

站在开发人员角度其实需要更多的指导，尤其是在安全方面。

国内的软件开发行业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但无论是开发人员、项目

还是产品，总摆脱不了“速成”的标签。经验丰富的开发人员更多的

做了项目经理、需求设计专家和框架开发人员，而真正还在写功能

代码的往往不具备丰富的安全开发经验。

2.1宽泛的漏洞修复建议

一些缺乏安全经验的开发人员见到宽泛的漏洞修复建议总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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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参考，使开发人员了解什么样的代码才能够进行有效的漏洞防护。

3.1 与其他安全工作关系

Web 应用程序安全开发参考可以理解为一个工具，它对于 Web

应用系统开发、Web 应用程序加固、安全测试、源代码审计及漏

洞修复都有指导和参考的作用。而通过不断的积累和更新，也能使

Web 应用程序安全开发参考更加完善，能够应对更多的安全漏洞，

覆盖更多的功能模块。

下图展示了Web应用程序安全开发参考与其他安全工作的关系。

3.2 安全开发参考结构

Web 应用程序安全开发参考分为两部分，Web 应用程序安全开

发实例和常见 Web 应用漏洞加固两部分。Web 应用程序安全开发

实例部分为开发人员提供了与安全相关的源代码参考，而常见 Web

应用漏洞加固部分则提供了一些常见安全漏洞的加固方案，这些漏

洞都是与开发框架相关的。

Web 应用程序开发实例分为通用模块、Web 应用系统常见威胁

和常见 Web 应用系统功能模块三部分：

• 通用模块部分对登录、权限控制、验证码、注销等常见功能

进行安全分析，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威胁，并提供代码参考。

•Web 应用系统常见威胁部分分析了常见 Web 应用安全漏洞可

能涉及的功能点，并通过代码样例详尽地描述漏洞防护及修复方案。

•常见 Web 应用系统功能模块部分收集了 Web 应用系统常见功

能的最佳编码实践，能够帮助开发人员优化代码结构，提高功能安

全性。

常见 Web 应用漏洞加固部分提供了部分开发框架安全配置的代

码描述及常见框架类安全漏洞的正确配置及修复方案。

四、参考代码实例展示

安全开发参考代码的描述包括应用场景、代码说明和代码参考

三部分：应用场景描述此部分代码建议使用在哪些功能模块或控制

机制上，便于使用者快速定位 ；代码说明将对核心代码进行说明，

帮助使用者理解代码精髓；代码参考为具体的代码实现。本章节将

展示部分可参考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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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通用模块之会话管理

4.1.1 会话固定避免

在登录验证成功后，通过重置 SessionID，失效处理匿名登录 SessionID，这样可以避

免使用预置的 SessionID 进行会话固定攻击。

应用场景：

网站登录模块

代码说明：

使 用 request.getSession().invalidate() 方 法 使 匿 名 session 失 效， 重 新 生 成

SessionID 避免会话固定攻击。

代码参考：

4.1.2 会话失效时间

会话失效时间过长会增加服务器资源消耗和会话劫持的风险，设置合理的会话失效时

间可提高服务器性能和安全水平。

应用场景：

会话使用场景

代码说明：

ession.setMaxInactiveInterval() 方

法用户设置会话失效时间，单位为“秒”；

tomcat 的 web.xml 配置方式时间单位为：

“分钟”。

代码参考：

4.1.3 越权访问与操作

越权访问与操作漏洞可通过会话机制

进行防护，存在权限差异的网站功能在返

回数据到客户端用户时，应基于会话进行数

据返回。客户端登录成功后，应将客户端身

份标识 UserID（假设参数）保存在服务器

端的会话中，在后续的交互中，依据客户端

cookie 中的会话 ID( 即 JSESSIONID) 在服

 // 设置 Session 对象的最长不活动间隔

 session.setMaxInactiveInterval(30);

//tomcat 通过 web.xml 配置文件实现

<session-config>

<session-timeout>30</session-timeout>

</session-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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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会话中查找身份标识 UserID，进行数据库查询后返回 UserID

对应数据。

采用会话机制的关键有两点：

1.创建会话时，要将客户端用户的关键信息保存在服务器端会

话中；

2. 返回数据时，不以依赖客户端传递的变量为身份标识。

适用场景：

存在权限差异的功能都有越权查看和操作的风险，列举典型的

攻击场景如下：

1. 未登录状态下越权访问其他 URL 路径。

2.网上银行用户A可越权查看用户B的账单或信用卡消费记录。      

3.网上银行用户A可使用用户 B 的借记卡来还用户A 的信用卡。

4. 电子商城用户 A 可越权查看用户 B 的订单详情和收货地址

信息。

5. 审批系统中低审批权限审批员 A 可越权审批总经理权限的申

请单。

代码说明：

代码采用 Java 过滤器技术，对 /pages下所有 URL 进行登录

状态检查，通过 session.getAttribute() 方法从 session 中获取登录

成功时存入 session 中的身份标识，判断客户端传递过来的身份标

识是否与 session 中保存的一致，不一致则跳转到登录页面。关键

代码如下：

代码参考

// 从 session 里取的用户名信息

String username = (String) session.getAttribute("userID");

