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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早
在 1988 年，Norm Hardy 发布了第一篇关于跨站点请求伪造

（Cross-Site Request Forgery ，简称 CSRF）漏洞最初描

述的文章，把其描述为一个应用程序级别的信任问题，并称之为 “混

淆责任（confused deputy）”。到 2000 年，在 bugtraq 有一篇文章

解释了 ZOPE（一个开放源代码的 Web 应用服务器）是怎样被一个 

“混淆责任”的 Web 问题所影响，这个问题正是今天定义的 CSRF

漏洞。在后来的 2001 年，Peter Watkins 也在 bugtraq 的邮件列

表条目里专门设置了CSRF 术语，用以回应另一个称为“允许用户

POST 图片的危害”的问题。

CSRF 这种需要利用一定社会工程技巧以达到伪造效果的漏洞，

随着 Web 优秀的交互体验技术的发展，例如 Web 2.0、HTML 5 等，

利用变得更加简单和有效，也越来越被黑客所青睐。从CVE 漏洞库

检索到（如图 1）CSRF 漏洞数在 2008 年达到一个高峰后（258 个），

逐步平稳在 90 以下，但在 2012 年又出现了一个小高潮（153 个），

从数据可看到这种漏洞尚处于不规则发生期，同时，随着 Web 应

用快速的发展，这种漏洞也存在着潜在爆发的可能。因此，也可以

看到国际 OWASP 组织（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

在 2007 年首次把 CSRF 漏洞收入到其 TOP10 漏洞后，在最新的

2013 年 TOP10 漏洞中仍将其继续收入。

同时，CVE 收录的 CSRF 漏洞大多是基于已知 Web 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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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2~2013 年 CVE 收录 CSRF 漏洞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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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网站中的 Web 应用系统而言，通常是根据不同业务目标进行

了定制化开发，因此对于这些非已知或者说是定制化系统而言，同

样存在 CSRF 漏洞，例如国内某著名第三方漏洞发布平台就发布了

不少这样的存在 CSRF 漏洞的网站。

二、 CSRF 漏洞定义

首先来看看 CSRF 漏洞的定义，WIKIPEDIA 对其的定义

为 ：Cross-site request forgery, also known as a one-click 

attack or session riding and abbreviated as CSRF (sometimes 

pronounced sea-surf) or XSRF, is a type of malicious exploit of a 

website whereby unauthorized commands are transmitted from 

a user that the website trusts. Unlike cross-site scripting (XSS), 

which exploits the trust a user has for a particular site, CSRF 

exploits the trust that a site has in a user's browser[2]。

OWASP 对 其 的 定 义 为：CSRF is an attack which forces 

an end user to execute unwanted actions on a web application 

in which he/she is currently authenticated. With a little help of 

social engineering (like sending a link via email/chat), an attacker 

may force the users of a web application to execute actions 

of the attacker's choosing. A successful CSRF exploit can 

compromise end user data and operation in case of normal user. 

If the targeted end user is the administrator account, this can 

compromise the entire web application[3]。

CWE 对其的定义为：The web application does not, or can 

not, sufficiently verify whether a well-formed, valid, consistent 

request was intentionally provided by the user who submitted 

the request. When a web server is designed to receive a request 

from a client without any mechanism for verifying that it was 

intentionally sent, then it might be possible for an attacker to trick 

a client into making an unintentional request to the web server 

which will be treated as an authentic request. This can be done 

via a URL, image load, XMLHttpRequest, etc. and can result in 

exposure of data or unintended code execution[4]。

从这三个定义可以看到，CSRF 漏洞主要具备了以下两个特性：

1.受信任的用户被非受信任的用户利用对目标站点进行了非本意

的伪造的请求；

2. 这种请求是跨站点的。

它与跨站脚本漏洞（XSS）的主要区别在于：XSS 漏洞利用的

是站点对某个用户的信任，而 CSRF 漏洞利用的是站点对用户浏览

器的信任，信任对象的不同，一个是用户本身，一个是浏览器。

三、 CSRF 漏洞原理及危害

从CSRF 漏洞定义可以看到，通过利用这个漏洞可以诱使受信

任的用户在目标网站进行未经授权的操作，包括以受信任用户的名

义发送邮件、发送消息、更改资料、获取账号信息、实现虚拟货币

转账、以及现在流行的刷粉丝等未经授权的操作，从而造成个人隐

私泄露、信息篡改、财产损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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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如何利用 CSRF 漏洞造成这些危害的呢？下面从几个典

