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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密？木马？如何保障政府网络安全
行业技术部  何财发

安全事件现象

以
下两起案例，是近期发生的真实泄

密事件，都属于典型的由木马病毒

造成的无意识泄密事件。

引发的危害

  摘要 : 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政府电子政务建设，各部门、各系统都在积极推进网上办公，以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为公众提供

服务 ; 由于互联网存在诸多安全隐患，近期政府内部无意识泄密事件日渐增多，大多是由于木马防控不严、外设 U 盘使用不当、非法外联

造成的，内网的安全管理成了政府网络管理人员的难解之题 ; 本文力图从办公电脑和网络出口两方面入手，给大家提供构建木马防控体系

的思路，杜绝无意识泄密事件，建设安全的内网使用环境。

    关键词 : 泄密  互联网  木马  U 盘  非法外联  木马控免体系  内网安全管理系统  安全网关

  小刘是某机关一名干部，平时好学上进，

表现突出，被组织上定为政工干部培养苗子。

2006 年经组织推荐，小刘被送政工班培训。

去学习前，小刘特意将自己平时在机关撰写

的计划、总结等涉密资料存入U 盘，准备在

学习期间进行学术交流。学习期间，小刘多

次上网查阅资料，并用该 U 盘下载参考资料。

在此过程中，“轮渡”木马病毒自动驻存于

U 盘中，将小刘存储的涉密资料悉数“盗”

入国际互联网。事后查明，小刘泄密的资料

达 32 份，他因此受到降职、降衔的严肃处理。

   董教授，是某大学知名教授，平时工

作兢兢业业，经常加班加点在家备课。由于

需要查阅资料，他家中的电脑接入了国际互

联网。董教授白天在办公室办公电脑上工作，

晚上在家用个人电脑工作，经常用 U 盘将未

完成的工作内容在两个电脑间相互拷贝。自

2005 年以来，董教授办公电脑内的二百多

份文件资料竟鬼使神差般地“跑”进了互联网，

造成重大泄密。经上级保密委员会审查鉴定，

涉密文件资料达三十多份，董教授受到降职、

降衔、降职称的严肃处理。

  由于在日常工作中，部分公职人员想在

因特网上进行数据查询，贪图方便，经常使

用 U 盘在两个不同的电脑间拷贝文件，或者

就在涉密网终端上通过拨号、无线上网等的

方式，访问因特网。如果某职员在浏览网页

时，访问了某个网站，而这个网站正好被黑

客攻击了，网页被挂马。木马利用“自动下

载技术”，在该职员在未察觉的情况下潜入了

用户电脑、移动硬盘、U 盘。

  目前，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移动存储介

质的种类日趋多样，软盘、U 盘、移动硬盘、

MP3、MP4、数码相机、记忆棒等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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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原理

的应用十分广泛，移动存储设备在为我们的

工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

信息安全保密隐患，大大增加了保密管理的

难度。特别是 U 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

的工作中。由于其便于携带、方便存取，不

少人用它私自下载和保存涉密文件，非法拷

贝现象难以控制 ; 还有的人将工作 U 盘带回

家中，甚至带着涉密的 U 盘逛街、访友，一

旦丢失，损失巨大。除了这些泄密隐患外，

U 盘一旦被植入病毒，特别是木马病毒后，

如果接入涉密计算机，我们的涉密文件就会

在不知不觉中被别有用心者窃取。

  工作秘密的泄露会使政府机关工作遭受

损失，带来不必要的被动 ; 国家秘密的泄露

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到严重损害 ; 而泄

密者受到降职、降衔的严肃处理，上文中提

到的小刘和董教授由于安全意识薄弱，或单

位技术保障不到位，多年业绩毁于一旦，实

在是可惜之至。亡羊补牢，新时代里已是悔

之晚矣！

  据 CNCERT/CC 监测报告 : 2009 年 4

月 1 日至 30 日，CNCERT/CC 对当前流行

的木马程序的活动状况进行了抽样监测，发

现我国大陆地区 18,855 个 IP 地址对应的

主机被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木马程序秘密控

制，比 3 月的 18,738 个增长 0.62%，其分

布最多的地区分别为浙江省（9.40%）、北京

市（9.05%）和广东省（8.71%）。境外控制

者来自 6,400 个 IP 地址，主要来自美国和

我国台湾地区，安全形势极为严峻。

  特洛伊木马，英文叫做“Trojan horse”，

原指古希腊士兵藏在木马内进入敌方城市从

而占领敌方城市的故事。古希腊传说，特洛

伊王子帕里斯访问希腊，诱走了王后海伦，

希腊人因此远征特洛伊。围攻 9 年后，到第

10 年，希腊将领奥德修斯献了一计，就是把

一批勇士埋伏在一匹巨大的木马腹内，放在

城外后，佯作退兵。特洛伊人以为敌兵已退，

就把木马作为战利品搬入城中。到了夜间，

埋伏在木马中的勇士跳出来，打开了城门，

希腊将士一拥而入攻下了城池。后来，人们

在写文章时就常用“特洛伊木马”这一典故，

用来比喻在敌方营垒里埋下伏兵里应外合的

活动。在 Internet上，“木马”指一类小的应

用软件，这个软件表面上是一个邮件的附件、

一个游戏、一张图片，但其中包含了对使用

者造成危害的功能，如 : 控制用户的计算机

系统，泄密，窃取网银或游戏账号，有可能

造成用户的系统被破坏甚至瘫痪。

  一般的木马程序都包括客户端和服务端

两个程序，其中客户端是用于攻击者远程控

制植入木马的机器，服务器端程序即是木马

程序 ; 攻击者要做的第一步是要把木马的服

务器端程序植入到你的电脑里面。 

  目前木马入侵的主要途径有邮件附件、

下载软件、网页挂马、U 盘自动执行、msn

或 QQ 文件传送等，然后通过一定的提示故

意误导用户打开执行文件，比如某天你在上

网时，突然 msn 弹出个窗口，有个朋友给

你发了条短消息“KAN WO DE ZHAOPIAN   

”（看我的照片），并随后发送一个 zip 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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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包，如 photo.rar 请你接收 ; 你以为是

好友发过来的照片文件，一旦点击就会中招，

木马已经悄悄在你的后台运行，之后向你的

msn 好友列表大肆滥发消息传播，中毒的机

器还会在你的电脑上留有后门，可供黑客远

程控制。一般的木马执行文件非常小，大部

分都是几 K 到几十 K，如果把木马捆绑到其

他正常文件上，你很难发现，所以，有一些

网站提供的软件下载往往是捆绑了木马文件

的，你执行这些下载的文件，也同时运行了

木马。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来通

过对互联网监测发现，很多计算机用户受到

一些恶意木马程序的威胁。目前，恶意木马

程序有以下几个特点 :（1）恶意木马会利用

系统漏洞或第三方软件漏洞进行传播感染，

（2）恶意木马传播途径大部分会采用网页挂

马的形式，（3）恶意木马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和破坏力。

  木马具有多种特性，典型的有 : 隐蔽性、

自动运行性、自动恢复功能、能自动打开特

别的端口、包含具有未公开并且可能产生危

险后果的功能程序等。

  典型的“轮渡”木马，其程序的特征是 :

在移动 U 盘内驻存隐藏文件 AutoRun.Inf 和

sys.exe，当该移动 U 盘接入 A 电脑时，病

毒程序自动运行，将 A 电脑内的涉密文档下

载并打包保存在隐藏文件中，当该移动 U 盘

插入 B 电脑时，就会将从 A 电脑中下载的文

构建木马控免体系

  根据用户的安全需求及当前的安全形

势，建议在政府内部办公网构建木马控免体

系，后图所示，从办公电脑和网络出口两方

面入手，在办公电脑上安装内网安全管理系

统代理，在网络出口部署安全网关，在木马

件传入到 B 电脑。这样，如果是移动 U 盘

在内网中使用，就有可能造成加密文档在内

网不同电脑间的传播 ; 如果将移动 U 盘插入

外网电脑，加密文档就可能通过互联网，被

窃密者远程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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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过程中可能的关键点上，进行有效防护和控制 ;

  （1）首先确保办公电脑安全，对受控的内网办公电脑进行基线

安全检查，对不满足基线安全要求的办公电脑通过内网安全管理系

统和补丁系统、杀毒软件联动，主动进行补丁更新、病毒库升级，防

止办公电脑自身存在安全漏洞被木马、病毒利用 ; 利用内网安全管

理系统的主机入侵保护、主机防火墙、防 ARP 木马欺骗等功能保护

政府办公电脑，防止木马入侵及木马传播等 ; 近来网页挂马愈演愈烈，

内网安全管理系统的网页防挂马可以防止用户在用 IE 浏览网页时系

统被悄无声息地注入木马。

  （2）对办公电脑应用系统的防护也是很重要的，通过软件名称

关键字监控指定软件的安装使用行为，对非法安装使用的软件实时

监控并告警 ; 一旦发现木马入侵运行即可及时通知管理员进行处理 ;

利用内网安全管理系统中终端审计功能，包括文件、系统、日志三部分，

系统一旦发现内部员工违规操作、越权访问等行为，能及时报警 ;

  （3）控制 U 盘、移动硬盘、光驱等外设的使用，管理员可以对

USB 外设进行注册授权认证，注册认证过的 USB 外设才可以在内

网使用，而加密的 U 盘则无法在别的电脑上打开，这样能有效地管

理控制 USB 外设滥用行为 ; 在安全控制方面，系统能够对存放于 U

盘或光盘上的 Windows“自动播放”进行控制，防止 autorun 病毒

木马传播与扩散。

  （4）利用内网安全管理系统中的非法外联检测功能，管理内网

办公电脑的 modem、无线网卡使用，防止私自拨号上网，防止非法

外联泄密。

  （5）系统执行准入控制，设置准入的安全策略对接入设备进行

验证，保证认证通过的机器才能接入网络，防止存在安全隐患或未

经授权的机器接入内网，对第三方要求接入的设备都要进行木马、

病毒查杀。

  （6）网络出口安全是最后的防线，通过在政府网络出口及各委

办局接入网的网络出口部署安全网关，能够很好地控制不同网段的

访问，隔离互联网，防范黑客的攻击及木马、蠕虫等恶意软件入侵 ;

作为绿盟自主研发的两个产品，内网安全管理系统和安全网关可以实

现联动，可以实现在网关出口限制未安装代理软件终端对外网连接，

从而禁止非法终端通过网关出口泄露内网信息。

  据绿盟科技客户服务中心对用户回访报告显示，安装了内网安全

管理系统和安全网关的客户，内网安全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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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效应对目前常见的网页挂马、外设使用控制，杜绝了无意识泄密的

情况 ; 网络系统运行平稳，内部办公使用效率得以提高，用户满意

度也有较大提升。

  综上所述，政府木马控免解决方案从主机安全防护、应用软件

监控、外设访问控制、非法外联检测、安全准入控制、出口安全防

护等多个角度构建一套完整的木马控免体系 ; 通过技术手段保障内部

网络系统不受木马侵扰，安全管理制度有效落实在行动上，可以有

效斩断木马、病毒等恶意软件的传播，防止机密信息泄露。

  [1]  轮渡 木马病毒使他们不知不觉间泄密 http://bmj.hunan.

gov.cn/newsShow.aspx?newsTypeId=4&newsId=109

  [2] 绿盟内网安全管理系统产品白皮书

  [3] 绿盟安全网关产品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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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营销中心  张书嘉

  摘要 : 本文通过剖析电力单位信息系统的潜在安全隐患与短板，进而说明电力行业信息业务的关键防护重点，以及评价安全解决方案

之适用性的依据

  关键词 : 残余风险  适度保护  电力二次系统

伴
随着电力信息化需求程度的提高，业

务逻辑与流程体系对于信息系统的

依赖程度会不断增加，并不断推动信息价值

的显露和提升。电力企业信息安全保障工作

作为信息化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直接制约

着企业生产进程、行业的稳健发展，以及业

务核心的运行机密性、完整性与可用性。

  本文通过剖析电力单位信息系统的潜在

安全隐患与短板，进而说明电力行业信息业

务的关键防护重点，以及评价安全解决方案

之适用性的依据。

一 .  何谓残余风险

  残余风险是指主要来自于“已经采取安

全措施，且构建保障能力后，仍然可能存在

的风险”。通常此类风险短期内不易触发或

形成安全损失，且规避的难度和开销较高，

因而残余风险被认为是现阶段可接受的。此

类风险也包括无法预测，且对其发生条件和

后果难以克服的安全威胁或责任，包含如技

术局限、自然灾害、法规调整、组织机构变

故等。

  残余风险具有潜伏性，且具备风险因素

的基础性质，即随时间和环境变化而动态演

变、扩大和传播，对于暂时不可接受的风险，

可以在施加适当的控制措施后，继续对残余

风险给予评价，判断是否已经降低到可接受

的水平。作为风险管理的输入条件之一，残余

风险的评价可以依据组织风险评估的准则进

行，依此测量备选控制措施和已有的控制措

施对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的排除能力。某些风

险可能在选择了控制措施后仍具有触发条件和

危害性质，可以通过管理策略依据风险可接

受的原则，考虑是否接受此类风险或继续采

取消除和转移措施。同时，为确保备选控制

措施的有效性，可进行必要的再评估，以判

断实施控制措施后的残余风险的生存情况。

  残余隐患的若干性质 :

   在现有的安全防护能力下，仍具有触

发条件和危害性质 ;

   难以预测，且对于触发条件和后果不

容易克服的安全威胁 ;

    具有潜伏性，即随时间和环境变化而

动态演变、扩大和传播 ;

   规避残余隐患的技术难度、监管难度

电力信息系统的残余隐患
与适度化保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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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开销 ;

  电力系统残余隐患的防范必要性 :

   电力单位的 IT 业务敏感，关系国计民生，针对保密性和可用

性要求较高 ;

   残余隐患能够致使现有的安全措施不能发挥作用 ;

   残余隐患导致的安全事件难以追溯，或容易形成长期隐患 ;

   残余隐患虽然不易被安全建设者和运维人员发现，但容易被

攻击者发现 ;

    个别的残余隐患是非法入侵的捷径 ;

   残余隐患可依时间或环境变化而演变，可能影响到更多的系统、

数据、业务。

二 .  残余隐患的来源

  目前，电力企业的信息化基础与安全保障设施，正逐步趋于完善，

通过规划二次系统与管理信息系统的安全防护建设，已实现了特有

的防护控制和安全管理模式。

  事实上，现有措施最大程度地避免了风险，封锁了入侵途径 ; 但

残余隐患之所以出现，主要原因来自于如下几个方面 :

   以往的安全建设中尚未评测到的风险 ;

   基础建设时保留下来的风险，其自身发生了演变 ;

   新技术、新应用、新的攻击手段出现 ;

   信息系统升级、改造、系统的实用化运行而隐含的安全疏漏 ;

   弱保护状态的外来接入和第三方业务（电力交易等），为入

侵者提供了外部试探的条件 ;

    管理疏忽 : 个别环节的管理监管疏忽而导致的隐含安全漏洞。

三 .  电力信息系统的残余隐患与适度保护建议

  隐患与短板解析是对于电力行业现行安全设施的分析与评价，

意在发现暂时未能弥补的风险和安全疏漏的结论，以及电力行业信

息安全保障的共性问题。

  本结论关注大宗层面的电力信息系统安全隐患，部分电力单位

的防护设施与安全性指标较为强壮，部分则由于建设起步较晚等因

素，暂时或许存在下述短板。

  评价的依据包括资产的关键程度、损失影响、弱点的可利用性、

预计受威胁机率等。

1

安全与业务分离，责任与职能关联 评价

信息安全资产保障与责任认定的原则是 :安全与业务分离，责任与职

能关联。当安全防护与司法取证的职能由业务应用系统委任时，其将

承担“安全管理与运维的责任”，受其制约的单独或一组信息资产则受

信于此角色，未经法定审核 / 许可的安全功能会导致风险事件的责任

源头难以被约束和合法追溯。

由业务应用系统参与并承担法定安全机构的测评审查也是不恰当的。

★★

★★

2

密集型信息环境中缺乏纵深防御机制而导致的同质化防护短板 评价

范围 : 生产控制大区、管理信息大区

在电力信息系统环境中，所有参与核心业务、配置操作和数据交互

的信息设备需要接入交换链路，包括不同职能、不同安全等级的信

息系统和人员。当信息环境中缺乏针对上述对象的差异化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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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时，粗粒度的同质化防护措施将产生疏漏，并导致特定信息

系统的业务接口和流程成为渗透目标， 在触发较大规模的攻击事件

时，关键的信息资源不易及时的隔离控制和追溯痕迹。譬如，下游

厂站或外界用户接入本单位的生产控制大区时，则能够针对允许远

程匿名连接的 EMS 等系统实施入侵，而粗粒度的防护措施为此提

供了开放式的路由通讯和访问控制规则。置身关键业务资源于威胁

之中，此类入侵事件往往可以绕过现行安全措施，易构建后门且操

作痕迹不易追溯和认定。

总结 : 即缺乏面向信息资产和人员的合理安全区划，分级分域控制、

差异化风险控制机制是导致此短板的原因（多层次的防护与监测，

使某一层的安全防护缺陷被其它层次的防护能力补足）。

应对 : 面向信息资产进行合理安全区划，分级分域和差异化风险控

制 ; 以此构建多层次防护与监测机制，使某一层的安全缺陷被其它

层次的防护能力所补足。

★★

★★

★

3 

未经合法性鉴别的终端 PC 接入生产网络的隐患 评价

范围 : 生产控制大区、管理信息大区

在电力二次信息网络中，参与例行管理和系统运维的终端主机需

要接入交换链路，包括电力装置的控制终端和调度员终端等。当

交换环境缺乏针对接入终端的身份合法性鉴别机制时，将会允许

非法入侵者使用网络，并导致物理临近式攻击，主要体现为总线

/ 端口的流量被非法侦听和解析、数据窃取、信息失泄密、后门植

入以及绕过外围安全措施的本地化攻击等。置身关键业务资源于

威胁之中，当与社会工程攻击相结合时，安全事件的痕迹和司法责

任将难于追溯。

总结 : 即缺乏接入认证、流量保密、连接记录审计和风险管理机制

是导致此隐患的原因。

★★

★★

4

应对 : 强化网络接口的准入身份鉴别、流量保密，以及构建内联行

为的审计机制。非控制区 B/S 应用系统与生产管理区对公类应用的

WEB 渗透风险

评价

范围 : 非控制区、管理信息大区

在电力二次应用环境中，非控制区和管理信息大区部分应用模块允

许通过 B/S 模式提供服务，包括域内或纵向 WEB 通信，以及对公

报价和收费运营等。当 B/S 类业务系统缺乏入站流量的合法性判

断和必要的细粒度防护机制时，应用层渗透将成为最大的威胁，主

要体现为植入挂马、SQL 注入、跨站脚本、应用层 DDoS 攻击等。

这些安全隐患将直接威胁数据源，或致使 B/S 生产系统中断服务

或失泄密，SSL 技术提供信源身份的校验和双向信道保护，但对

公网络的真实信源身份不易鉴别，而被劫持的终端浏览器也能够提

交合法请求。置身关键应用资源于威胁之中，此类入侵事件往往可

以绕过管理员登录和外围安全防护措施，操作范围较自由，操作痕

迹易清除和伪造，易构建后门，难于追溯司法责任。

总结 : 即缺乏 B/S上下游的身份鉴别、流量保密、细粒度行为监控

与响应、审计取证与事件回放是导致此隐患的原因。

应对 : 强化针对 B/S 服务的细粒度威胁监测、主动阻断、审计追溯机制。

★★

★★

5

非法篡改电力对公发布信息的隐患 评价

范围 : 生产管理区、管理信息区

在电力二次对公网络中（电力企业数据网络 /Internet），包含面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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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信息发布 WEB 站点，诸如对公报价和调度中心 / 直调电厂的