//getAttribute 中变量根据实际变量传入。

// 判断如果没有取到用户信息 , 就跳转到登录页面

if ((username == null) || "".equals(username)) {

// 跳转到登录页面

res.sendRedirect("http://" + req.getHeader("Host") +"/login_oa.jsp");} 

else {

// 已经登录 , 继续此次请求

chain.doFilter(req, res); }}

<filter>
<filter-name>SessionFilter</filter-name> 
<filter-class>com.nsfocus.frame.filter.SessionFilter</filter-class>
</filter>
<filter-mapping>
<filter-name>SessionFilter</filter-name>
<url-pattern>/pages/*</url-pattern>
</filter-mapping>
<fil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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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常见威胁之 SQL 注入

4.2.1 SQL 注入攻击

SQL 注入攻击就是通过把 SQL 命令插入到 Web 表单递交或输

入域名或页面请求的查询字符串，最终达到欺骗服务器执行恶意的

SQL命令。如果 SQL 注入成功，攻击者可以获取系统数据库的信息，

可以修改删除数据库，还可能获取执行命令的权限，进而完全控制

服务器。

应用场景：

任何涉及数据库连接的功能点，如用户登录、查询、数据修改、

删除等功能。

代码参考（代码说明分节体现）：

(1) 通过参数化查询方式进行 SQL 注入攻击防护。

package com.nsfocus.frame.filter;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javax.servlet.Filter;
import javax.servlet.FilterChain;
import javax.servlet.FilterConfig;
import javax.servlet.ServletException;
import javax.servlet.ServletRequest;
import javax.servlet.ServletResponse;
import 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quest;
import 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sponse;
import javax.servlet.http.HttpSession;
public class SessionFilter implements Filter {public void
 init(FilterConfig filterConfig) throws ServletException 
{}
    public void doFilter(ServletRequest request, ServletResponse
 response,FilterChain chain) throws IOException, ServletException {
    HttpServletRequest req = (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
    HttpServletResponse res = (HttpServletResponse) response;
    HttpSession session = req.getSession(true);
        // 从 session 里取的用户名信息
       String username = (String) session.getAttribute("userID");
       //getAttribute 中变量根据实际变量传入。
        // 判断如果没有取到用户信息 , 就跳转到登陆页面          
       if ((username == null) || "".equals(username)) {
       // 跳转到登陆页面
       res.sendRedirect("http://" + req.getHeader("Host")
 +"/login_oa.jsp");} 
       else {
       // 已经登陆 , 继续此次请求
       chain.doFilter(req, res);        }    }
    public void destroy() {    }
    }

using (SqlConnection conn = new SqlConnection(connectionString))
{
        conn.Open();
        SqlCommand comm = new SqlCommand();
        comm.Connection = conn;
        // 为每一条数据添加一个参数

     comm.CommandText = "select COUNT(*) from Users where 
Password = @Password and UserName = @UserName";
        comm.Parameters.AddRange(
        new SqlParameter[]{
 new SqlParameter("@Password", SqlDbType.VarChar) { 
Value = password},
            new SqlParameter("@UserName", SqlDbType.
VarChar) { Value = userName},});
        comm.ExecuteNonQuery();
       }

       // 以“?”等位符进行参数化查询

      PreparedStatement pstmt = con.prepareStatement("select * from t
able where name = ?");
pstmt.setString(1, para);
ResultSet rs = pstmt.executeQuery();

(2) 使用 MyBatis 技术，通过 Mapper.xml 文件定义 SQL 语句

进行 SQL 注入攻击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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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per namespace="TestUser">// 命名空间

<select id="getById" parameterType="java.lang.String"

               resultMap="TestFlowResult">

               select

               <include refid="TestFlowColumns" />

               <![CDATA[

                      from TEST_TABLE

                      where

                             INSPECT_ID = #{id} 

               ]]>

</select>

</mapper>

// 在编写 mybatis 的映射语句时，尽量采用“#{xxx}”这样的格式。若不

得不使用“${xxx}”这样的参数，要手工地做好过滤工作，来防止 sql 注

入攻击。

<?php
// create a new curl resource
$ch = curl_init();
// set URL and other appropriate options
curl_setopt($ch, CURLOPT_URL, “http://www.google.nl/”);
// grab URL and pass it to the browser
curl_exec($ch);
// close curl resource, and free up system resources
curl_close($ch);
?>

(3) 在 SQL 语句提交数据库查询前使用特殊字符过滤程序防护

SQL 注入攻击。

4.3 漏洞加固之 PHP 基础安全

4.3.1 allow_url_fopen 设置

allow_url_fopen 是 PHP 的一个特性，它可以打开远程 http 或

ftp 的文件。这个特性在发生文件包含漏洞的时候容易带来一些安全

问题，所以如果不是必要关闭这个选项。

应用场景：

PHP 开发网站

代码说明：

当应用程序需要远程读取某些资源时，如果设置 allow_url_

fopen=OFF，则应用程序就没有办法实现远程读取。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使用 curl_init 模块实现远程读取。

代码参考：

五、总结

Web 应用程序安全开发参考能够为开发及安全测试人员提供更

直接的帮助，而安全开发参考也需要开发人员不断动态完善。其实

无论是安全公司还是企业都可以借鉴这个思路，将优秀的安全代码

积累起来，合理地应用到安全开发和其他安全工作上，提升企业的

安全防护水平，提升最终用户的满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