型的漏洞利用方式进行逐一阐述。

3.1 GET 方式 CSRF 漏洞利用

GET 请求方式的 CSRF 漏洞利用可参考图 2。

攻击者 B 发送给用户 A 的链接可如下所示：

图 2 GET 方式 CSRF 漏洞利用

http://www.XXXX.com/addfriends.php?user_id=11223344

此链接中 user_id 的值就是攻击者 B 在社交网站 C 中的惟一身份

表示 ID。当用户 A 打开此链接时，用户 A 就带上它的 Cookie 发送了

一个 GET 请求，这时服务器认为这次请求是用户A 发送的正常请求，

于是效果就是用户A 成功添加攻击者 B为好友，成为攻击者 B 的粉丝。

对于一些看似需要 POST 方式才能起作用的 Web 应用，如果

尝试把 POST 改成 GET，往往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3.2 POST 方式 CSRF 漏洞利用

POST 请求方式的 CSRF 漏洞利用可参考图 3。

图 3 POST 方式 CSRF 漏洞利用

如图 2 所示，用户 A 现在登录了社交网站 C，每次访问 C 时浏

览器都会自动带上A 登录时留下的 Cookie。现在社交网站 C 存在

CSRF 漏洞，攻击者 B 给用户 A 发送了一个链接，或者攻击者 B 在

网站上给用户 A 留了个言，内容就是本条链接。而此攻击链接的目的

就是添加攻击者 B 为用户 A 的好友，或者是说用户 A 成为了攻击者

B 的粉丝。当用户 A 打开此恶意链接时，用户 A 就添加了攻击者 B

为好友，成为攻击者 B 的粉丝，这样就可以达到了刷粉丝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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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 所示，存在 CSRF 漏洞的网站是 WebA，当用户 C 登

录了 WebA，并且没有登出。此时无论因为什么诱惑或者其他原

因，用户 C 访问了攻击站点 WebB，攻击站点 WebB 的内容就是发

送一个 POST 请求到 WebA。于是攻击站点 WebB 在此时要访问

WebA，攻击站点 WebB 发出了一个带有用户 C 在 WebA 的登录凭

证 Cookie，WebA 服务器收到这个请求后，认为这是用户 C 发送

的正常请求，于是就以用户 C 的身份处理了此次请求。

当用户 C 现在登录着社交网站 WebA，由于此社交网站 WebA

某处有 CSRF 漏洞。这个 CSRF 请求必须是 POST 的，于是攻击

者在其攻击站点 WebB上构造好了一个页面，此页面会发送 POST

请求到社交网站 WebA，内容是添加攻击者为好友。

请求内容如下：

POST /addfriends.php HTTP/1.1

uid=【粉丝 id】&aid=【关注的对象 id】&name=【可以不填】&is_follower=【可以不填】

当用户 C 在登录着社交网站 WebA 的同时访问了攻击者的网

站 WebB，这时就会发送一个请求到 WebA。由于此请求带有用户

C 当前的 Cookie，于是社交网站 WebA 认为此请求是用户 C 发的，

服务器 WebA 正常处理了此请求，结果就是添加了攻击者为好友，

成为了攻击者的粉丝。

上面的过程就是利用 POST的请求方式完成了一次 CSRF 攻击。

这些请求都是在没有判断请求来源、没有设置同源策略的前提下进

行的。因为你的 POST 大多会放到攻击者自己能控制的非目标域空

间下，这样就需要进行跨域请求了。

3.3 利用 CSRF 漏洞形成 CSRF 蠕虫

把 CSRF 蠕虫单独列出来进行说明，主要是因为其影响大、传

播广，利用方式可参见图 4。

图 4 利用 CSRF 漏洞形成 CSRF 蠕虫

CSRF 蠕虫可以理解成能快速自动传播的多个单次 CSRF 攻

击。当受害者触发了CSRF 后，此次攻击还会因为受害者的此次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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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操作继续传播到其他用户，然后不断继续下去，攻击和影响更多