三公调度信息发布等。当 WEB 系统缺乏代码语义加固和恶意 Http

请求过滤机制时，针对页面和后台数据源的非法渗透将成为最大威

胁，主要体现为页面静态信息或数据库记录被改写等。这些安全隐

患将损害电力企业的公众声誉和服务品质。传统的 WEB 防篡改机

制仅作为安全事故发生后的补偿措施，难以事前响应和杜绝事故损

失，且合法提交的 WEB 渗透请求难以被拦截和追溯。

总结 : 即缺乏针对非法 WEB 写操作的事前监控阻断、审计取证与

事件回放是导致此隐患的原因。

应对 : 强化 WEB 页面的写操作合法性鉴别、事件审计、监控篡改

与快速恢复能力。

★★

★★

6

配网二次系统的主站端与终端、子站端之间数据通信的弱保护隐患 评价

范围 : 生产控制大区、管理信息大区

在配电二次系统环境中，参与核心业务、配置操作和数据交互的

信息设备需要接入配网链路，配网自动化系统包括主站、子站和终

端层次，各层次信息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通过帧尾 CRC 来校验完

整性，并引用规约中定义的 PW 口令字段识别信源和内容安全性。

由于目前攻击手段和计算机运算效率的提升，传统的 CRC 算法和

2Byte 口令编码难以确保数据机密性和完整性，通过短时间的逆算

和穷举即可破解，将容易导致数据被窃取、篡改、伪造和中间人式

攻击等。置身关键业务逻辑于威胁之中，此类入侵事件发生在内部

★★

★★

★

链路，往往可以绕过现行安全措施，操作痕迹不易追溯和认定。

总结 : 即缺乏关键数据资源和通信报文的强认证、保密和完整性校

验措施是导致此隐患的原因。

应对 : 强化配网节点间通信的握手和传输过程 ; 针对关键报文或流量

进行强认证、保密和完整性校验措施。

7

 电力调度应急通讯网络之无线电公共信道的弱保护隐患 评价

范围 : 生产控制大区

在电力生产型信息环境中，电力调度数据网络承载各级电力单位的

核心业务和数据资源。出于业务持续性保障的需要，应急通信网络

用于提供通信基础设施的备份，且部分企业采用 CDMA 和 GPRS

等技术的公共信道，由此对于上下游生产控制大区的核心业务构成

威胁。主要体现为公共频带的无线电信号在收发端和基站中继端都

存在被窃听的风险，而未经链路层加密和认证的通讯信息易被解码

和伪造，在应急通讯的场景中，直接威胁电力核心业务的机密性、

完整性和可用性。置身关键业务资源于威胁之中，此类入侵事件发

生在链路中，往往可以绕过通信双方的现行安全措施，操作痕迹不

易追溯和认定。

总结 : 即缺乏 WAN 无线电信道的链路级强加密、认证机制是导致

此隐患的原因。

应对 :强化承载于无线电通讯网络的电力系统通信的上层加密能力、

并严格维护基于上层协议的端对端身份鉴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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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远端厂站的安全接入与旧式能量管理系统的控制功能模块允许匿名

连接的隐患

 评价

范围 : 实时子网 - 控制区

在电力二次实时子网中，能量管理系统纵向连接上下游调度中心和

远端直调厂站，后者可以通过远动专用通道和电力调度数据网络连

引用 TCP/IP 协议规约的远动通道未连接纵向通信安全装置，缺少

针对远端信源的身份鉴别和链路防护，将使 EMS 业务面临不可预

见的威胁，主要体现为身份伪冒、数据拦截和指令伪造、信息失泄

密等。

总结 : 即缺乏 EMS 系统的入站身份鉴别、流量保密、访问控制和

审计追溯机制是导致此隐患的原因。

应对 : 新建 EMS 系统需要具备身份鉴别、数据鉴别、权限控制和

审计模块 ; 传统 EMS 出于业务不间断运行的必要，可以通过外部

措施进行补足。

★★

★★

★

9

电力生产系统之外部运维厂商的拨号连接风险 评价

范围 : 生产控制大区

在电力二次生产控制大区中，外部应用开发商承担电力生产系统的

生命周期运维作业，包括功能模块和数据系统的例行维护 / 升级等。

通过 PSTN 拨号方式接入实时子网，RAS 与后端的加密认证装置

用于准许和记录连接，并保护通讯信道。当外部应用厂商入网后，

其所在实时子网的操作行为难以审计和追查，容易导致病毒或恶意

程序通过终端计算机渗透到网络内，而省略双因素机制的电力调度

★★

★★

★

数字证书虽然强化了身份鉴别能力，却使私钥存储失去可信性。

总结 : 即缺乏针对外部厂商的入网访问行为控制、事件记录与审计

取证机制是导致此隐患的原因。

10 

电力对公服务的应用层渗透与 DDoS 风险 评价

范围 : 管理信息大区

在电力企业数据网络中，所属的部分业务系统承担对公服务，包括

电力收费 / 抄表系统、电力监管信息发布等。当面向 Internet 开放

资源时，匿名信源和海量公众访问将暗含不可预知的连接风险，主

要体现在 WEB 应用系统的恶意代码渗透和应用层 DDoS 攻击等。

这些安全隐患将直接威胁数据源，或致使服务中断和失泄密，置身

关键应用资源于威胁之中。此类入侵事件往往可以绕过登录限制和

突破边界防护措施，操作范围较自由，操作痕迹易清除和伪造，易

构建后门，难于追溯司法责任，且面向 Internet 提供服务时，不同

粒度的 DDoS 攻击可以分别针对网络边界和 WEB 应用造成威胁。

总结 : 即缺乏针对 Internet 应用系统的恶意代码防范、异常流量侦

测与阻断，以及审计追查机制是导致此隐患的原因。

应对 : 面向管理信息大区的 B/S 对公应用系统，强化针对 http/

https 流量的细粒度威胁检测与主动阻断能力，并构建针对 SQL 

injection 等 WEB 攻击的漏洞知识管理，以及针对 B/S 系统的主动

脆弱性核查，进而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的防护能力。

★★

★★

静态核心数据资源的失泄密风险 评价

范围 : 生产控制大区、管理信息大区

在电力二次生产环境中，各区域的信息系统拥有各自独立的应用逻

辑和数据资源，数据资源被应用程序的数据操作行为所调取，通

常情况下静态数据保存于磁盘、数据库和备份介质中。对于数据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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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置身内部关键资源于威胁之中。当管理信息大区的互联网终端包

括外来的协作单位人员时，更多的安全隐患遗留在电力二次网络中。

总结 : 即缺乏针对内部网络的上联或出站流量的安全控制、细粒度

监控与阻断、审计追溯机制是导致此隐患的原因。

应对 : 面向特定应用系统或所在区域（如参与并网调度业务的电厂

系统等），强化其出站流量的威胁侦测、行为限制与审计取证能力。

13

生产系统运维管理的远程连接隐患 评价

范围 : 生产控制大区、管理信息大区

在电力二次网络环境中，各子网和服务区域配置了不同职能的 IT

运维人员，承担各类生产系统的例行管理任务，并采取 Telnet、

SSH 和 TS 服务等远程连接方式。当虚拟终端程序未具备强度认

证和传输保护能力或存在安全漏洞时，可能导致藉以管理员身份或

操作进行渗透的风险，主要体现在明文的 Telnet 认证与数据传输、

Osql 远程明文数据库连接、SSH 远程短账号名连接漏洞等，由于

连接过程中的交互身份都是引用管理员身份，致使管理员操作被侦

听和劫持、管理员身份被盗用，置身内部关键信息系统于威胁之中。

总结 : 即缺乏针对性的远程管理程序加固、高强度身份鉴别和信道

保护措施是导致此隐患的原因。

应对 : 强化远程运维管理的身份与链路安全性，控制 Telnet、R 指

令等程序的使用，必要时构建基于非对称密钥加密的远程连接，约

★★

★

 11

感型的业务系统而言，其主流的威胁即在于失泄密，即当数据资源

缺乏保密机制和操作行为约束时，入侵者可以通过网络链路、无线

通信和移动存储介质等方式实施窃取，诸如拷贝、打印和截屏等操

作的时间记录、身份记录和角色权限等痕迹将无从监控和限制，置

身核心数据资源于威胁之中。当与社会工程攻击相结合时，安全事

件的痕迹和司法责任将难于追溯。

总结 : 即缺乏针对静态数据资源的保密、权限控制、存储介质管理

和审计追溯机制是导致此隐患的原因。

应对 : 强化静态数据的存储介质与自身的保密、角色权限控制和审

计追溯机制 ; 强化数据库系统、资源记录与数据文件的保密、访问

控制与审计能力。

★★

★★

★

12

内部网络的上联或出站行为隐患 评价

范围 : 生产控制大区、管理信息大区

在电力二次网络环境中，各子网和区域承载着不同职能的终端用户

群体。具体包括例行 IT 基础设施运维人员、生产系统操作人员和

调度员终端等、安全区块保护应用系统并约束终端用户的域间行

为。当缺乏针对接入层用户的上联或出站流量的行为审查与约束机

制时，将会允许任意的地址连接和应用操作，可能导致域间逾权访

问或引入外来风险。主要体现在内部信息失泄密（内容级）、非法

的外部站点访问、引入挂马或恶意程序、误操作或客户端被劫持等。

作用于区块或网络边界的防护措施难以实现细粒度的安全审查和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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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较为封闭的通讯规则下完成，但出于流量和资源请求的关键性，

当业务双方当事者对于操作事故和安全风险难以进行审核和溯责时，

将会为后续的责任追究和司法取证带来短板。同时，当缺乏针对业务

持续性保障和安全保障的评估措施时，弱点与风险的残留和演变情

况则不易观测，保障策略难以得到适时调整、验证和持续改进。

总结 : 即缺乏统一的安全性审计、监控、事件分析和策略有效性评

估机制是导致此短板的原因。

应对 : 构建面向应用系统、网络设施、安全设施、数据应用设施以

及关键用户的审计能力，并强化司法取证的依据 ; 同时构建针对现

有安全措施的周期策略有效性评估与核查机制。

★★

★★

★

16

 传统形式的风险评估缺陷，与符合性评价职责的短板 评价

范围 : 生产控制大区、管理信息大区

在电力信息环境的运维惯例中，传统的基于威胁与脆弱性分析的

风险评估服务作为一种主要的评价手段 ; 意在切实分析电力信息系

统的实际隐患，藉此提出合理化安全巩固与改造建议。

当依赖于风险评估服务时，则可能导致对于合规性要求的评价不准

确，以及被动的责任追溯问题，例如 : 单纯的风险评估方法和工具

不易适用于不同时期、不同合规性政策背景下的安全保障要求，并

进而将它们转化为适用于本地的安全防护方案 ; 此外，在合规性建

设的背景下，测评方负责针对信息系统进行审查，而风险评估可能

★★

★

 

束管理员身份的远程使用，采取基于电力调度数字证书的 normal 

user 远程连接认证。

14

直调厂站并网调度业务的上联安全责任与监管隐患 评价

范围 : 实时子网 - 控制区、非实时子网 - 非控制区

在电力调度数据网络中，实时子网的控制区和非控制区连接上下游

的调度中心和直调厂站，承担并网发电和输配电的职能，其中参与

并网联接调度的生产系统包括 EMS 系统等。当调度中心接受下游

电厂的并网时，虽然彼方遵从电力二次安防要求，但由于安全管理

职能和责任由两单位共同履行，因而其入网操作可能存在逾权访问、

误操作或风险责任难以追溯的隐患，主要体现在此方的管理用户

访问彼方生产网络时导致的失泄密、引入挂马或恶意程序或客户端

被劫持等，置身关键信息资源于不可预见威胁之中。

总结 : 即缺乏针对入网流量的安全控制、细粒度监控与阻断、审计

取证机制是导致此隐患的原因。

应对 : 面向参与并网调度业务的电厂系统，强化其出站流量的威胁

侦测、行为限制与审计取证能力。 

★★

★★

★

电力调度应急通讯网络之无线电公共信道的弱保护隐患 评价

范围 : 生产控制大区、管理信息大区

在电力二次信息环境中，各子网和服务区域利用通信链路相互联系，

配置了不同职能的应用群组，承担着各类生产业务的例行职能。作

为保密敏感型的网络环境，所有的上下游业务动作和运维管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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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资产和日常运维的管理程序，并作为日常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的

关键组成部分。但由于组织和业务类型的特殊性，并网电厂与调度

单位的共同监督职责和上下游联合防护机制尚未完善，可能存在诸

如事件审计取证、风险及时通告和联合应急制度的执行短板，不便

于执行和追溯。而与等级保护标准的管理型控制项相比，电力二次

安防的安全管理指标弱于前者，应对高等级测评要求时可能尚需完

善。此外部分网省中调及下级单位的安全区域管理情况存在隐患，

诸如两个大区的信息系统部署在同一机房，且两大区的管理员工作

站在相同操作间等，而依赖传统的手工方式进行安全监控和配置管

理也意味着残留风险不易适时收集和监测、防护策略的有效性不易

评估和改进、安全监管目标不易落实等。

总结 : 即缺乏完备的安全管理体系、执行制度 / 流程、辅助监管与

审计工具是导致此短板的原因。

应对 : 完善电力系统的安全监管和联合防护体系（风险预警、通告、

核查、响应）。

★★

★★

★

 应急响应、处置与资产生存性的短板 评价

范围 : 生产控制大区、管理信息大区

在电力二次信息环境的运行监管体制中，包含对于计算环境、人员

职责、设备资产的监管和灾难处置要求，并作为日常安全生产管理

体制的关键组成部分。对于生产型信息业务而言，业务持续性保障和

资产的灾难生存能力同等重要，缺乏这两种机制则可能导致业务资源

面临安全风险和灾害时造成更多的价值损失和业务中断。

 

使得“安全建设违规的责任”转移至“评估方”自身。

即缺乏能够适时应变不同时期安全保障要求与政策要点的“自查、

预警、基线式持续安全水平保障机制”，是导致此短板的主要原因。

17

 精细化的自主安全性评估与策略改进的的短板 评价

范围 : 生产控制大区、管理信息大区

在电力二次信息环境的监管体制中，年度例行安全大检查被作为

检验生产系统安全性和业务可用性的必要措施，意在跟踪信息系

统的弱点修补情况、残余风险演变情况和策略有效性等。依据自

主评估制度和“谁主管谁负责”的方针要求，各级电力单位需要自

行组织安全大检查工作，并对检查结果及时报告和整改。当引用

Checklist 和手动检测方式时，不易取得客观精确的检测结果，且

不易追溯安全违规责任 ; 并且难以适用于不同时期、不同政策要求

背景下的差异化安全保障要求。

总结 : 即缺乏基线式的自主评估知识库、检测工具和策略有效性审

查机制导致此短板的原因。

应对 : 面向电力系统春检与秋检制度，以及“谁主管谁负责”的执

行要求 ; 构建客观和精确的信息系统安全核查机制，并依据电力行

业相关政策 / 标准，形成符合性核查结论与整改建议。

★★

★★

 IT 安全监管的制度与程序短板 评价

范围 : 生产控制大区、管理信息大区

在电力二次信息环境的监管体制中，包含对于计算环境、人员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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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即缺乏完备的业务持续性保障计划、应急响应方案和关键资产容灾措施是导致此短板的原因。

应对 : 构建基于业务持续性与生存性保障的应急响应体制、以及上下游单位的异地联合应急、响

应与容灾管理体系。

★★

★★

★

  传统的安全建设与风险评估工作沉陷于两个误区 : 即忽略了电力业务情况和与之关联的

安全性要求，以及过度关注单个资产的风险与保护 ;

  当面向业务资源进行综合保护时，过度钻研单个信息系统的风险并投入深度安全防护，

势必导致该系统的易用性下降、管理负担过重，同时相对于业务影响而言，安全建设的投资

回报率较低 ; 我们姑且称之为“过度保护”，即传统安全建设中的无效投入和盲目堆砌。

  业务并非运行或服务于单个信息系统 ; 风险也并非形成、暴露和触发于单个信息系统。

业务活动承载在多个信息资产上，包含网络、应用系统、介质和 PC 桌面等 ; 因此安全职责

也需要被合理分担于多个信息资产上，每层或每个信息资产需要分别具备相应的安全性保障

能力，并明确所投入的安全措施的多少职责被作用在上下游的所有信息系统 ; 从而形成贯穿

业务进程的综合防御与管理体系。确保不同的风险在不同阶段被监测、控制和追溯 ; 确保不

同的资产在不同的阶段被保护、核查和监管。

  契合电力业务情况，并适度投入合理化的安全防护、风险管理与业务生存性措施是电力

行业信息安全建设和管理的必然趋势。

  本文通过关注大宗层面的电力信息系统安全防护能力，并着重发现暂时未能弥补的

风险和安全疏漏，同时结合隐患与短板的分析，进而提出适用于电力信息系统的安全防

护要点和解决方案的设计提议。

四 .  适度安全保护的见解

五 .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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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系统的等级保护建设要点:适度
化保护思想
—论基线式安全保障体系的应用