的受害者。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进行说明，如图 4 所示，当受害者 A 登录了

某存在 CSRF 漏洞的社交网站，一直没有登出，发现自己有一条私

信，内容很诱惑，不小心 A 点击了这个私信里面的链接，这个链接

的内容就是遍历 A 的好友列表，并给每一个 A 的好友都发送一条私

信，内容相同，并且自动发送一条动态，于是这个 CSRF 蠕虫就开

始传播了。当 A 的好友发现自己有私信时，进行了与 A 同样的操作，

这样 CSRF 蠕虫就自动传播下去了。

上面的例子中，首先此社交网站必须存在 CSRF 漏洞，然后找

到 CSRF 的利用点，如发私信、发动态等，而且最好有跨域请求，

这样才能保证这个 CSRF 蠕虫要进行的动作能顺利进行，也就是

CSRF 蠕虫传播的可能性。下面就是这个蠕虫的传播性了。和单次

CSRF 攻击相比，蠕虫必须能自动传播下去，这就必须有用户群的

驱动，而为了区分用户群，必须要每一个用户的惟一标识了，如用户

的 user_id 等，这样就能不断传播下去。

3.4 小结

从上面的 GET、POST 方式和形成蠕虫原理可以看出，要完成

一次 CSRF 攻击，受害者一般需要依次完成以下两个步骤：

1.登录受信任网站 A，并在本地生成 Cookie。

2. 在不登出 A 的情况下，访问危险网站 B（或者访问了存在攻

击行为的链接）。

虽然说可以尽量减少以上操作来避免 CSRF 攻击，但由于互联

网易用、开放等特性，往往很难做到，比如：

1．用户往往不会在登录了一个网站后，不再打开一个 tab页面

并访问另外的网站。

2．用户往往在关闭浏览器了后，不能保证本地的 Cookie 立刻

过期，使上次的会话结束。

3．用户有时也会因为判断的原因，而去点击看起来很可信的链

接，进而访问了危险页面。 

因此 CSRF 漏洞也一直困扰着网站安全运维人员，如何通过

自动化检测工具准确地检测出网站的 CSRF 漏洞成为其亟待解决

的问题。

四、 CSRF 漏洞检测技术探讨

就 CSRF 漏洞检测技术而言，没有一种特别合适的检测方法，

类似于 SQL 注入、XSS 的检测方式，普遍采用的方法可以看成是一

种“反证法”，从检验防御效果的角度来进行检测。

这类的方法一般包括了以下几种：

方法一，通过修改检测报文的 Referer 值，比较修改前后两次

检测的响应内容是否相同或者相近。如果相同或者相近，则认为有

可能存在 CSRF 漏洞。

方法二，使用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网站两次，相互替换两

次生成的 sessionid，再请求同一个链接，查看替换前后的两次请

求响应内容是否相同或者相近。如果相同或相近，则认为可能存在

CSRF。

方法三，在结合前两种检测方式的基础上，再增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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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domain.xml 的检测，检查 allow-access-from 是否设置为 *。如果满足这三点，则认

为可能存在 CSRF。

方法四，在对目标发送请求时，先后连续发送两次请求，看两次请求的内容以及连续请

求的响应是否一致。如果请求内容一致，响应也一致，则认为可能存在 CSRF。

方法五，在同域名、同身份的情况下，如果某个 POST 的请求在变成 GET 请求发送后，

返回的响应内容与 POST 请求本身返回的响应内容相同，则认为可能存在 CSRF。

这五种方法的优缺点如表 1。

表 1 CSRF 五种检测方法优缺点分析

方法 优点 缺点

方法一 使用简单 误报率较高

方法二 准确性较高 登录时容易受限于验证码

方法三 准确性高 当前域情况下容易漏报

方法四 使用简单 误报率较高

方法五 在当前域下，准确性较高 误报率较高

当然，现有检测技术仍有不少的局限性，比如以下几点： 

1. 检测规则太少，响应内容对比相似度无标准，会出现大量的误报。

2. 对登录界面的要求太过苛刻，容易受限于验证码。

3. 在同域和跨域检测方法上，实现难易程度不统一。

4. 自动检测结果和手工实际场景攻击检测结果无法一一对应，导致无法判断是插件漏报

还是误报，从而影响对插件规则进行修改和完善。

通过对类似于 DVWA、OWASP 等测试平台的分析，试图从这些局限性出发，找到一

些新的解决方案，具体方法如下：

方法一：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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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5 所示：