新疆电力  张建业／新疆电科院  王旭／行业营销中心  张书嘉

  摘要 : 本文旨在剖析电网单位当前的安全建设情况与计划，进而量化其中的关键保障要点以及一种适度化安全建设的思路。

  关键词 : 等级保护  过度保护  适度保护

伴
随着电网企业信息化需求程度的提高，业务逻辑与流程体系

对于信息系统的依赖程度会不断增加，并不断推动信息价值

的显露和提升。电网企业信息安全保障工作作为信息化建设的关键

组成部分，直接制约着企业生产进程、行业的稳键发展，以及业务

核心的运行有效性。

  近年来，电网企业的信息化安全保障设施正逐步趋于完善，通

过总部统一规划的安全建设已成功推进至各级下属单位，实现了电

网行业特有的安全防护机制和监管模式。本文旨在剖析电网单位当

前的安全建设情况与计划，进而量化其中的关键保障要点以及一种

适度化安全建设的思路。

一 .  过度安全保护的误区

  传统的安全建设与风险评估工作沉陷于两个误区：即忽略了电

网业务情况和与之关联的安全性要求，以及过度关注单个资产的风

险与保护。

  当面向业务资源提供综合保障计划时，过度钻研单个信息系统

的风险并投入深度保护，适必导致该系统的易用性下降、管理负担

过重 ; 相对于业务影响而言，这种安全建设的投资回报率较低 ; 上述

情况姑且谓之“过度保护”，即传统安全建设中常见的低效投入和盲

目堆砌现象。

二 .  适度安全保护的见解

  业务并非运行于或服务于单个信息系统，风险也并非形成和触

发于单个信息系统。业务活动承载在多个信息资产上，包含网络、应

用系统、介质和 PC 桌面等 ; 故而安全职责也需要被合理分担于多

个信息资产上，每层或每个信息资产需要分别具备相应的安全性保

障能力，并明确所投入的安全措施的多少职责被作用在上下游的所

有信息系统。防护机制的互补性原则即是“使某一层次的安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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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其它层次的防护能力所补足”，从而形成贯穿业务进程的综合防御

与管理体系，确保不同的安全风险在不同阶段被监测、控制和追溯 ;

确保不同的信息资产在不同的运行周期内，具备事前监控预警→事

中精确控制→事后审查追溯与生存的适度保护能力。

  何谓“适度保护思想”？即 : 通过关注电网单位的现实业务情况

与管理情况，遵从必要的政策法规和趋势 ; 进而定制合理化的安全

保障方案和阶段性进程，为需要保护的信息资产提供分区→分级→

分域的差异化防护模式，以及构建基于“持续的安全基线水平核查与

循环改进”的安全运行周期监管模式。最终建立各层面、各阶段安

全策略的互补性，充分利用各类安全设施的功能特点，使某一层的

安全隐患或管理缺失能够被其它层次的安全机制所补足，使安全建

设的投入更加合理有效 ; 形成按需监控、精确控制、联合监管和持

续改进的建设成果。

  契合电网单位的现实业务与管理情况，并适度投入合理化的安全风

险管理与业务生存性保障措施，是电网企业信息安全建设的最佳模式。

三 .  基于适度保护的信息安全体系

  信息安全体系框架是实施安全建设的灵魂和核心、它提供了构

建和管理信息系统安全性的理论指南、流程、工具和指标，定义了

全面风险管理和安全措施部署的设计路线和方针。使信息系统安全

建设在标准化和完备的设计依据中进行，使建设过程具体而可控。

从而维护信息价值从输入端至输出端的可信性和可控性 ; 形成完备的

事前监控预警、事中防御控制、事后审查追溯的防护机制。呈现持

续改进的安全运行管理闭环。

电力系统之基线式风险管理机制（循环）—示意图

  上述示意图意在描述一个基于基线式风险管理机制的安全建设

与运维设想，综合 < 等级保护、SG186 安全保障体系 > 等标准的

指导思想和规范，各级安全机制的实效性与标准化在技术层面和监

管层面得以保证 ; 同时，基线风险管理机制能够在运行环境中识别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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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安全性浮动情况，从而提出符合特定基线水平的补偿方案、配

置指令或策略改进的决策支持建议 ;

  在信息资产的运行周期中形成保持于特定安全水平的安全监管

闭环。监管闭环将同时被导入信息化业务的职能流程和制度体系中，

针对于信息系统、安全措施和制度体系给予标准化的监管。而 IT 资

产的生存状态可以从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予以维护，确保安全

事件在触发之初被识别和控制，在入侵者行使其意图的过程中被阻

断和审查，当资产价值遭遇威胁时，风险能够被追溯，应急响应机

制将保护或转移资产价值。自主安全评估流程将验证安全策略的有

效性并指导持续改进。

  电网企业的信息安全建设会同时依据国家 / 行业政策标准的指

导，因而需要结合现实的业务特点与管理情况，构建各类别、各层

面信息系统的差异化、本地化保护能力，并通过制订运行管理策略，

形成面向当前安全措施及关键系统的运行配置、未知风险的预警与

控制情况，以及合规性情况的评价与核查能力。同时，基线式的安

全建设思想能够协助电力客户构建一种自我验证与评估机制，亦使

未符合“理想安全基线”的资产能够被快速配平，或可以依据当前业

务情况和时势政策法规等因素适时地调整安全策略基线。从而在信

息业务的运行周期中形成有效风险控制与管理的闭环。

  适度化的安全建设思想能够将上述的方法论贯穿于信息资产的

运行周期中，使各阶段、各层面的安全机制相互补足而形成体系，避

免了安全建设的重复实施和过度投资。

  上述示意图说明了适度保护思想的实施重点，即：

    第一阶段，评估与构建基线：分析理想的安全建设目标与当前

情况的差距，并结合政策法规和本地化需求等因素，定义出合理的

安全建设基线、保障基线与投资重点 ; 避免盲目建设。

    第二阶段，试行与完善基线：旨在区分各类信息系统的安全权

重、等级类别和区域属性，藉此分别制订差异性和互补性的保护策

略和评价指标 ; 合理化的分配各类安全产品的部署与应用。通过上下

游安全策略的互补机制，使某一层次的安全缺陷能够被其它层次的

防护机制所补足，由此避免传统意义上的针对单个信息系统的累加

式安全建设模式，有效节约了建设预算，并提升了防护的实效性。

    第三阶段，监控与维护基线：进一步细化安全策略和量化各

类安全设施的职能，确保各类信息系统在运行周期中被针对保护和

持续的保护，监管并使各信息系统保持于一个理想的安全运行水平，

同时确保适时的事前监控预警、事中防护控制、事后审查追溯的安

全控制链，优化信息资产的防护能力和生存能力。

3.1  第一阶段：安全差距与目标分析

  本阶段的建设目标：评估与构建基线 ; 分析理想的安全建设基

线与当前现状的差距，量化安全建设的实际需求和投资重点：

  本阶段的安全建设要则如下：

  1、现状情况分析：

    业务情况梳理：分析电网单位当前的信息化业务情况，包括应

用系统的服务过程、关联数据和操作人员，以及相应的权限和制度，

从中整理出相对于特定政策法规或业务保障目标的差距，和所需要

补足的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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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情况梳理：分析电网单位当前的安全管理制度、信息资产

调用权限与应急体系等，进而整理出相对于特定政策法规或业务保

障目标的差距，和所需要补足的环节 ;

   技术措施梳理：分析电网单位当前存在的各类安全防护措施，

包括其功能或策略的完善程度、运行的实效性程度、抵御最新型风

险的能力等，进而整理出特定安全措施相对于实际风险控制要求的

差距，和所需要补足的环节 ;

    政策标准梳理：分析国家和行业政策法规在电网行业的适用性，

分析这些政策法规的约束条款，以及本地化引用的可能性，进而整

理出当前现状相对于特定政策法规或标准的差距，和所需要遵从合

规性的环节 ;

   历往事件梳理：分析电网单位曾经面临的安全威胁或事故，分

析这些负面事件造成的影响，以及触发的途径或因素，进而整理出

当前安全保障措施对于这些负面事件的控制成效，和所需要强化巩

固的环节 ;

   安全风险评价：面向电网单位的所有信息系统，进行综合性的风

险分析和评价，包含技术性分析与管理性分析两类，旨在收集电网单位

在当前安全保障机制下仍旧隐含的安全薄弱环节，以及所需要巩固或

整改的环节。

  2、定义安全建设目标与建设标准：

   依据上述过程中整理的现状情况，结合政策法规和风险分析结

果等，定义符合电网单位实际情况的安全需求与建设目标 ; 同时依据

该建设目标，制订各类信息系统和安全设施的防护配置标准，包括

应用系统、终端 PC、网络设备、安全设施和制度体系等，例如汇聚

层区域防火墙的部署要求与策略配置要求等，以此形成电网单位的

安全基线标准，未来的安全运维和整改过程中，设备部署与策略的

调整都将遵循此标准进行，确保各类信息系统始终保持在统一的安

全水平和合规性水平。

    P.S：当未来存在更高的安全防护要求和政策法规要求时，安

全基线标准可以适时更新，并在“安全基线控制与 KPI 评价考核中心”

进行统一维护和监督执行，确保电网单位的安全水平持续可控，可

适时依据各类安全要求和政策法规进行迅速反应和调整 ;

    P.S：安全建设目标与安全基线标准的定义需要由外部专家协

助评审，以确保可行。

  3、本建设阶段的交付成果：

     交付一：安全差距—目标分析报告 ;

     交付二：特定政策法规的合规性分析与遵从方案 ;

     交付三：电网单位内部的安全基线标准、评价考核标准、基线

持续改进标准 ;

     交付四：安全基线评价、核查与持续改进的电子化模块。

  本阶段目标：试行与完善基线 ; 区分各类信息系统的安全权重、

等级类别和所在域别，制订差异性和互补性的保护策略和评价指标 ;

合理化分配各类安全产品的部署与应用 ; 构建上下游安全策略的互

补机制，使某一层次的安全缺陷能够被其它层次的防护机制所补足。

由此避免传统意义上的针对单个信息系统的累加式安全建设模式，

3.2  第二阶段：安全等级、纵深保护与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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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节约了建设预算，并提升了防护的实效

性。

本阶段的安全建设要则如下：

  1、 基础情况的分析：

   资产权重分析：分析各类信息资产的

服务敏感性、灾难影响程度，以此定义权重 ;

   安全等级分析：依据资产权重、保密

程度等因素定义信息系统所属等级 ;

   级间信息分析：分析所属不同等级的

信息系统之间的信息交互关系 ;

   安全域别分析：依据资产权重、组织结

构、服务范围等因素定义信息系统所属区域 ;

   域间信息分析：分析所属不同区域的

信息系统之间的信息交互关系 ;

   策略互补分析：分析各层次、各级别的

安全策略情况，定义可互补策略的安全机制 ;

  2、 定义等级与域别规划：

   依据上述过程中整理的现状情况，结

合政策法规和分析结果等进行信息系统的划

分与定级，按照大的业务系统划分为大的应

用类保护对象，然后细分为小的应用类保护

对象，在划分基础上进行定级 ; 在定级的基

础上确定信息系统的基本保护要求。

 依据上述过程中整理的现状数据，综合地

域范围、组织架构情况、策略差异化要求、

业务和使命等因素进行信息系统的域别区

分，通过结构化的安全管理思路，为信息资

产组及其安全要求提供差异化而互补的安全

策略。确保不同职能、不同使命的信息系统

始终被独立的安全机制所维护，始终保持在

特定的安全水平和合规性水平。

    P.S：安全等级规划与安全域别的定

义需要由外部专家协助评审，以确保可行。

    P.S：策略互补性的设计方式很多，

例如基于边界至纵深区域的上下游差异化访

问控制策略而实现的互补性防护，或结合应

用系统自身的 IAM 和 PMI 机制，以及边界

服务内容过滤机制而形成的互补性策略组，

等等。

  3、本建设阶段的交付成果：

    交付一：资产分析与安全等级化防护

方案 ;

    交付二：安全区域分析与纵深化防护

方案 ;

    交付三：互补性安全措施与策略设计

方案 ;

3.3  第三阶段：安全运行与监管周期

  本阶段目标：监控与维护基线：确保各类

信息系统在运行周期中被针对保护和持续的保

护，监管并使各信息系统保持于一个理想的安

全运行水平，同时确保适时的事前监控预警、

事中防护控制、事后审查追溯的安全控制链，

优化信息资产的防护能力和生存能力。

  1、 基线评价依据与监控点的分析：

    本阶段综合各类信息系统、政策法规所

需的基本安全保护要求，以及各类安全策略 ;

进而区分出事前策略、事中策略、事后策略，

通过运维制度和工具化方法构建一体化的基线

式安全监管与评价中心 ; 进而形成一套基于事

前→事中→事后的安全运行周期的监管模式 ;

  2、 划定安全运行周期，施加合理化防

护与监管机制：

    事前监控预警：确定事前的安全核查

与风险监控信息的监管、决策和评价方案 ;

    事中防护控制：确定事中的防护控制

与风险处置信息的监管、决策和评价方案 ;

    事后审查追溯与生存：确定事后的责

任追溯信息的监管、决策和备案方案 ; 以及

业务持续性保障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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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度化保护的安全建设思想推荐具有循

环与成长机制的安全管理模式：如前图所示，

各种安全分析结果、基线保障要求和指标数

据均被上溯至“两中心”，由两中心进行统一

的事件管理、风险控制决策、基线符合性管

理与评价考核，进而对于违规情况或薄弱环

节进行定位，将控制指令或预警信息下溯至

相关的安全设施，或通报给安全管理人员，

以指导其配平目标系统的安全水平以符合特

定的安全基线要求 ; 或依据当前时势和政策

标准要求，对基线指标进行微调和持续改进，

同时，修正后的结果再次上溯至“两中心”，

以验证修正结果的符合程度，周期性循环往

3.4  完善阶段：统一监管与评价考核

复，由此实现基于 Plan-Do-Check-Ack 的

PDCA 循环管理模式。

  评价考核指标可以与电力单位的实际

KPI 考核体系相结合，融入现行成熟的管理

制度。

  实现“统一监管与评价考核”目标的方

法与模式，如下：

    安全基线控制与 KPI 评价考核中心：

差距分析的结果以及安全基线标准通过工具

化手段写入该中心的知识库，由该中心负责

维护各阶段的安全水平，例如奥运期间的安

全水平、60 年国庆期间的安全水平、日常

安全水平等等。该中心能够依据基线标准而

针对各级别各类别信息系统和安全设施进行

适时核查，审核特定系统的安全防护指标和

政策合规性情况，对于存在“安全差距”或

不符合安全基线标准的系统进行预警并出示

整改建议。

  P.S：安全基线控制与 KPI 评价考核中

心能够依据未来的各类安全防护要求和政策

法规等定义新的安全基线标准，确保安全水

平的持续可控、迅速反应 ;

    安全运行预警中心：当电力单位具备

自有的安全基线标准和执行能力时，惟一的

保障缺陷仅在于“对于未知风险的防护薄弱

性”，即现有的基线标准和持续改进体系能

够确保各类信息系统随时符合理想化的安全

水平、符合政策标准、符合对于现有已知威

胁的防护要求 ; 但对于未知 / 新出现威胁的

防护反应性不足，因而安全运行预警中心用

于弥补这一点，能够适时采集世界范围内的

最新漏洞信息并评价本地系统是否存在被攻

击的可能，或适时采集特定地区暴发的病毒

或木马信息，进而提出弥补建议 ; 配合“安

全基线控制与 KPI 评价考核中心”，提供内

部控制与外部威胁的综合监管情况，形成完

备的安全水平控制、监管与持续改进机制。

    集约化管理能力：“两中心”同时旨在

优化上游单位的垂直监管职能，例如：

  可适时监控各所属下级单位的关键业务

运行情况、安全水平情况、合规情况等 ;

  能够周期性的核查各下级单位的安全运

行水平和政策遵从情况，对于违规情况适时

的提供整改方案，监控整改效果，或可完成

KPI 指标与分值的评价 ;

  能够对于下级单位的安全建设项目申报

  3、本建设阶段的交付成果：

    交付一：信息安全综合保障体系建设

规划 ;

    交付二：应急处置与业务持续性管理

计划 ;

    交付三：电网企业信息安全评价考核

体系规划 ;

    交付四：各级别各类别信息系统的监

管基线、运维管理与持续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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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建业：新疆电力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电

力信息化的建设、管理工作。

   结语：本文通过分析传统的信息安全建设与风

险评估工作存在的误区，创新性地提出了适度化

安全保护的思路。基于这种思路提出了基于适度

保护的信息安全体系，并详细阐述了适度保护思

路的实施重点。本文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和实际

可操作性，对指导电网企业在提高信息安全防护

能力的同时，避免过度投资，保护信息安全资金

投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尤其在电网企业深入开

展“三节约”活动的今天，具有重要意义。

  王旭：毕业于浙江大学，新疆电力科学研究

院信息所所长，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软件开发

与信息系统安全防护工作 ; 获得 CCNP、MCSE

国际认证。

  结语：为保障 SG186 工程各业务系统的安全

可靠运行，国家电网公司制订了“双网双机、分区

分域、等级保护、多层防御”信息安全防护的原则，

通过风险评估、等级保护建设、信息安全技术督

察等多方位的工作，这些年来已大大提高了信息

安全防护水平。近年来各单位均投入大量资金建

设信息安全防护体系，但我们认为在防护体系建

设上，必须坚持“适度保护的思想”，避免出现防

御过度。针对不同场合、不同环境、应制订不同

的安全策略，比如在机房物理安全方面，要根据

机房的具体情况考虑是否需要安全门禁、监控等

措施，不能为了应付检查而盲目进行建设，要在

分析被保护对象的实际情况后制订“适度的安全

基线”，避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四 .  总结

  本文旨在剖析电网单位的信息安全建设情况

与计划，进而量化其中的关键保障要点以及适度

化安全建设的思路。

  绿盟科技通过对电网单位的业务特点和信息

化情况的理解，进而能够密切契合电网单位的业

务保障目标和政策指引，提供适度化的安全建设

解决方案和行业化产品，协助电网单位提升自身

的安全防护能力与业务持续保障能力，优化安全

建设的投资成效。

进行审核，进而确定是否需要合理追加新的安全

投资以补足安全差距和提升防护能力，并对安全

建设方案进行合理化的指导。

  总之，“垂直监管→集中核查→流化申报→精

确测评→直线督导→持续改进”机制完善了上游

单位的安全监管职能。

作者与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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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DNS系统的
安全评估及保障体系建设