第一步，为了避免出现误报，对当前页

面或者链接以及 POST 表单中是否存在验

证码，通过关键字等进行一个简单的判断。

有验证码则退出，否则进行下一步。

第二步，如果当前链接的参数或者

POST 表单数据以及 Cookie 中存在类似

Token、formhash 等参数，或者两次相

同的请求，请求内容以及响应内容不一致，

则该站点可能对 CSRF 做了防御或者预

防措施（但是会有漏报出现），认为当前链

接不存在 CSRF 漏洞，退出，否则进入

下一步。

第三步，替换 Referer，判断两次请求

的响应内容是否相同或者相近，如果不同，

则站点可能已经对 CSRF 做了防御（但是会

有漏报出现），退出，否则进行下一步。

第四步，去掉 Cookie 或者修改 Cookie

值（可能会有漏报出现），判断两次请求的响

应内容是否相同或者相近，如果不同，则说

明此链接的访问受 Cookie 限制，因此判断

此链接可能存在 CSRF，进行下一步，否则

退出。

第五步，如果前面四个步骤都没有退出，

到这里则认为该站点或者此链接可能存在

CSRF 漏洞。

方法二： 

图 6

如图 6 所示，根据平时在实际场景中对

CSRF 漏洞进行检测的方法和判断标准，提

出以下方法：

第一步，为了避免出现误报，对当前页

面或者链接以及 POST 表单中是否存在验

证码，通过关键字等进行一个简单的判断。

有验证码则退出，否则进行下一步。

第二步，如果当前链接的参数或者

POST 表单数据以及 Cookie 中存在类似

Token、formhash 等参数，或者两次相同

的请求，请求内容以及响应内容不一致，则

该站点可能对 CSRF做了防御或者预防措施

（但是会有漏报出现），认为当前链接不存在

CSRF 漏洞，退出，否则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在登录状态下，把每次的

POST 请求都变成 GET 请求，在发送变

型后的 GET 请求的同时，修改或者替换

Referer 的值为非当前域的值，如果此 GET

请求返回的响应内容与 POST 请求本身返回

的响应内容不相同或者不相近，则认为不存

在 CSRF，退出，否则进入下一步。

第四步，如果上面三个步骤都没有退出，

到这里则认为此站点或者此链接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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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F 漏洞。

方法三：

图 7

POST 型，它们的参数和两次请求的响应结果相同。

然后通过对这些知识的分析，以获取到疑似有 CSRF 漏洞的链

接和参数，再把对应的 URL 链接和请求参数等交给扫描器，通过第

一种和第二种方法，使用这些知识进一步进行 CSRF 的探测，从而

判断是否存在 CSRF 漏洞。

五、 结束语

CSRF 漏洞的检测和其他 Web 安全漏洞不同，因其形成原因的

特殊性，给自动化工具进行检测时带来了挑战，本文也试图通过对

多种检测方法的分析、比较，结合准确性、速度等因素给出了其他的

一些检测思路。

限于笔者学识和所掌握信息，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请各位

读者明察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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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7 所示，通过网站的 LOG 日志，或者 WAF 设备捕获的一

些疑似 CSRF 的知识，这些知识包括：

第一种内容：两条相同的 URL 请求，两次请求的响应结果相同，

但是它们的 Referer 不同（非同域名）。

第二种内容：两条相同的 URL 请求，两次请求的响应结果相同，

但是它们的 Cookie 不同或者 Cookie 中的 Sessionid 不同。

第三种内容：两条相同的 URL 请求，一个是 GET 型，一个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