行业营销中心  唐洪玉／开发中心  刘添怡

  摘要 : DNS 是十分重要的 Internet 基础网络设施，对互联网服务至关重要。对于运营商而言，如何保障 DNS 系统的安全，是一个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阐述了如何进行运营商 DNS 系统的安全评估，以及 DNS 系统保障体系的建设思路。

  关键词 : DNS  安全评估  保障体系  高可用性  DDOS

DNS 是十分重要的 Internet 基础网络

设施，对互联网服务至关重要，它是

一个用于管理主机名字和地址信息映射的分

布式数据库系统，将便于记忆和理解的名称

同枯燥的 IP 地址联系起来，极大方便了人

们的使用。但是，由于其协议本身的设计缺

陷，没有提供适当的信息保护和认证机制，

使得 DNS 很容易受到攻击。

  面对当前 DNS 事件多发的严峻形势，

对于运营商而言，如何保障 DNS 的业务连

续性和 DNS 系统的安全，是一个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

一 .  DNS 面临的安全问题

  目前 DNS 面临的安全问题主要可以分

1.DNS 欺骗攻击

  当一个 DNS 服务器遭到欺骗攻击，使

用了来自一个恶意域名的信息记录，将会产

生许多安全问题，例如，将用户引导到错误

的互联网站点，或者发送一个电子邮件到一

个未经授权的邮件服务器。常见的 DNS 欺

骗方式有 4 种：

  1)缓存投毒 (cache poison或缓存污染)  

缓存投毒，是利用本地 DNS 服务器自身对

来自授权域服务器信息无法进行验证这一特

点，通过精心构造虚假的 DNS response

来对本地 DNS 的缓存进行欺骗。通常，攻

击者需要拥有一个授权域名服务器，通过向

本地域名服务器（ISP 的 DNS 服务器）发

送构造的域名查询，可以在授权域上看到本

地域名服务器的访问行为。在完成上一操作

后，攻击者可猜测本地服务器与授权服务器

通信的一些特性，根据这些信息，攻击者伪

造大量的回应包来猜测授权服务器对本地服

务器的应答，由于本地服务器对这些伪造的

包难以辨识，攻击者可以成功地将自己构造

的回应包发到本地域，实现缓存投毒。

  2) 域名劫持

  域名劫持，利用网络嗅探或者 Arp 欺

骗技术，来监控客户端发送给服务器的域名

请求，抢在服务器之前向客户端发送伪造的

DNS 回应，使客户端根据恶意的回应包信

为三类：DNS 欺骗攻击、拒绝服务攻击、系

统漏洞，下文将分别进行介绍。



26

行业热点

息进行访问。

  3)IP 欺骗（IP Spoofing）

  DNS 通信使用了 UDP 协议，由于 UDP 协议没有连接状态，

因此攻击者可以伪造任意源 IP 来构造查询或者回应包欺骗 DNS 服

务器。

  4) 不安全的动态更新

  对于缺乏安全配置的区域传输，攻击者可以伪造动态更新信息。

2. 针对 DNS 的拒绝服务攻击

  DNS 是互联网的基础服务，一旦 DNS 服务器停止服务，整个

互联网将处于瘫痪状态，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和损

失。

  1) 通用型 DDoS 攻击

  由于 DNS 服务器使用 UDP 和 TCP 的 53 端口，因此，攻击者

可以利用传统的 SYN Flood、ACK FLOOD 与 UDP FLOOD 等通

用的 DDoS 攻击手法对 DNS 进行攻击。

  2) 反射 DDoS 攻击（DrDDoS）

  反射 DDoS 攻击，又称为扩大式 DDoS 攻击。严格来讲，这种

攻击并非针对 DNS 服务器本身，而是利用了 DNS 服务器作为跳板

进行攻击，虽然攻击者最终的攻击目的不是本地 DNS 服务器，但这

种攻击会给 DNS 服务带来很大的压力。

  3)DNS Query Flood 攻击

  相比起其他攻击手段，DNS Query Flood 类型的攻击针对性更

强，对 DNS 服务器的危害更大。DNS Query Flood 主要利用构造

大量查询的方法来消耗 DNS 服务器的性能，由于 DNS 服务器主要

使用 UDP 通信，因此这类攻击非常难以防范。现有的 Query Flood

攻击手法正在多样化，同时融合多种手段或同时进行多种攻击，常见

的攻击有 IP Spoofing型攻击、Random Qname型攻击、滥用型攻击。

  3. 系统与应用漏洞

  BIND 已经是 DNS 服务器的事实标准，但是 BIND 自身存在

安全漏洞，如远程缓存破坏漏洞、可预测 DNS 查询 ID 漏洞、验证

远程拒绝服务漏洞、上下文远程拒绝服务漏洞等，具体参见下面的

BIND 漏洞列表。

# CVE number short description

0 1999-0833 Buffer overflow via NXT records.

1 1999-0835 Denial of service via malformed SIG records.

2 1999-0837
Denial of service by improperly closing TCP sessions 

via so_linger.

3 1999-0848
Denial of service named via consuming more than 

"fdmax" file des criptors.

4 1999-0849 Denial of service via maxdname.

5 1999-0851 Denial of service via naptr.

6
2000-0887 Denial of service by compressed zone transfer 

(ZXFR) request.

7 2000-0888 Denial of service via SRV record.

8 2001-0010 Buffer overflow in TSIG code allows root privileges.

10 2001-0012
Ability to access sensit ive information such as 

environment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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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01-0013
Format string vulnerability in nslookupComplain 

allows root privileges.

12 2002-0029
Buffer overflows in resolver library allows execution 

of arbitrary code.

13 2002-0400 Denial of service via malformed DNS packet.

14 2002-0651
Buffer overflow in resolver code may cause a DoS 

and arbitrary code execution.

15 2002-1220
Denial of ser v ice v ia request for nonexistent 

subdomain using large OPT RR.

16 2002-1221
Denial of service via SIG RR elements with invalid 

expiry times.

17 2003-0914
Cache poisoning via negative responses with a large 

TTL value.

18 2005-0033
Buffer overflow in recursion and glue code allows 

denial of service.

19 2005-0034
Denial of service via crafted DNS packets causing 

internal self-check to fail.

27 2007-2930 cryptographically weak query ids (BIND 8)

28 2008-0122 inet_network off-by-one buffer overflow

29 2008-1447 DNS cache poisoning issue

30 2008-5077 DNSSEC issue with DSA and NSEC3DSA algorithms

31 2009-0696 Dynamic Update DoS attack

二 .  运营商 DNS 系统安全评估

2.1  评估内容和要点

  对运营商 DNS 系统进行安全评估，应该从技术和管理两个方

面的评估展开，具体内容和要点如下文所述。

2.1.1  技术评估

  1. 网络安全评估

  对运营商承载 DNS 系统的网络进行安全评估，主要包括路由器、

交换机、通信线路等在内的网络环境的安全。

  该层次的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网络方面的安全性，包括网络层

身份认证、网络资源的访问控制、数据传输的保密与完整性、远程

接入的安全、路由系统的安全、入侵检测的手段、网络设施防病毒、

安全审计措施等。

  该层次的安全评估，主要包括网络体系结构的合理性、网络的

可靠性、网络边界安全、网络协议分析、网络流量分析、网络通信安

全、设备自身安全等。

  2. 主机安全评估

  运营商 DNS 系统的主机包括服务器、终端 / 工作站以及安全设

备 / 系统在内的所有计算机设备，主要评估它们在操作系统和数据库

系统层面的安全。该层次的安全问题主要包括操作系统本身的缺陷

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包括身份认证、访问控制、系统漏洞等）、操作

系统的安全配置问题、病毒对操作系统的威胁等。

  该层次的安全评估，具体包括：账号 / 口令策略检查、补丁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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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检查、网络与服务检查、文件系统检查、

日志审核检查、安全性增强检查等。

  3. 业务及应用安全评估

  对运营商 DNS 系统的业务提供能力

进行评估，如其业务可用性是否可以达到

99.999%。

  对运营商 DNS 应用系统的安全性进行

评估，主要包括安全配置、身份鉴别、访问

控制、资源控制、数据通信、安全审计等方

面的安全评估，以发现所存在的问题和漏洞 ;

同时对抵御缓冲区污染、放大递归查询、漏

洞侦测等类型的攻击的能力进行评估。

  4. 数据安全评估

  对运营商 DNS 系统记录数据的相关处

置措施进行评估，如是否具有备份措施以及

措施是否完备，能否在数据被破坏后及时恢

复服务等。

2.1.2  管理评估

  1.安全管理制度

  对运营商 DNS 系统的安全管理制度进

行评估，包括是否有由安全策略、管理制度、

操作规程等构成的 DNS 安全管理制度体系，

以及这些制度是否适用、是否完备 ; 对制度

的制定和发布、评审和修订是否有相应的规

范，以及这些规范是否合理，执行情况如何。

  2.安全管理组织

  对运营商 DNS 系统的安全管理组织进

行评估，对其岗位设置、人员配备、授权和

审批、沟通和合作、审核和检查等方面进行

评估。

  3. 人员管理安全

  对运营商 DNS 系统有关人员的安全管

理情况进行评估，对人员录用、人员离岗、

人员考核、安全意识教育和培训、外部人员

访问管理等方面进行评估。

  4. 系统建设管理

  对运营商 DNS 系统的建设管理进行评

估，对安全方案设计、产品采购和使用、软

件开发、系统集成、测试验收、系统交付、

安全服务商的选择等方面进行评估。

  5. 系统运维管理

  对运营商 DNS 系统的运维管理情况进

行评估，包括环境管理、资产管理、介质管

理、设备管理、监控管理、网络安全管理、

系统安全管理、恶意代码防范管理、密码管

理、变更管理、备份与恢复管理、安全事件

处置、应急预案管理等方面的评估。

2.2  评估方法

  对一个 DNS 系统进行安全评估，采用

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漏洞扫描

  主要是通过评估工具以本地扫描的方式

对 DNS 系统进行安全扫描，从内网和外网

两个角度来查找网络结构、网络设备、服务

器主机、数据和用户账号 / 口令等安全对象

目标存在的安全风险、漏洞和威胁。

  2.DNS 安全配置检查

  针对 BIND、Foundation 等常用 DNS

系统，进行安全配置检查， 发现其配置问题。

  3.IDS 抽样分析

  利用入侵检测系统对 DNS 系统可能存

在的安全威胁进行实时采样收集，并进行数

据分析。

  4. 系统架构分析

  对 DNS 系统的架构进行分析，看其是

否合理。

  5. 渗透测试

  在客户授权的情况下，通过模拟黑客使用

的工具、分析方法等来发现 DNS系统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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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顾问访谈

  设计相应的问卷，通过顾问和相关人员

的沟通、确认，以充分、客观、准确地获得

DNS 系统在技术、管理方面存在的业务安

全风险。

  7.安全管理审计

  通过人工检查的方式对 DNS 系统安全

管理方面的脆弱性进行评估。

  8.安全策略评估

  从整体 DNS 系统安全的角度对现有的

安全策略进行全局性的评估。

2.3  评估步骤

  对 DNS 系统进行安全评估的过程，可

以分为以下 7个阶段：

  1. 确定评估范围

  调查并了解运营商 DNS 系统业务的流

程和运行环境，确定评估范围的边界以及范

围内的网络系统。

  2.资产识别和赋值

  对评估范围内的所有资产进行识别，并

调查资产破坏后可能造成的影响大小，根据

影响的大小为资产进行相对赋值。

  3.安全威胁评估

  评估资产所面临的每种威胁发生的可能性。

  4. 脆弱性评估

  从管理、技术方面进行脆弱性检查：在

技术方面，以远程和本地两种方式进行

DNS 系统扫描和人工检查的评估 ; 在管理

方面，主要以调查问卷和顾问访谈的方式进

行管理脆弱性评估。

  5.安全措施评估

  对防火墙、IDS、防病毒等各种安全技

术保障措施进行识别和评估 ; 对各种管理流

程中已有的安全控管措施进行识别和评估。

  6. 风险分析

  通过分析上面所评估的数据，进行风险

值计算、区分和确认高风险因素。

  7. 风险管理

  总结整个风险评估过程，制定相关风险

控制策略，建立风险评估报告，实施某些紧

急风险控制措施。

2.4  评估成果

  DNS 系统安全评估的成果，主要是输

出《DNS 系统安全评估报告》和《DNS 系

统安全改进建议方案》，对 DNS 系统的整

体安全状况进行描述和分析，进而给出合理

的安全改进建议。

三 .  运营商 DNS 系统保障体系

  通过对 DNS系统进行全面的安全评估，

发现了其存在的安全风险，那么，如何控制这

些风险，如何构建 DNS系统的保障体系呢？

  通常来说，一个完备的 DNS 系统保障

体系应该包括策略体系、管理体系、技术体

系、运作体系，本文仅以技术体系的构建为

出发点，从本地 DNS 服务器群的构建、本

地 DNS 的安全防护建设、运维应急处理等

三个方面，来阐述 DNS 系统的技术保障体

系的建设。此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

防火墙、防病毒等基本的安全防护措施及其

策略，在本文并未提及，是因为这些是默认

的必备安全防护措施，而且也已熟为人知。

3.1  构建高可用性的本地 DNS 服务器集群

  根据用途的不同，DNS 服务可以分为

cache only 服务器和 auth 服务器，其中

auth 服务器存储 DNS 域区信息，而 cache 

only 服务器为客户端提供本地 Internet 访

问服务的 DNS 解析服务，因此有时又将

cache only 服务器叫做本地 DNS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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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服务器虽然都是 DNS 服务器，但因

为提供的服务种类不同，因此在架构上会有

很大的差异。

  那么，高可用性的本地 DNS 服务器集

群该如何来构建呢？一个典型的 cache only

的DNS服务器集群部署，应该如图3.1所示，

主要由网络层和系统层这两大部分组成：

  1. 网络层

图 3.1  本地 DNS 服务器集群部署方案

  网络层，主要由核心交换机下挂负载均

衡器组成。网络层实现的主要功能有：负载

均衡器将多台 DNS 服务器虚拟成一个 VIP

对外提供服务 ; 核心交换机利用 Anycast 技

术将 VIP 发布出去实现两套集群的冗余。如

图3.1所示，集群A和集群B两个DNS集群，

通过各自的负载均衡器分别构建一套 DNS

系统，他们使用的 VIP 是相同的，两台核心

交换机分别发布这个 VIP 到 Internet，形成

一套 Anycast 的解决方案，可以利用路由的

负载均衡技术来实现互备和流量分担。

  2. 系统层

  系统层，主要由 DNS 服务器群组成，

通常使用开源的 BIND 软件。对于一些经

过优化的 DNS 服务器集群，会对 DNS 服

务器的角色做两种划分 , 划分的方法是通过

配置来决定 cache 服务器是否去做迭代查

询。所谓迭代查询是指当 cache DNS 服务

收到一个未知的查询时，要从根域开始逐级

地去向每一级的授权域服务器去做查询这一

过程。我们知道，这种迭代查询所消耗的资

源比能够命中 cache 的查询要大的多，而对

于 cache only 的 DNS 服务器来说，除了使

用迭代查询这种方式来获取域名解析外，还

可以通过配置转发器来向别的 cache only 服

务器获得域名解析。在图 3.1中，每套 DNS

集群共有 6 台服务器，其中只有两台服务器

做 DNS 迭代查询 ; 其他 4 台服务器在收到

未命中 cache 的查询时，都向这两台服务器

发送查询，而不是逐级去向各级授权域服务

器去查询，这样可以降低整个集群的负载。



31

行业热点

3.2  本地 DNS 的安全防护建设

  当前，本地 DNS 服务器容易遭受的攻

击主要有三个方面：拒绝服务攻击、DNS 欺

图 3.2  本地DNS系统安全防护体系

  采用这种 DNS 体系结构，其好处在于

通过网络的冗余和服务器角色的划分可以有

效地提高 DNS 服务器集群的处理效率，增

强 DNS 服务器集群的可用性。在所有的

DNS 体系的面临的问题中，保障本地 DNS

服务器的可用性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

  由于当前 DNS 客户端的限制，每个

DNS 客户端只能设置一个主 DNS 服务器

( 第二 DNS 会有最少 1 秒的时延 )，因此对

于用户来说，本地 DNS 只能有一个 IP 地

址。由于客户端这一特点，在 cache only

的 DNS 服务体系设计时，就不能用 auth 服

务器的方式使用多个 IP 来保障高可用性。

在可选择的解决方案中，Anycast 与负载均

衡器是两个可选的方案，这两种方案单独使

用都有缺陷，Anycast 结合负载均衡器的方

法是最为合理有效的方式。

  如果仅使用 Anycast 方法，会受到路由

负载均衡条目数量的限制 (现在通常是8条)，

而单台 DNS 服务器的处理能力比较有限（通

常极限在每秒 8000 条查询），这样的 DNS

集群的处理能力会受到限制 ; 同样，如果仅

使用负载均衡器，虽然能做到单个 VIP 的处

理能力比较强，但是缺乏冗余与互备，同时

负载均衡器自身作为网络节点发生故障的概

率也比较高。只有把 Anycast 与负载均衡相

结合，才可以有效地弥补各自的缺陷，使得

DNS 服务器集群在架构上具备高可用的基

础，以更好地保障 DNS 服务的高可用性。

  但是，仅有这样的一个网络体系结构

并不能保障 DNS 服务系统的安全性，而

DNS 服务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容易遭受攻击

的 Internet 基础设施，在有恶意攻击的情况

下如何能保障 DNS 集群正常工作，即如何

进行 DNS 系统的安全防护，则成为一个需

要解决的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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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A报警 可能的DNS攻击类型 处理预案

DNS Query 

Flood

IP Spoofing 攻击或 DrDoS，

可以根据提供的源 IP 地址信

息进行判断息进行判断

使用抗拒绝服务设备牵引，启用防护算法并抓包。

流量超常 可能是 DNS 服务器流量异常
通过抓包分析找出异常域名，在抗拒绝服务设备上设置

策略封禁，并启用抗决绝服务设备。

端口分布异常 可能出现DNS投毒

通过抓包找出被污染域名，在 DNS 服务器上 dump 出缓

存信息，查看缓存是否被污染 ; 如有必要可以通过命令

清空缓存，以解决投毒问题。

四 .  总结

  本文阐述了如何进行运营商 DNS 系统

骗、渗透溢出型攻击。

  其中，最常见的和危害最大的是拒绝服

务攻击。如前文所述，类似图 3.1 的网络体

系结构可以保障 DNS 服务器集群在日常情

况下的服务冗余与高性能，但是 DNS 服务

主要应用 UDP 协议，协议过程相对简单，

非常容易被伪造，因此攻击者可以很轻松地

模拟出大量的查询，造成服务器或负载均衡

器过载 ; 同时，当今的很多互联网应用设计

也存在缺陷，可能会引起大量查询（例如一

些流行软件或者蠕虫暴发时会发送很多域名

查询）。根据“及时发现，快速响应，确保恢复，

积极预防”的指导方针，对于 DNS 系统的

安全防护设计应该具备流量分析功能（及时

发现）、抗拒绝服务措施与应急响应流程（快

速响应、确保恢复）、IDS入侵检测手段（积

极预防），这样，就构成了 DNS 系统的安全

防护体系，如图 3.2 所示。

3.3  运维应急响应处理

  在完善了基本的软硬件基础建设后，只

有同时具备了相应的运维流程，才能保证应

对各种突发情况，做到处变不惊，快速高效

地解决各类安全问题。

  由于运维响应流程的制定对于每个不同

用户场景都有不同的需求，此处仅给出一个

简单的示例。绿盟的流量分析 NTA 设备具

有通过 Netflow 信息采集判断流量异常的功

能，而常见的针对 DNS 的 IP Spoofing 的

拒绝服务攻击、DrDoS 攻击、DNS 流量异

常与 DNS 投毒等都具备非常明显的流量特

征，NTA 系统可以判断出这些攻击，通知黑

洞设备进行阻断。这样，可以制定一个简单

的应急处理表，如表 3.1 所示：

表 3.1  运维应急处理表

的安全评估，接着介绍了 DNS 系统技术

保障体系的建设思路，希望可以给运营商

DNS 系统的安全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随着 Internet 应用的发展，DNS 服务

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本地 DNS 服务器的

负担越来越重，针对 DNS 服务与 BIND 的

安全研究越来越多，这些都对 DNS 服务的

高可靠性与高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

望。对运营商而言，需要构建完备的 DNS

保障体系，来保证 DNS 系统的安全，保证

其业务连续性，为用户提供高可用的、可信

安全的 Internet 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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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基线控制在风险管理过程中的应用
产品市场部  李晨、王伟

  摘要 : 本文从安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发展趋势出发，探讨基于业务驱动的风险管理实施要点。通过分析提出建立业务系统的基线安

全模型，并应用基线模型开展风险管理，从而达到有效控制风险管理的目的。

  关键词 : 安全基线 风险管理 脆弱性 度量

  顾名思义，“安全基线”概念借用了传统的“基线”概念。字典

上对“基线”的解释是 :一种在测量、计算或定位中的基本参照。如

海岸基线，是水位到达的水位线。类比于“木桶理论”，可以认为安

全基线是安全木桶的最短板，或者说，是最基本的安全要求。

  假如我们为企业信息系统建立安全基线，如对每个网元、应用

系统都定义安全基准点，即设定满足最基本安全要求的条件，并在

设备入网测试、工程验收和运行维护等设备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加

强和落实安全基线要求，则可以进行风险的度量，做到风险可控可管。

  如何设计一整套适合政企自身业务特点的安全基线模型呢？我

们可参考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同时结合一些行业的风险控制手段，

就可以设计出针对业务系统的基线安全模型。在这些参考内容中，

最值得借鉴的是美国 FISMA（The Federal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Act. 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案）的实施和落地过程。

  FISMA 定义了一个广泛的框架来保护政府信息、操作和财产来

1. 引言

2. 目前信息系统安全建设面临的挑战

随
着各行各业对信息系统依赖度的不断增强，国家等级保护等

信息安全合规性要求工作的逐步落实，信息安全的基础性、

全局性作用日益凸显，各政企对信息安全建设的投入持续增加。如

何对政企信息资产的风险做到可控可管，如何使信息系统安全建设

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的业务安全需求及合规性要求，是每个政

企单位最为关心的问题。

  本文从整个信息安全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性和发展趋势出发，探

讨基于业务驱动的安全体系建立的模式及实施要点，通过分析提出

建立业务系统的安全基线模型，并应用基线模型开展企业信息系统

风险的评估与控制。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日常政务、以及各行业企业的

业务开展对 IT 系统依赖度的不断增强，信息系统运维人员的安全意

识和安全技能也在逐步提高。最直接的体现为——传统以安全事件

和新兴安全技术为主要驱动的安全建设模式，已经逐渐演进为以业

务安全需求为主要驱动的主动式安全建设模式。从典型的信息安全

建设过程来看，业务需求导出的安全需求驱动着安全建设的全过程。

3. 安全基线研究与参考

  而如何获取准确、全面的安全需求以指导未来的安全建设并为

业务发展服务，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风险控制与管理手段，是

每一个信息化主管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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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于自然以及人为的威胁。FISMA 在 2002 年成为美国电子政府法

律的一部分，把责任分配到各种各样的机构上来确保联邦政府的数

据安全。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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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由 NIST（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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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台后延伸

出 SCAP 协议 (Security Content Automation Protocol)， 该 协议

通过明确的、标准化的模式使得漏洞管理、安全监测和政策符合性

与 FISMA 要求一致。SCAP 协议由 CVE、CCE、CPE、XCCDF、

OVAL、CVSS 六个支撑标准构成，即定义了一套安全基线库。由此

SCAP 框架就实现了标准化和自动化，形成了一套针对系统的安全检

查基线，得以将 FISMA 的信息安全生命周期模型进行落地。

图 1 FISMA 遵从模型

简言之 SCAP 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特性 :

  1.可操作性 : 通过 SCAP 明确地提出了应该贯穿风险管理的要

求和方法，通过技术与管理两方面的手段，将体系化的指导思想进

行落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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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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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鉴 FISMA 的实施和落地过程，在基于业务的安全评估的基础

上，构建出基于业务系统的安全基线模型。该模型围绕承载业务及数

据的安全需求，建立一个覆盖企业的业务体系、应用体系和 IT 基础

设施的多层次的安全系统架构，从而指导企业的风险控制与管理。

图 2 安全基线模型

  安全基线模型以业务系统为核心，分为业务层、功能架构层、

系统实现层三层架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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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层是业务层，这个层面中主要是

根据不同业务系统的特性，定义不同安全防

护要求，是一个比较宏观的要求，形成基于

某业务系统的风险管理系统。

  2. 第二层是功能架构层，将业务系统分

解为相对应的应用系统、数据库、操作系统、

网络设备、安全设备等不同的设备和系统类

型，这些设备类型针对业务层定义的安全

防护要求细化为此层不同模块应该具备的要

求。即在技术手段上实现脆弱性、安全策略

以及重要信息的监控。

  3. 第三层是系统实现层，将第二层模

块根据业务系统的特性进一步分解，找到

基准安全配置项和重要策略文件等，即建

立安全基线弱点库。如将操作系统可分解为

Windows、Linux 等具体系统模块。这些模

块中又具体的把第二层的安全防护要求细化

到可执行和实现的要求，称为该业务系统的

Windows 安全基线、Linux 安全基线等网元

的安全基线。

  下面以近期关注度比较高的 WEB 网站

安全为例对模型的应用进行说明 :

  首先 WEB 网站要对公众用户提供服务，

  首先需要建立企业的一套本组织在当前

时期的“理想化安全水平基准点”，即“安全

基线”。这个“安全基线”可以同时包含政策

合规性的需求、自身的安全建设发展需求、

特殊时期的安全保障需求等，然后通过一些

4. 安全基线的建立及应用

图 3 安全基线控制图

设备入网

系统上线

设定安全基线

基线检测与控制

度量与输出

系统下线

周
期
性
检
测

手段（比如自动化的评估工具）对组织现有

的安全水平进行分析。通过对比“理想化安

全水平基准点”，形成一套差距分析结论。企

业自身针对这个差距进行适时监测、确认和

跟踪即可，对任何违规情况进行预警或通报，

提出“补足差距”的建议方案 ;而这个“理想

安全水平基准点”就是该组织的最优安全状

态。追求规避全部风险也是不现实的，信息

系统在达到基线水平之后，部分风险自然会

被转移或降低。这样便可以实现持续定义安

全基线，持续监管和持续改进，可以使每一

时期每一阶段的安全水平都是可控的。同时，

收集完数据后，根据企业安全状况进行风险

的度量，输出结合政策法规要求的风险报表。

存在互联网的接口，那么就会受到互联网中

各种攻击威胁，造成例如网页内容篡改、网

站挂马等结果。在第一层业务需求中就定义

需要防范网页内容篡改、网站挂马的要求。

而这些防护要求对于功能架构层的 WEB 

Server、操作系统、安全设备等都存在可能

的影响，因此在这些不同的模块中需要定义

相对应的防范要求。针对这些防范要求，如

何来实现呢？这就需要定义全面、有效的第

三层模块要求。第三层中就是依据 WEB 应

用的承载系统，针对各种安全威胁在不同的

模块定义不同的防护要求，这些不同模块的

防护要求就统一称为该 WEB 网站的安全基

线。针对该 WEB 网站安全基线的检查，就

可以转化为针对 WEB Server、承载系统等

的脆弱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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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与优化安全基线是整个控制过程中

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部分，首先需要对业务

系统进行识别和梳理，然后结合安全基线

模型分析业务系统的功能架构，再将功能架

构细化到系统层面的不同模块。在此基础上，

就是针对业务系统特性，分析可能存在的安

全威胁，并将针对威胁的应对措施逐层分解

到系统实现层。系统实现层中的安全基线要

求主要是由安全漏洞、安全配置，以及重要

1.1 建立与优化安全基线

图 4 安全基线技术模块

  应用第三层面安全基线要求，可以对目

标系统展开合规安全检查，以找出不符合的

项并选择和实施安全措施来控制安全风险 :

  1.安全配置 : 通常都是由于人为的疏忽

造成，主要包括了账号、口令、授权、日志、

IP 通信等方面内容，反映了系统自身的安全

脆弱性。安全配置方面与系统的相关性非常

大，同一个配置项在不同业务环境中的安全

配置要求是不一样的，如在 WEB 系统边界

防火墙中需要开启 HTTP 通信，但一个内网

网关边界就没有这样的需求。因此，在设计

业务系统安全基线的时候，安全配置是一个

需要关注的重点。

  2.安全漏洞 : 通常是属于系统自身的问

题引起的安全风险，一般包括登录漏洞、拒

绝服务漏洞、缓冲区溢出、信息泄漏、蠕虫

后门、意外情况处置错误等，反映了系统自

身的安全脆弱性。

  3. 重要信息 : 包含系统运行状态、网络

端口状态、账户权限、进程、端口以及重要

日志文件的监控等。这些内容反映了系统当

前所处环境的安全状况，有助于我们了解业

务系统运行的动态情况。

  业务系统的安全基线建立起来后，可

以形成针对不同系统的详细 Checklist 和操

作指南，为标准化的技术安全操作提供框

架和标准。

  业务系统的安全基线建立后，则可以利

用这些基准数据进行安全检测，其应用范围

非常广泛，主要包括新业务系统的上线安全

检查、第三方入网安全检查、合规性安全检

查、日常安全运维检查等。

  如果我们设定的某业务系统的安全基线

为 a，在进行安全检测后所得的检测结果为

a’，则可以进行 a 与 a’的比对，查看其是

否一致。如果一致，则表示该系统在这个时

期内没有引入新的风险 ; 如果两者发生了变

化，则表示该业务系统风险状态有了改变，

同时需要进行风险分析，找出风险点。如果

是因为引入新的业务而导致风险状态的变

化，则需要进行安全基线的变更并提交审核。

操作过程如图 5 所示 :

1.2 安全基线的检测与控制

  本文将风险控制过程分为 : 建立安全基

线、安全基线检测与控制、风险度量与输出

这三大部分。下面分别进行阐述 :

信息监控脆弱性检查项构成，这些检查项的

覆盖面和有效性成为安全基线实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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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安全基线检测过程图

  风险度量与输出是以安全基线为核心的

风险管理体系的呈现部分，有了安全基线检

测后得到的数据，则可以方便地对风险进行

度量。一般信息系统风险度量包括对风险

发生可能性大小（概率大小）的评价和估量、

对风险后果严重程度的评价和估量、对风险

影响范围的评价和估量以及对风险发生时间

的评价和估量等多个方面。风险度量的主要

作用是根据这种度量去制定风险的应对措施

以及开展信息系统风险的控制。目前已经有

很多关于风险度量的论文和书籍，在这里不

做过多的叙述。

  信息安全建设不应该仅限于不断地重复

检测—修补或是堆叠设备—查看海量日志，

最后只能祈祷的过程。信息安全的目的是为

了保护企业的业务能力（如业务流程、数据资

源等）。如何深入分析政企业务系统的安全需

求，如何建立一个贴合业务系统发展的风险

控制手段，是现阶段信息安全建设的重点。

  通过引入安全基线控制的方式来进行风

险管理，建立一个覆盖政企机构业务体系的

安全基线，并以其为基准进行检测和度量将

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面对严峻

而复杂的互联网安全威胁形势，通过信息安

全技术的创新，重点关注业务安全的需求，

建立一套以业务为核心且行之有效的风险管

控体系，则是现阶段安全研究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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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对于 WEB 攻击，尽管一再倡导其自身的强壮性，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运维的安全防护，而传统的防护已经出现盲点。WAF（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利用其自身架构的天然优势可防护繁多的攻击类型。本文从技术角度阐述绿盟科技新上市的 WAF P 系列产品的功

能优势。   

  关键词 : WAF  WEB 攻防  SQL Injection CSRF

WEB 安全问题的复杂性

WEB 攻击的数量逐年上升，占了大

部分攻击事件比例。WEB 安全已

经推到了前沿浪尖，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

需要迫切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Gartner 统

计 :目前 75% 的攻击已经转移到应用层，原

有的传统防御设备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对网络

攻击的防御。WEB 应用技术在积极发展的

同时需要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所以 WAF 是

应形势需求诞生的产品，它走上应用安全的

舞台，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WEB 漏洞归类

  众所周知，WEB 服务系统实际上不是一

个单一的软件，它由 OS+Database+WEB

服务软件（比如 :IIS、Apache）+ 脚本程序

（比如 :Jscript、PHP 代码文件）构成，所

以要考虑它最基本的依赖，那就是 OS 和

Database、WEB 服务软件自身的安全，这

个可以通过安全加固服务来实现，而最核心

的应用程序代码不能用同样的手段来解决，

这也是 WEB 安全问题的主要来源。

  WEB 应用安全漏洞与操作系统或者网络

设备的漏洞是不同的，这是因为编写代码者

是不同的，产生的代码也是不同的，所以国

外有权威的 WEB 安全组织来归类一些漏洞，

让开发人员、安全厂家、第三方专家等能用一

种一致的语言来讨论WEB安全问题。比较有

名的是 OWASP 的 TOP10 漏洞，还有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Consortium (WASC) 归

类的 Thread Classification，如下表 :

Abuse of Functionality Brute Force Buffer Overflow

Content Spoofing Credential/Session Prediction Cross-site Scripting

Denial of Service Directory Indexing Format String Attack

Information Leakage Insufficient Anti-automation Insufficient Authentication

Insufficient Authorization Insufficient Process Validation Insufficient   Session   Expiration

LDAP Injection OS Commanding Path Traversal

Predictable   Resource   Location Session Fixation SQL Injection

SSI Injection Weak Password Recovery Validation XPath Injection

* Fingerprinting * HTTP Response Splitting

产品市场部  秦波

—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应对WEB攻击的防护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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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安全角度看，WEB 从设计到开发必

须遵循 :

  1.安全设计；

  2.安全编码；

  3.安全测试（代码审计和扫描、渗透）；

  4.安全运维；

  其中最根本的在于安全设计和安全编

码，也就是上线前必须保证 WEB 产品的自

身强壮性。目前大部分的 WEB 应用程序是

用户自己或请人编写，其它的或网站里部分

组件，比如论坛、邮件系统、留言板等则会

用到商业版，代码是不相同的，而且程序员

的水平参差不齐，更重要的是他们都遵循了

软件的安全开发标准吗？可以想象这些良莠

不齐的 WEB 系统一旦上线会遭受攻击。此

时安全运维阶段尤为重要，也就是依靠安全

防护设备来抵制攻击。

攻击从未停止

  如图 1 所示，互联网每天都充斥着数以

千万计的攻击流量，而 WAF 可以自动识别

和屏蔽大部分主流的攻击工具特征，使得它

们的攻击前奏失效，绿盟科技 WAF 采用的

是透明代理模式，客户端和服务器的双向流

量都必须经过 WAF 清洗，而又无需另外配

置，保持原有的网络结构，每个报文都需要

接受 WAF 对其进行“搜身检查”，合格之后

再进行转发。

  可能有人会说 Firewall 和 IPS 不是这

样的设备吗？它们为什么不能防御呢？详细

的对比参数就不列举了，大家知道 OSI 7 层

模型，防火墙通常工作在 OSI 的第三层网络

层，目前的包过滤型和状态包检测型防火墙、

应用层防火墙难以识别 WEB 攻击行为和正

常报文，这是它自身技术定位决定的局限性。

攻击者只需在浏览器上操纵 URL 就可攻击

目标网站。当然，作为互补型的 IDS（入侵

图 1 攻击网站的基本步骤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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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F 的防护原理

  我们再回到防护盲点这个焦点话题，那

就是无论如何安全设计和编码，或者经过

最严谨代码审计、渗透测试之后都难免会

有漏洞，因为理论上 1000 行代码就有 1 个

Bug，检查只能让 Bug 减少而已，无法真正

做到没有安全漏洞的产品，这也就是为什么

软件厂商会不断地推出一个个补丁来弥补，

而这些 Bug 只要能被攻击者发现和利用那

么就会带来威胁。

  也就是说代码缺陷是先天存在的，即使

后来修复也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且不能

保证 100% 地发现所有存在的漏洞缺陷。为

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 WAF 防护的天然优势，

我们从两个例子来进行分析，从技术实现角

度看 WAF，SQL 注入采用了规则集静态防

护，CSRF 采用了算法的动态防护。

静态防护 SQL 注入

  SQL 注入的防护从编程角度看，最有

效的防护是对用户输入的变量通过参数来传

递，而不是直接嵌入到 SQL 语句，但缺陷是 :

  1. 不是所有的数据库和编程语言都有相

应的参数化功能 ;

  2. 编写时面对众多的输入模块，难免会

有疏漏 ;

  3. 难以批量化和统一部署。

  还有一些方法就是把参数进行分类，比

如把用户递交的参数值统一转换成纯数字或

纯字符串类型、加密用户输入、限制输入长

度等，但和以上方法的缺陷一样。

  比如这段代码是直接把用户输入放置

数据库的 SQL 语句中进行执行，如果不对

member_login 变量进行过滤和判断是可以

注入攻击的 :

--- 漏洞代码段 ---

member_login=trim(request("login"))

set  rs=server.createobject("ADODB.

Recordset")

sql="select * from job_Member where 

Member_login='"&member_login&"'"

rs.open sql,conn,1,3

如果一一检查和修复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

而很多网站上线运营之后需要提高安全性的

普遍举措是采用一些通用性的函数，原理是

对输入进行判断和过滤，它在一定程度上能

缓解攻击行为，并且花费成本相对不大，我

们先看一段编写的防护函数 :

--- 防护代码段 ---

<%

' 定义需要过滤的输入字符

dim sql_injdata

SQL_injdata = "'|and|exec|insert|select|de

lete

|update|count|*|%|chr|mid|master|truncate

|char

|declare|1=1|1=2|;"

检测系统）、IPS（入侵防护系统）产品能防

护应用层的攻击行为，但是市面上绝大多数

的产品都只能防护一部分 WEB 攻击，甚至

有些产品是直接在 IDS 类产品上做修改而形

成的 WAF，基本只依靠规则来实现，不但

效率低而且严重滞后于繁杂多样的 WEB 攻

击类型。当然，我在这里要重申一下，WAF

可以和传统的 FS+IPS 作为一个有益的补

充，但绝不是去代替他们。

  所以，WAF 的自身代理架构使得分析

和阻挡攻击具有天然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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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_inj = split(SQL_Injdata,"|"

' 处理 POST 提交的输入

If Request.QueryString<>"" Then

F o r  E a c h  S Q L _ G e t  I n  R e q u e s t .

QueryString

For SQL_Data=0 To Ubound(SQL_inj)

if instr(Request.QueryString(SQL_Get),

Sql_Inj(Sql_DATA))>0 Then

R e s p o n s e . W r i t e  " < S c r i p t 

Language=JavaScript>

alert(' 系统提示你 !\n\n 请不要在参数中

包含非法字 符尝试 注 入 !\n\n');window.

location="&"'"& 

amp;"index.htm"&"'"&";</Script>"

Response.end

end if

next

Next

End If

' 处理 GET 提交的输入

If Request.Form<>"" Then

For Each Sql_Post In Request.Form

For SQL_Data=0 To Ubound(SQL_inj)

if instr(Request.Form(Sql_Post),Sql_Inj(S

ql_DATA))>0 Then

R e s p o n s e . W r i t e  " < S c r i p t 

Language=JavaScript>

alert(' 系统提示你 !\n\n 请不要在参数中

包含非法字 符尝试 注 入 !\n\n');window.

location="&"'"& 

amp;"index.htm"&"'"&";</Script>"

Response.end

end if

next

next

end if

%>

  以上代码首先需要定义相对完整的

过滤字符集，然后分别处理用 GET 和

POST 方式提交的数据报文，在需要防

护的页面里调用包括它既可 <!--#Include 

File="Anti_SqlIn.Asp"-->

  但是编写统一的防止注入函数有缺陷 :

  1. 需要考虑不同语言的不同语法，不能

统一，比如 ASP、PHP、Java;

  2. 要充分考虑每一个可能用户输入的地

方，但往往会有疏漏 ;

  3. 虚拟机往往有大量站点，而管理者是

单个站点的属主，系统管理员没权利也没能

力统一定制防护措施 ;

  4. 如果是 IDC 或者大型企业的机房，

会有更大量不同类型的 WEB 应用服务器，

要实现批量防护则更困难 ;

  5. 消耗服务器运算资源和网络带宽，因

为大批量的网络连接和提交数据都需要经过

函数来处理 ;

  6. 过滤不严谨则容易被攻击者绕过。

  最后一点其实很关键，不仅仅是过滤不

严谨，而且攻击者对于输入可变化大小写，

拼接攻击语句，甚至构造字符的不同编码

方式，比如字符 < 可被编码为 &lt、&#60、

&#x3c 或 %3c，而编码方式又是如此之多，

Unicode、十六进制、ASIIC、UTF-8 等，

所以用防护函数方式是非常困难的。

  通过上面描述，我们知道了从编程方式

来防御攻击具有它的局限性，简单概括 : 会

有疏漏、消耗性能、难以统一、运算复杂等。

  而这时绿盟科技 WAF 的优点就体现出

来了，对于 Encoding 报文会全部解码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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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防止攻击者利用拼接、转换编码的方

式躲避检查，并且内置了 50 多条精心配制

的规则，用于防护 SQL 注入，有人可能会

疑问这么少的规则能有效防御吗？要知道虽

然 SQL 注入的语句千变万化，但规则只需

要找出共同点进行匹配即可，并且可在此基

础上根据变化的攻击行为自定义规则。规

则制定后可用于不同类型的多台 WEB 服务

器，类型一致的可使用同一规则，对于大型

WEB 群来说这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

的优点如下 :

  1. 统一定制的规则能批量适用于不同类

型的网站 ;

  2. 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少，无论是应用或

编辑规则都方便，不用每台 WEB 服务器去

部署 ;

  3. 即使网站存在漏洞，也能在前端对攻

击流量给予清洗和阻断 ;

  4. 网站无需处理错误的探测，避免把

错误处理方式和信息暴露给攻击者，同时也

节省了服务器的处理资源。

动态防护CSRF

  CSRF 全 称 是 Cross Site Request 

Forgery，翻译过来是跨站请求伪造的意思，

它攻击的是客户端，利用用户合法身份访问

精心编制的一串 url 去触发一段具有某功能

的脚本或 CGI 程序，攻击者盗用了客户的身

份，并以他的名义发送恶意请求，包括 : 以

假冒身份发送邮件，发消息，盗取用户账号，

购买商品，虚拟货币转账，造成个人隐私泄

图 2

露以及财产安全。特别是随着 WEB2.0 的普

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它的攻击威力。图 2

是一段攻击流程 :

  1.访问了www.example.org；

  2. 此页面用 <img src> 标签隐含了一段

url，但访问时被触发访问请求；

  3. 这段 url 以 Get 方式提交了一段具有

某功能执行的请求，比如 : 银行转账、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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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等。

  通过图 2 我们清晰地了解 CSRF 的攻击方式是利用合法用户的

身份来执行恶意动作，当然利用 Get 方式更容易实施，但 POST 方

式也难逃厄运，比如下一段 :

  <a .href="http://www.abc.com/" onclick="var f = document.

createElement('form'); f.style.display = 'none'; 

  this.parentNode.appendChild(f); f.method = 'POST'; f.action = 

  'http://www.BANK.com/account/destroy&#39;;fsubmit();return 

false;"> 合法链接？</a>

  如果把链接改成图片，并且动作设定为 onmouseover 就更危险了。

  目前在 WEB 服务端抑制 CSRF 攻击有几种方式 :

  1. 增加一个 HASH 后的 cookie;

  2. 一次性令牌 ;

  3.加入验证码机制，缺点是这种机制让正常用户的客户体验受损。

  以上方式第 3 种是最佳的，比如每次请求重要功能的页面时（转

账、删除等动作）会嵌入一个生成验证码图片的脚本，随机生成值

（数字、ASIIC 字符、中文等）让用户填写后发送到服务器并保存在

session 空间。但很多网站的程序员在编写时疏忽了完成每一次会话

后去及时清空这个值，那么用户只要成功登陆过一次并填写了验证

码之后，以后的会话就无需重新验证了，所以还是容易被利用攻击。

  接着，我们来看看 WAF 的防护实现方式，相对于用特征集的

静态防护，用动态防护 CSRF 的攻击更具智能性和灵活性，基本思

路是通过 WAF 随机产生的隐含表单来打断一个不变的会话，也就

是说即使攻击者获取到了用户身份，但是随机变化的验证码让攻击

者无法构造一个不变的报文。

  如图 3 所示，在配置 WAF 防护的规则之前需要设置 referee 的

规则，然后配置域名和要防护的页面路径即可生效。

  在应用了 WAF 的 CSRF 防护规则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抓包观察

( 见图 4)，在 POST 报文时发现会多了一个随机生成的隐含表单值，

这个值会发送到 WAF 中进行匹配计算，如果不相符合则认为是攻

击者构造的报文。由于这个值每次会话都变化，且长度都不同，很

难被攻击者猜测利用，具有相当高的安全性。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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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通过以上介绍，大家了解 WAF 对于繁杂多样的攻击能条理地归类出共性，并在 WEB 系

统前端直接分析和过滤。由于篇幅限制，不能一一列举 WAF 所有防护功能的实现原理，其他

的包括防御 CC、SYN_flood 等类型的拒绝服务攻击、cookie 安全、网页挂马、防止页面篡改、

WEB 访问加速等，在以后的期刊里再陆续给大家介绍这些实现原理和一些思路。

结束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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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安全评估与防护
技术支持部  姚伟

  摘要 : 随着 WEB 应用的快速发展，WEB 应用中所存在的安全问题也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本文对 WEB 安全评估与传统评估服务的

区别以及评估流程、WEB 应用中常见的几种威胁分别做了介绍，并详细讲解了 WEB 安全评估方式与防护策略的应用。

  关键词 : WEB  安全  评估  防护

随
着用户对客户端便利性的要求，加上服务提供方对减少客户

端开发成本和维护成本的期望，越来越多的应用已经转为

B/S（浏览器 / 服务器）结构。由于用户对页面展现效果和易用性的

要求越来越高，WEB 2.0 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这样不但促进了

WEB 应用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使 WEB 应用中所存在的安全问题越

来越明显的暴露出来。

  根据X-Force的 2008年年度报告，WEB安全事件数量增长迅猛 :

背景

2008 年 WEB 安全事件增长

  在这种背景条件下，除了越来越多的站点因安全问题而被攻击

者攻陷，导致重要信息泄漏，甚至成为傀儡主机，大量傀儡主机被

攻击者利用发动 DDOS（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客户端也面临着很

多安全问题，恶意页面的垃圾信息传播、网页挂马导致的恶意程序

的传播等等。

一 .  概述

1.1  什么是 WEB 安全评估

  WEB 安全评估主要在客户的 WEB 平台上，针对目前流行的

WEB 安全问题分别从外部和内部进行黑盒和白盒安全评估。

  根据 WEB 多层面组成的特性，通过对 WEB 的每一个层面进

行评估和综合的关联分析，从而查找 WEB 站点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问

题和安全隐患。

1.2  WEB 安全评估与传统评估服务的区别

  与传统的系统层面的评估不同，WEB 站点的安全评估更加注重

“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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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评估流程

二 .  面临的威胁

2.1  跨站脚本

  跨站脚本攻击全称为 Cross Site Script，一般缩写为 XSS。此

漏洞是由于应用程序在服务器端获取用户提交的数据时，没有对内

容进行验证，使得攻击者精心构造的恶意脚本在普通用户的浏览器

中得到执行，除了可以窃取其他用户、管理员的 Cookie 外，还可以

进行挂马，使得更多的访问者感染恶意代码。在 WEB 2.0 技术流

行的今天，跨站脚本漏洞还有可能被蠕虫利用，进行大规模的攻击，

危害很大。

  此类漏洞的根本原因是，开发人员在编写应用程序时，对用户提

交的数据过滤不够严格，或者未过滤。由于考虑在实际开发中需要过

滤的内容比较多，可能会有遗漏，因此我们建议开发人员在对用户输

入的变量进行检查时，使用白名单方式，即检查用户传入的变量是否

是系统允许的类型，如果不是，就提示错误，直到用户传入合法的数据。

2.2  注入攻击

  注入攻击中最常见的是 SQL 注入，此攻击类型是由于应用程序

在服务器端获取用户提交的数据时，没有对内容进行严格验证，就

拼接到 SQL 语句中执行。攻击者可以精心构造特定的 SQL 语句使

服务器执行，从而进行未授权的数据修改，甚至在数据库服务器上

执行系统命令，对 WEB 站点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此类漏洞的根本原因是，开发人员在编写应用程序时，未使用

安全的方式执行 SQL查询，而使用了拼接的方式将变量输入到 SQL

  在传统的系统层评估中，评估方向以系统自身安全性和策略的完

善程度作为主要的评估方向，目标仅在于揭露系统配置上的缺陷。

  而在 WEB 站点评估中，除了需要关注系统层面的安全问题外，

还需要关注系统组件及第三方应用程序设计的安全性。而在 WEB

站点中，安全问题也不再像系统安全问题那样只具备单一的层面，

而是多个层面叠加产生，因此 WEB 安全评估还需要更加注重各个

层面安全问题的关联性，将这些问题进行必要的关联分析后来确认

WEB 站点整体的风险。

  从这方面来说，WEB 安全评估从人力到技术等各个方面的投入

都要大于传统的系统安全评估，而其所能发掘的问题也是多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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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句中。防范 SQL 注入的最好方法是，修改应用程序代码，使用安

全的方式执行 SQL查询，例如 : 使用 PreparedStatement 方式。

2.3  越权操作

  越权操作通常是由于应用程序在编写时，对身份验证部分考虑

的不全面。越权操作可以分为水平和垂直两个方面 :

  水平越权是指 : 部分页面未对访问者的角色进行严格检查，A 用

户可能利用应用程序的漏洞，可以访问到 B 用户的数据，进行越权

查看，修改，甚至删除。此类越权操作可能导致用户信息泄漏，或

者被恶意篡改，严重影响网站的形象。如果发生在存放有重要数据

的系统中，可能会导致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甚至引发法律纠纷。

  垂直越权是指 : 部分页面未对访问者的角色进行严格区分，普

通用户可能利用应用程序的漏洞，将自己提升到高一级用户的权限，

例如管理员权限。此类越权操作可能导致管理员权限泄漏，攻击者

用管理员权限进行一些非法操作，严重影响数据的安全性。如果管

理员后台合并有其他漏洞，例如 : 图片上传漏洞，攻击者可以向系统

中上传 webshell，进一步提升权限，最终获得网站服务器的管理员

权限，危害很大。

2.4  文件上传

  文件上传漏洞指 : 开发人员编写应用程序时，未对用户上传的文

件扩展名进行严格检查，从而导致攻击者上传 webshell，获取到网

站的权限。文件上传大多数是由于开发人员的疏忽或者对安全的理

解不深引发的。例如 : 开发人员只过滤了asp 扩展名的文件，而未过

2.5  信息泄露

  信息泄漏大致分为两类 : 一类是由于应用程序编写时对错误处

理方式考虑不全面，使得用户提交非法数据时应用程序报错，在错

误信息中可能包含大量操作系统版本、WEB 服务器版本、网站在服

务器上的绝对路径等敏感信息。此类型漏洞攻击者可能无法直接利

用，但和其他漏洞结合起来，就会对成功入侵起到很大的帮助。

  还有一类是由于网站维护人员的疏忽，或者管理不规范，使得

一些测试页面或者备份页面未及时删除，或者网页源代码中的注释

过于详细，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泄漏网站的信息，为攻击者获取网站

权限创造便利条件。

2.6  第三方应用程序安全性

  由于互联网已经发展的很成熟，很多开发人员在开发某些模块

时可能会上网搜索一些现成的代码，将其加入到自己的程序中，但

由于网络上开发人员的水平层次不齐，很多代码的安全性很差，而开

发人员将这些程序嵌入到自己的程序中，会导致安全问题产生，如

fckeditor、ewebeditor 等应用程序在历史上就发现过很多漏洞，成

为很多攻击者的突破口。

滤 asa、cer 扩展名的文件，而 asa、cer 扩展名的文件也会被 asp.

dll 解析，从而导致 webshell 被上传。

  建议开发人员在对用户上传的文件进行操作时，严格检查扩展

名，与防范 XSS 的方法类似，也使用白名单方式，例如 :只允许用

户上传 jpg、gif、bmp、zip、rar 扩展名的文件，其余扩展名的文件

禁止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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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身份验证漏洞

 ......

3.1.2 WEB 服务安全性

  WEB 服务的外部安全性主要通过使用远程 WEB 评估系统对站

点进行远程的安全测试，测试中包含了常见的 WEB 安全问题 :

 跨站脚本漏洞

 文件包含漏洞

 命令执行漏洞

 目录遍历漏洞

 信息泄漏漏洞

 暴力破解漏洞

 …………

  此部分工作也主要使用 WEB 安全评估系统进行，由于网站上

页面数量和连接数量较多，使用自动化工具可以明显提高工作效率，

防止遗漏。而且 WEB 安全评估系统都内置了大量的插件，对已知的

WEB 安全漏洞可以快速发现。

  除了使用 WEB 安全评估系统外，还需要人工进行辅助分析，

一方面需要确认自动化工具扫描结果的准确性，是否误报 ; 另一方面

需要对一些工具无法检查的地方进行补充，最大化的发现网站存在

的问题。

3.2  内部评估

  内部评估是指从内部发起针对服务器配置、策略及代码本身的

  建议在系统上线前，要严格检测每一个模块的安全性，开发人

员尽量不随便使用网络上的不成熟的代码，如果使用，使用前需要

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查。

  类似的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很多网站的首页都嵌入了一些应用，

而这些应用由第三方厂商提供，例如 :XXX 客服系统，我们的网站

在引用这些应用时，需要在我们的首页中嵌入一些代码，如果第三

方厂商的网站出现了安全问题，那么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网站的

安全性。

  建议在使用此类第三方应用程序时，一定要确认厂商的规模及

资质，尽量少嵌入第三方厂商的程序，以降低风险。

三 .  评估方式

3.1  外部评估

  外部评估是指测试人员由外部发起的、针对服务器和应用服务

的远程评估工作，主要模拟来自外部的恶意扫描等行为，以此发现

暴露于网络上的安全问题。

3.1.1  操作系统及应用服务安全性

  操作系统及应用服务器的安全性主要通过使用远程安全评估系

统对操作系统和应用服务层面进行远程的安全测试，例如 : 极光远

程安全评估系统等商业产品，测试中包含了常见的安全问题 :

 远程缓冲区溢出漏洞

 远程拒绝服务漏洞

 远程信息泄漏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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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操作系统层面，使用安全策略检查工具进行检查，需要检

查的内容如下 :

 用户管理 : 是否有多余用户，例如 : 开发用户，测试用户

 口令策略 : 是否设置口令策略，强制用户使用强壮的密码

 不必要服务 : 是否存在不需要的网络服务，例如 :DHCP、DNS、

FrontPage 扩展

 共享连接 :是否存在不需要的共享连接 : 例如 :windows 默认共享，

unix 的 NFS 共享

 文件系统 : 是否使用可靠的文件系统，例如 :NTFS 文件系统

 权限设置 : 是否对网络服务的配置文件进行了正确的设置，防止非

法用户篡改，提权

 访问控制 : 是否对访问者的 IP 地址进行了限制

 审计设置 : 是否对网络服务启用了审计，审计日志的权限是否进行

了正确的设置

3.2.1  系统安全策略检查

3.2.2  WEB 服务配置检查

  除了操作系统外，还需要对 WEB 服务的配置进行检测，需要

检查的内容如下 :

 WEB 服务是否安装了不必要的组件

 WEB 服务的运行身份是否正确设置

3.2.3  数据库安全检查

  网站评估中对数据库权限进行检测，是为了查看数据库中权限

是否得到了正确的设置，一方面保护数据库中数据的安全，防止未

授权用户访问 ; 另一方面防止数据库出现安全问题后，进一步影响数

据库服务器操作系统的安全，需要检查的内容如下 :

 数据库是否为应用程序建立了单独的账号，避免应用程序使用数

据库管理员等高权限的用户访问数据库

 数据库是否为各个用户划分了角色，使不同的用户访问数据库对象

时权限有所区分

 对不用的用户和角色赋予权限时，是否只赋予了最低的权限

 是否启用了访问控制列表 ACL，防止无关用户连接数据库端口

3.2.4  代码安全性检查

3.2.4.1  挂马检测

  攻击者在发现网站存在漏洞，进行利用，获得一定权限后，向

动态网页文件或数据库中添加特定的字符串，正常用户在访问该网

页后，执行恶意代码，可能导致感染病毒。在网站评估中需要对网

站的所有页面进行检测，确认是否有特定的恶意字符串被插入。

 WEB 服务的版本信息是否隐藏

 WEB 服务的目录遍历功能是否启用

 WEB 服务是否设置了必要的 ACL

 WEB 服务是否对隐秘页面使用 SSL 传输加密

 WEB 服务是否加强了日志记录内容

 WEB 服务是否进行了严格的权限设置

安全检查。相对外部安全的黑盒测试方式来讲，内部评估更近似于

白盒测试，注重功能性及安全性的检查，从根源上发现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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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3  代码审计

  代码审计在安全开发中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远程漏洞扫描和

渗透测试只是黑盒测试，对很多漏洞可能无法检测。目前国内大多

数企业的测试部门由于对安全的理解不深，在传统软件质量测试中

无法发现代码中存在的安全问题。

  进行一次成功的代码审计不仅可以发现应用程序编写时产生的安

全漏洞及不规范的代码，督促开发人员及时修正。同时也能提高开发人

员的素质，从而提升应用程序的质量。

四 .  防护策略

  作为信息系统的一个典型应用，网站的安全防护与信息系统一

样，涉及的层面比较多，可分为网络层面、系统层面、一般服务组

件如数据库、通用软件、常用软件等、特定应用，对于前三类防护

手段是通用的，我们使用的是传统的防护技术。如下图 :

  对网络、通信协议、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层面上的防护可以认为

是通用的，传统的边界安全设备，如防火墙、安全网关、IDS /IPS、

审计产品、终端防护产品等，作为网站整体安全策略中不可缺少的

重要模块，其防护效果是比较有效的。

  但在对 WEB 站点采用传统技术手段进行安全防护的同时，也

要充分考虑如何针对用户特定应用的应用层面脆弱性及威胁进行安

全保障。由于 WEB 应用程序本身具备个性化的特点，因此如果需

要减少 WEB 应用程序本身所面临的威胁，仅仅依靠通用产品就显

得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了。

  因此，对 WEB应用程序的防护并不能单单考虑被动的、通用的

防护方式，而需要以更为主动的方式进行，如在程序的设计过程中功

能安全性的考虑，在开发过程中的安全测试及上线前的代码审计等工作。

通过这样一系列工作将安全渗透到每一个环节中，增加安全的主动性，

以此达到应用程序的安全、稳定。

3.2.4.2  WebShell 检测

  WebShell 是站长用于管理服务器的一种 asp/aspx/php/jsp 等

应用程序，可以进行在线编辑文件、上传下载文件、查看数据库、

执行任意程序命令等操作。如果被攻击者利用，可以控制服务器。

通常攻击者在发现应用程序有漏洞时，会尝试上传 WebShell，因此

在网站安全评估中需要对网站所在目录中可能存在的 WebShell 进行

检测。

  此类检查可以使用一些网络安全产品完成，如 : 绿盟科技 WEB

应用防火墙，或者绿盟科技极光远程安全评估系统的 WEB 扫描。

  此类检查可以使用一些网络安全产品完成，如 : 绿盟科技 Web

应用防火墙，或者绿盟科技极光远程安全评估系统的 Web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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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可管理可运营的安全互联网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研究院数据通信研究部  余晓光

  摘要 : 在计算机和宽带普及的今天，互联网是网络攻击的重灾区。互联网攻击的数量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对电信运营商的安全运维

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为达到运营商对互联网可管理、可运营的目标，就必须加强对互联网的管控力度，减少人力成本，做好事前主动

防御，提高安全事件处理的及时性和效率，保障互联网安全稳定运营。

  关键词 : 互联网  网络安全  攻击  监控  僵尸网络  DDOS  DNS

互
联网目前是由许多运营商网络共同组成

的全球网络。在互联网诞生之初，并不

是一种面向管理和运营的网络，而是以“充分

可信赖环境下工作”为理念设计的，并没有考

虑到太多的安全因素。当前互联网却时时刻刻

受到来自全球不同地方的滥用、误用以及攻击

的困扰，受到影响的范围包括互联网通讯协议、

网络服务软件以及互联网上传输的数据。对于

电信运营商来讲，以往只要考虑传输链路安全，

保证数据传送管道的稳定就可以了，现在也越

来越多地考虑基础网络之上的各种安全，因为

这些都已经威胁到基础网络的安全性。当今的

世界对互联网的依赖性已经非常之大，互联网

上任何稍大的故障都将成为电信运营商不能承

受之重。因此，电信运营商必须构建一种可管理、

可运营的安全互联网，加强对于互联网的安全

管控力度，这不仅是从自身的需求出发，也是

从整个国家根本利益出发。

一、 互联网网络安全现状和需求

  2009 年 CNNIC 最新报告指出，中国网民

数已达到 2.98 亿，位居世界第一。庞大的用户

群体包括个人用户、企业用户、政府用户等。目

前各行业和政府内的日常工作都要用到互联网，

而各种电子商务、金融、证券、物流等业务也必

须依赖互联网提供，互联网已经和人们的工作生

活密不可分。今年 5月19 日，由于暴风影音遭

受攻击而导致多个省的 DNS 系统几乎瘫痪，再

次给互联网敲响了警钟。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

的信息基础设施和重要支撑系统成为互联网是

否能够可靠稳定地提供通信服务的关键所在。

1．信息基础设施和重要支撑系统是互联网

的关键

  互联网是由大量的个人计算机、服务器、

传输介质、路由交换设备、存储设备等组成的，

在信息的传送过程中，所经过的路径上的每一

类设备都必须调用本身的软件进行信息处理。

而软件存在的漏洞则带来了大量的网络安全问

题，其中尤其以计算机操作系统的软件漏洞为

多，而以路由交换设备的漏洞影响为大。标准

的软件开发方法还无法杜绝软件开发存在的漏

洞，一般的软件开发控制过程也只是能够尽量

地减少攻击者能够利用的漏洞，因此网络漏洞

必将广泛和长期存在。

2．互联网网络漏洞广泛存在

  由于近些年来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攻击教

程、攻击代码、攻击工具，在互联网上进行网

络攻击变得越来越容易，要求的技术门槛和年

3．互联网网络攻击日趋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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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构建可管理可运营安全互联网的条件

  从目前互联网的安全现状来看，互联网存

在的问题很多，也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这些

问题不仅得到了运营商高层的重视，更得到国

家相关部门的重视：今年 8 月份，工信部要对

电信运营商进行通信安全检查，互联网是一个

重要的检查点。这些都是挑战，也是对运营商

的机遇。电信运营商要趁此机会，加强网络的

可管理、可运营能力，这不仅是面对检查，更

是为了网络的长治久安和持续盈利。

  要达到可管理、可运营的目标，必须要满

足下面的条件：

  1．网络安全可视化。每天发生在互联网

上的扫描、渗透、DDOS 等攻击不计其数，如

果电信运营商对这些攻击的威胁无法弄清来源、

大小、目的等关键信息，就无法采取有效的措

施加以消解。网络安全的可视化是运营商的耳

目，是构建可运营可管理安全互联网的前提，

它不仅要将互联网上正在发生的安全威胁可视

化，也要将互联网潜在的安全威胁可视化，这

样安全工作才能摆脱处处被动救火的处境，从

最初就将威胁消匿于无形。

  2．网络攻击可控制。对于互联网这种开放

性的网络来说，没有攻击是不可能的，有了攻

击全部防范也是不可能的。对于电信运营商来

说，要关注和必须要控制的网络攻击是会对电

信网络造成重大冲击的攻击，如对城域网或省

网出口带宽造成拥塞的攻击、对网络上路由交

换设备的可用性进行的攻击、对重要应用系统

像 DNS 系统的攻击、对重要大客户的攻击等。

对于这类攻击，电信运营商必须进行控制，因

此必须针对性地配备相应技术手段。

  3．网络安全集中管理。每天互联网上有

海量的攻击事件，从各种设备得到的安全事件

很多，而且攻击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如果不能

集中管理，必将造成低效和疏漏。目前互联网

上的攻击更多的是跨省甚至是跨越国境的，这

种情况下必须在高层实现统一管理、统一协调，

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效率。

  4．安全服务管理。安全不仅是要对电信

运营商提供服务，以后还要能够为用户提供安

全保证。实现服务管理，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用

户策略，是在一开始就应该考虑的问题，将来

时机成熟时再进行增值服务的设计和推广，实

现客户价值和企业价值的双赢。

  5．计费能力。能够根据时长、次数、业务

等多种方式提供计费手段，提供报表支持，对

用户展示攻击的大小和保护效果，以及保护过

程中占用的电信设备资源等，要区分对于大客户

和普通客户的不同计费方式。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于互联网安全可

管理、可运营的构建，必须要首先实现网络安

全的可视和网络攻击的可控，也就是在网络安

全监控方面具备管理和运营能力，这方面电信

运营商的需求很多，下面将进一步阐述对于网

络安全监控的要求。

龄门槛也越来越低。随着黑色产业链的兴起，

网络攻击更是向着利益化、集团化、规模化的

方向发展，在攻击者获取利益的时候，却恰恰

使更多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目前互联网上的大

规模 DDOS 攻击、垃圾邮件、蠕虫病毒、异常

流量、僵尸网络活动越来越频繁，某些攻击更

是把目标针对互联网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支撑

系统，这些攻击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因此，电信运营商有必要对网内的各种攻

击企图和活动进行监控，在攻击造成重大危害

的早期进行有效的预防，在攻击发生时进行及

时的化解。

三、互联网网络安全监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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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安全监控主要完成监视和检测、缓解

和恢复、追溯和取证这三个功能，具体的要求如下 :

1．互联网攻击监视和检测要求

  当互联网网络安全攻击事件发生时，电信运

营商需要有监视和了解事件情况的工具来实现适

当防御措施的部署。监视和检测的要求如下：

  对全网范围的潜在危害活动监视和攻击检测；

  对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支撑系统的动态保

护，对攻击的动态响应；

  对全网安全系统的监视，以确保安全系统

满足所制定的安全策略；

  对全网正常网络流量模型的建立，对异常

流量的早期发现和预警；

  网络攻击流量数据的实时采集、存储、提

取和分析，以及后期的回放；

  方便易用直观的界面，使得攻击发生时可

以通知到操作人员，操作人员也可以从系统上

方便地了解到正在发生的攻击事件。

  针对互联网上发生的攻击进行快速响应，

阻止攻击的延续或者减轻攻击的危害程度，对

于攻击的破坏能够做到快速恢复。缓解和恢复

要求如下：

2．互联网攻击缓解和恢复要求

  逮捕攻击罪犯并给罪犯定罪是执法的主要

目的，对电信运营商来说，这样做具有很好的

威慑作用。这需要相应的技术手段和工具来调

查网络犯罪并提供证据起诉罪犯。追溯和取证

要求如下：

  确定网络攻击源，进行攻击追溯；

  根据不同的攻击来源，分析确定攻击者；

  在网络中收集攻击证据；

  确定攻击造成的损失；

  从海量的攻击数据中确定所使用的攻击工

具和方法；

  建立网络犯罪鉴识模型，加快对常见攻击

方法的鉴定速度。

3．互联网攻击追溯和取证要求

  由于互联网自身存在的设计问题，网络攻

击必将长期存在。为了应对互联网攻击的挑战，

把握安全服务的机遇，电信运营商应在自身网

络的基础上，构建可管理、可运营的安全互联

网体系，而网络安全监控技术是体系的基石。

目前，国内运营商普遍存在互联网监测技术手

段不足、监测能力不够的问题，安全设备提供

商应根据电信运营商的需求加快相关产品的开

发研制。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年 5 月份对电信运

营商下发了《互联网网络安全信息通报实施办

法》和《木马和僵尸网络监测与处置机制》两

个文件，8月份对电信运营企业进行了安全检查，

这对运营商监测和上报互联网安全信息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电信运营商应以此为契机，进一

步加强自身的互联网监测和控制能力建设，逐

步构建可管理、可运营的安全互联网。

  快速、主动地从监视数据中发现故障和攻

击情况 ;

  实现从故障和攻击中快速恢复 ;

  自动化判断攻击发生的所在地、严重程度，

自动提供解决方案，减少人为判断和操作所导

致的错误 ;

  缓解和恢复不能造成其他的连带破坏，对

网络性能不能造成重大影响。

四、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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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 Strip 攻击及其防御

  摘要 : 2009 年 2 月华盛顿黑帽大会惊爆新型的 SSL Strip 攻击，该攻击对证券、银行等 B/S 交易业务带来了极大的安全威胁。本文

将深入浅出地介绍 SSL Strip 攻击的原理，并进一步提出防御 SSL Strip 攻击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 SSL Strip  中间人攻击

SSL Strip 攻击到底带来了什么安全威胁

简
单地说，SSL Strip（简称 SSp）攻

击可能会给 B/S 交易带来以下直接

安全威胁 :

  1. 截获交易账号信息，包括交易密码 ;

  2. 截获交易信息 ;

  3. 篡改交易信息 ;

  以上安全威胁发生以后，会给交易者带

来严重的经济损失，证券账号被非法倒买倒

卖、银行账号里巨额存款不翼而飞等等。但

是当攻击者成功实施 SSp 攻击时，之所以

说“可能”带来上述安全威胁，是因为随着

B/S 服务提供商已采取的不同程度的防护措

施、以及SSp 攻击程序危害性、目的性的不

同，最终的结果和危害程度都会有所不同，

具体差异会在后面随着 SSp 攻击原理的展

必备知识点

  在展开讲解 SSp 攻击原理之前，先来

了解几个必备的知识点。

SSL协议

  SSL 协议 (Secure Socket Layer， 安

全套接层 ) 主要是使用公开密钥体制和

X.509 数字证书技术保护信息传输的机密性

和完整性，它不能保证信息的不可抵赖性，

主要适用于点对点之间的信息传输，常用

Web Server 方式。

HTTPS 协议

  HTTPS（Secure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安全超文本传输协议，它是一个

安全通信通道，它基于 HTTP 开发，用于在

客户计算机和服务器之间交换信息。它使用

B/S 交易登录页面的业务特点

  一些用户可能留意到了一个问题，绝

大多数 B/S 交易系统的主页是 HTTP 页

面，只在跳转至登录页面的链接或者输入

登录信息后的“登录”按钮链接中才进入到

HTTPS 页面。以 163 信箱为例，163 的主

页是 HTTP 页面 :

安全套接字层 (SSL) 进行信息交换，简单来

说它是 HTTP 的安全版。

产品市场部  刘敏

开而深入浅出地进行剖析。

威胁着网上交易安全的幕后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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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且仅当在主页左上方输入账号信息、

单击“登录”按钮时才进入到 HTTPS 加密

通讯页面 :

  如果你是投资者，现在就可以看看你登

录的 WEB 交易系统，是否具有上述的跳转

特点。

走近 SSp

  SSp 攻击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原理和过

程？下面我们就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2009 年 2 月华盛顿举行的黑帽大会又

爆 SSL 漏洞利用新工具 SSp，在不改变

SSL 加密状态的情况下，巧妙地利用业务

特点欺骗用户盗取他人密码，伪装技巧非同

一般。

SSp 攻击原理

  首先来分析一下正常的 WEB 交易登录

过程。

  通过图 1 能够清楚地看到，在局域网中

的一台客户端在登录交易服务器之前所发生

的所有数据交互 :

  1和 2完成局域网中客户端对网关MAC

地址的寻址，后续客户端发往 WEB 服务器

的所有数据包都需要通过网关转发 ;

  客户端与服务器创建正常的 HTTP 连接

以后，首先是请求获取首页内容，服务器返

回正常首页以后用户输入账号信息，单击相

应按钮创建 HTTPS 连接，完成登录操作。

  在这一过程中，当客户端向网关寻址时

得到的却是“肉鸡”的 MAC 地址，而且服

务器返回的首页内容被“肉鸡”上的攻击程

序篡改后，就为一次成功的 SSp 攻击敞开

了大门，而这台“肉鸡”就是已经中招、在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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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完整的 SSp 攻击过程如图 3 所示 :

SSp 攻击的特点

  通过对 SSp 攻击原理的了解，可以归纳出 SSp 攻击具有如下特

点 :

  1. 需要在局域网环境中实施该攻击，因为其前提是 ARP 欺骗，

在广域网的环境下，ARP 欺骗没有施展空间 ;

  2.WEB 交易页面的特点是由 HTTP 页面跳转至 HTTPS 页面，

正是这一特点被攻击者巧妙利用成功实施攻击 ;

  3. 上述的攻击过程并没有真正地攻破 SSL 加密通道本身，而是

巧妙地利用了链接的跳转 ;

  下面在探讨 SSp 防御方法的时候就需要基于这些特点来展开。

  当客户端寻址网关的 MAC 地址时，攻击机回复了虚假 ARP 包，

将攻击机的 MAC 地址回复给了客户端。这样在客户端看来攻击机就

是网关了，导致后续客户端所有与 WEB 服务器之间交互的数据包都

是首先通过攻击机转发的。

  同理，服务器返回的正常首页也是首先抵达攻击机，此时攻击

程序会将相关的 HTTPS 链接地址篡改为 HTTP 链接地址，在客户

没有注意到这种细微变化的情况下，输入了登录账号信息，并将该

信息通过明文传输协议 HTTP 发给攻击主机，再由攻击主机将账号

信息转交给服务器并与服务器创建 HTTPS 链接。最终的结果就是

客户端与攻击主机是明文通讯，攻击主机与服务器之间则是加密通

讯，而客户端输入的所有信息都经由攻击程序转发给服务器。

局域网中实施 SSp 攻击的主机。这一过程用时序图展示如图 2: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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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已经讲到实施 ARP 欺骗是 SSp 攻击成功的必要条件，因

此如果局域网内有相应的 ARP 欺骗防御措施，那么也能够很好地防

御 SSp。具体如何防御 ARP 欺骗，有很多免费工具，也有很多专

业的企业级安全软件如绿盟科技内网安全管理系统，都能够起到良

好的防御效果。

2. 防御 ARP 欺骗

  在客户端显示页面的同时检查相关的 URL 是否已被篡改，如果

发现异常则给出安全提示，提醒用户当前链接的安全性问题，建议

用户停止交易，或者直接屏蔽后续页面的显示、主动终止交易。在

我们进行相关研究和测试的时候，已经发现有个别 WEB 交易系统

已经采用了这种方法来防范此类攻击。但攻防总是相对的，如果攻

击者很有针对性，就是要截获某一特定 WEB 交易系统的账号信息，

则完全能够在中间转发数据包的同时过滤掉相关的检查代码，最终

让用户在明文通讯的情况下完成交易，并成功截获帐号信息。

3.URL 检查

  采用 SSL 扩展验证机制可以使用户比较醒目地了解到 : 当前网

站是否是真正的证券交易网站。SSL 扩展验证（EV SSL）证书，英

文全名为 :Extended Validation SSL Certificate，是全球领先的数

字证书颁发机构和主流的浏览器开发商共同制定的一个新的 SSL 证

书严格身份验证标准，让新一代安全浏览器 ( 如 :IE7) 能识别出 EV 

SSL 而在地址栏显示为绿色，让普通消费者能确认正在访问的网站，

就是通过权威第三方严格身份验证的真正服务器。

4.EV SSL

如何防御 SSp 攻击

  了解了 SSp 攻击的原理、过程和特点之后，对防御 SSp 攻击

的基本方法也能自然地想到一些思路。下面就来探讨一下如何防御

SSp 攻击。

  客户端与攻击者之间是 HTTP 明文通讯，导致攻击者从客户端

提交过来的数据包中剥离出明文的账号信息。但是如果此时客户端

发出的账号信息本身就是加密后的信息，那么攻击者想要从中截获

用户输入的密码就绝非易事。因此如果交易客户端能够保证从客户

端送入 HTTP/HTTPS 通道的密码是加密后的密文字符串，就能够

很好地防御 SSp 攻击。例如绿盟科技终端保护系统金融版就采用动

态密钥加密技术，将用户输入的帐号信息使用动态密钥加密后传入

HTTP/HTTPS 通道，在防止攻击者截获明文密码的同时，很好地预

防了攻击者截获固定密钥加密后的密文字符串并进行重用的可能性，

防御 SSp 攻击的效果非常明显。

1. 加密后发送机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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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深入剖析了SSp 攻击之后，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够树立这样

的信心 :SSp 攻击并不可怕，只要采取得当的防御措施，完全可以将

SSp 攻击拒之于门外。

结束语

其它说明

其它方式的 SSp 攻击

  另一种 SSp 攻击方式也是现在大家关注的热点，但目前还没有

相关的成功实验。

  这种 SSp 攻击方式是在局域网上使用了一个包含有效 SSL 证

书的代理，使得浏览器会在地址栏显示一个“https”。其次，它使用

homographic 技术创建一个长的 URL，在地址中包含了一系列伪造

的斜杠。（为防止浏览器将这些字符转换成 Punycode，他必须获得

一个用于 *.ijjk.cn 的通配 SSL 数字证书）。

  结果是客户端与攻击者之间、攻击者与服务器之间都是 SSL 加

密通讯，但其中所有的数据都是通过攻击者中继转发的，这也就意

味着所有的信息对于攻击者来说都是可见的。

  本文的最开始就简单介绍了 SSp 攻击可能带来的危害，之所以

说是“可能的”危害，是因为目前已知的 SSp 攻击针对的主要目标

是交易账号的密码信息，但因为客户端发出的所有数据都是通过攻

击者来转发，所以实际上攻击者能够截获所有的信息，包含交易信息，

进而能够直接篡改交易信息。但前提是攻击者有针对性地做了处理，

对数据进行过滤，剥离出他想要的所有敏感信息。

  PKI 数字证书可以实现网上证券用户登陆时的身份审核认证和交

易中的防抵赖。在防止 SSLstrip 攻击方面，PKI 数字证书是增强的

双向认证，可以有效地验证正在进行的通讯是否为加密链接，验证

对方是否为真正的证券交易服务器，从而可以在发现异常时采取控

制措施，避免登录密码被盗 ; 另一方面，采用数字证书后网上证券的

身份认证就不仅仅是用账户 / 登录密码就可以的，还要持有正确的

证书才能完成，所以攻击者还要进一步取得用户的数字证书，这也

加大了攻击的难度。

  各种防御措施的简单对比

5.PKI 数字证书体系

名称 措施影响 措施实施难度 解决程度 推荐度

通信加密 服务器，客户端 中 90% 高

防 ARP 欺骗 客户端 复杂 难以判断 低

URL 检查 服务器 中 40% 中

EV SSL
服务器，需要

特定客户端
中 50% 中

PKI 数字证书 服务器，客户端 高 95%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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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NIDS的网络侧木马检测技术

  摘要 : 网页挂马已经成为目前最为流行的攻击手法，以其为代表的应用威胁愈演愈烈。本文结合绿盟科技在 NIDS 产品和互联网安全

信誉服务等方面的长期技术积累，介绍几种高效、可用的网络侧木马检测技术。

  关键词 : 网页挂马  木马  NIDS  特征检测  行为异常  互联网安全信誉

近
期，一项借助搜索引擎页面，直接传播木马的新型“挂马”

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出现。受微软“MPEG-2 视频”

0day 漏洞影响，在微软和中国电信合作的“114 搜索”中，黑客将

大量木马直接插入在搜索结果页面，悄然大肆传播。危害同时波及

内嵌“114 搜索”框的互联星空、56.com 等众多联盟网站。2009

年 7月对于互联网来说也许是黑色的，2009 年上半年的互联网更是

满目疮痍。

一、以木马为代表的应用威胁愈演愈烈

  飞速发展的互联网加速了企业信息化建设进程，越来越多的企

业开始将其业务系统移植到开放的互联网平台上来。伴随着营销理

念和商业模式的转变，来自互联网的安全威胁也在逐渐凸显变化，

常见的安全威胁来源，开始由传统的网络层和系统层，转向以恶意

代码为代表的应用层。

  据业内安全机构研究表明，截至今年 7月，国内挂马网页累计

高达 2.9 亿个，共有 11.2 亿人次网民遭木马攻击，平均每天有 622

万余人次网民访问挂马网站，其中大型网站、流行软件被挂马的有

35 万个，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度增长。

  通过看似正常的互联网站点向用户传播木马等恶意程序，是一

种极为隐蔽的攻击方法，很少有用户是因为了解自身操作系统、应用

服务的脆弱性而发现遭受攻击的。因此，在互联网上大量投放利用

客户端漏洞的恶意代码，再“借助”用户对互联网站点的盲目信任，

就能够很轻松地诱骗客户被动下载万恶的木马程序。当然，更多时候，

图 1 “网页挂马”威胁扩散示意图

产品市场部  陈星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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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木马检测的常见方法

  通过分析一次完整的“网页挂马”攻击过程，可以看到攻击者能

够在整条攻击路径的多个环节介入，制造虚假的数据和恶意的流量，

正是因为在多个防护层面缺少有效的安全监控机制，才使得攻击最后

能够得逞。

  为了有效监测并抑制木马等恶意程序的传播和扩散，至少可以

从以下三个层面考虑并加以监控，包括 : 针对目标 WEB 站点的安全

评估、网络侧恶意流量检测，以及针对客户端主机的脆弱性检查。

图 2 常见的木马检测方法

  相比其它两种检测方式，网络侧恶意流量检测方案能够为企业

提供实时的风险感知能力，具备更低的部署成本和更大的防护区域，

该方案可在现有成熟的 NIDS 技术和产品进一步发展形成。

  对网络中传输的各种流量进行分析，从中发现违反企业安全策

略的行为，这是 NIDS 的核心功能。从技术上，入侵检测技术大体分

为两类 :一种基于特征标识（signature-based），另一种基于异常行为

（anomaly-based）。在面向以木马为代表的新型应用层攻击时，可采

用的检测技术则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 基于协议分析的特征检测；基于

行为分析的异常检测；以及基于互联网安全信誉服务的恶意流量检测。

三、基于协议分析的特征检测技术

  特征检测是 NIDS 应用最为成熟的一类技术，能够准确识别各

种已知的攻击行为，并出示详尽的分析报告。该项技术的基本思路是 :

首先定义“异常流量”的事件特征（signature），如 : 带有非法 TCP

标志联合物的数据包、数据负载中的 DNS 缓冲区溢出企图、含有特

殊病毒信息的电子邮件等，再将收集到的数据和已有的攻击特征库

进行比较，从而发现违反企业安全策略的行为。该过程可以很简单，

通过字符串匹配寻找一个简单的指令 ; 也可以很复杂，使用正则表达

式来描述安全状态的变化。

  特征检测技术的核心在于建立和维护一个知识库，涉及的特征

包括 : 简单的数据包头域信息，高度复杂的连接状态跟踪，以及可

扩展的协议分析。一个经典的特征定义 : 明显违背 RFC793 规定的

TCP 标准，设置了 SYN 和 FIN 标记的 TCP 数据包。这种数据包

首先植入用户主机的可能是一个下载器，它会自动连接远端的“木马

养殖场”，下载更多恶意程序到本地执行，从而使得木马控制者能够

获得某些敏感的数据，或通过渗透，最终获取用户主机的控制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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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常检测技术通常先构建一个正常的用户行为集合，再比较被

监测用户的实际行为模式，和正常模式之间的偏离程度，来判定用

户行为的变化，最终确定是否属于入侵。

  异常检测技术不需要过多依赖系统缺陷的相关知识，具有较强

的适应性。无论攻击者如何变换攻击策略，通过检测行为模式之间

的差异来判定是否异常，从而检测出未知的，甚至更为复杂的攻击。

  异常检测技术主要用到“模式比较”和“聚类”两类算法，本文

四、基于行为分析的异常检测技术

主要介绍模式比较算法在 NIDS 木马检测过程中的应用。

  在模式比较算法中，首先通过关联规则和序列规则建立正常的

行为模式，然后通过行为比较判定攻击。

  关联规则挖掘是数据挖掘最为广泛应用的技术之一，也是最早

用于入侵检测的技术。关联规则从用户定义的“支持度”和“可信度”

两个维度出发，设定用户合法行为的阈值，通过和用户实际行为的

比较来发现攻击。同时，关联规则还会进一步分析一种行为与其它

行为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或相互依靠性，如从被挂马页面下载木马服

务端程序的同时，接受远程客户端程序控制的可能性。

  序列分析和关联分析类似，其目的也是为了挖掘出数据之间的

关系，不同的是，序列规则增加了时间的概念，在检测分布式攻击

和插入噪声的攻击时，这种方法比较有效。

  下文将结合经常被僵尸网络（Botnet）利用的一种蠕虫（W32/

IRCBot-TO）的特征和行为分析，介绍网络侧 NIDS 检测方法。

  僵尸网络是指采用一种或多种传播手段，将大量主机感染僵尸

程序（bot 程序），从而在控制者和被感染主机之间所形成的一个一

对多控制的网络。僵尸网络是一种恶意行为，拥有这些 Botnet 的人

极不愿意让其他人登录到他的服务器中去，同时也为了防止其他黑

客夺取其 Botnet，他们会有意地隐藏服务器的基本信息，如连入的

用户数、可见的用户数、服务器内所建立的频道等，这些信息本来

是需要公布给聊天者的，现在却被攻击者有意隐藏了。

  但是，由于加入到 Botnet 服务器中的所谓用户 nickname 是由

bot 程序自动生成，所以这些 bot 的 nickname 应该符合一定的生成

被许多入侵软件采用，向防火墙、路由器以及 IDS 发起攻击。

   为了规避 NIDS 的检测，攻击者往往会将恶意流量进行分片、

压缩、编码等各种处理。此时，传统的特征检测技术，遇到了一定

的技术瓶颈，需要引入智能协议识别和处理技术。

  协议分析是在对网络数据流进行重组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网络

报文的协议特征，发现其所在协议，然后递交给相应的协议分析引

擎进行处理，对相关字段进行规则检测，实现 4-7 层深度协议解码。

  只有准确理解事物的本质，才能对症下药，木马检测亦是如此。

通过融合端口分析、协议特征判断、行为分析等技术，借助动态升

级的木马特征库，先进的 NIDS 能够准确检测出运行在任意端口的

木马，以及运用 Smart Tunnel 技术的其它恶意程序。

  构建和维护一套可用的攻击特征库，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面

对浩如烟海、种类繁多的攻击手段，特征检测模型只能发挥有限的

效能，要更好地检测出未知的攻击，还要使用到异常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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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也就具有了某些规律，通常有 IP 地址表示法和系统表示法两

种“命名规范”。

   IP 表示法 : 将被感染了 bot 程序的主机（IP）归属国家的

三位缩写放在开头，然后在后面加入指定长度的随机数字，如

USA|8028032，CHA|8920340;

   系统表示法 : 将被感染 bot 程序的主机的系统类型作为开

始的字母，然后在后面加上指定长度的随机数字，如 xp|8034，

2000|80956

  这些 nickname 的规律性和正常 IRC Server 中的 nickname 的

随意性是不相同的，其命名特征可以从得到的 bot 源码中发现并总

结出来。

  因为 Botnet 中感染 bot 程序的主机并不知道自已已被控制，所

以在没有 Botnet 控制者指令的条件下是不会有所行为的，更形象地

讲他们的行为更像一个个僵尸。而 Botnet 在传播和准备发起攻击之

前，都会有一些异常的行为，如发送大量的 DNS 查询（Botnet 倾向

于使用动态 DNS 定位 C&C 服务器，提高系统的健壮性和可用性）、

发送大量的连接请求等。一个先进的 NIDS 系统在这个时候应该能

够及时发觉此类异常行为。

W32/IRCBot-TO 是一种后门蠕虫病毒，能允许远程的入侵者获取访

问权限进而控制整个计算机，感染主机通常会成为 Botnet 中的受害

者。以下是特定环境下，蜜网（Honeynet）捕获的异常流量交互过程 :

  6 <-> <infector-ip> TCP 2971 - <honey-ip> 445 [SYN, 

SYN,ACK]

  13 -> SMB Negotiate Protocol Request

  14 <- SMB Negotiate Protocol Response

  17 -> SMB Session Setup AndX Request, NTLMSSP_AUTH, 

User: \

  18 <- SMB Session Setup AndX Response

  19 -> SMB Tree Connect AndX Request, Path: \\<honey-

ip>\IPC\$

  20 <- SMB Tree Connect AndX Response

  21 -> SMB NT Create AndX Request, Path: \browser

  22 <- SMB NT Create AndX Response, FID: 0x4000

  23 -> DCERPC Bind: call_id: 0 UUID: SRVSVC

  24 <- SMB Write AndX Response, FID: 0x4000, 72 bytes

  25 -> SMB Read AndX Request, FID: 0x4000, 4292 bytes at 

offset 0

  26 <- DCERPC Bind_ack

  27 -> SRVSVC NetrpPathCanonicalize request

  28 <- SMB Write AndX Response, FID: 0x4000, 1152 bytes

  29 -> SMB Read AndX Request, FID: 0x4000, 4292 bytes at 

offset 0

  Initiating Egg download

  30 <-> <honey-ip> TCP 1028 - <infector-ip> 8295 [SYN, 

SYNACK]

  34-170 114572 byte egg downlo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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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于互联网安全信誉服务的恶意流量

检测技术

  特征检测技术能够识别已知的攻击类

型，但是面对新的未知攻击时，会变得束手

无策 ; 异常检测技术对于未知的攻击模式有

一定检测能力，但在实现上，要求系统对用

户行为的正常态有着较强的敏感性，同时能

够及时感知用户行为的变化，否则不可避免

会产生虚警。

  当前，在“地下黑色产业链”的操控下，

恶意程序的变种数量越来越多，传播和分散

速度越来越快，将远远超过攻击特征库的更

新速度，传统的基于特征匹配的检测和响应

速度将逐渐滞后。新兴的混合型攻击通常还

把功能实现拆分到多个动作完成，以逃避面

向行为分析的安全监控。

  应对新的安全威胁挑战，尤其是传播

超过 90% 以上恶意代码的 WEB 威胁，需

图 3 绿盟科技互联网安全信誉技术应用效果

Connecting to IRC server on port 8080

  174 <-> <honey- ip> TCP 1030 - 

66.25.XXX.XXX 8080 [SYN, SYNACK]

  176 <- NICK [2K|USA|P|00|eOpOgkIc]\

r\nUSER2K-USA

  17 7  - >  : s e r ve r 016 . z 3 n n e t . n e t 

NOTICE AUTH

  :*** Looking up your hostname...\r\n’’ ...

  179 -> ... PING :B203CFB7

  180 <- PONG :B203CFB7

  182 -> Welcome to the z3net IRC network ...

  可以看到，Botnet 控制者首先向目标主

机发起 SMB 连接请求，通过协商、认证后，

建立连接。Bot 受控端会主动连接 Botnet 控

制者，下载一个恶意文件，本地执行之后，

登陆 IRC 服务器，同时被 Botnet 控制者接管。

从用户使用的 nickname可以看得出，Bot 受

控端是一台来自美国的 Windows 2K主机。

  充分了解到上述行为特征后，能够很快

研制出基于 NIDS 的检测规则，结合特征

检测和异常行为分析等技术，在感染 W32/

IRCBot-TO 的主机向外建立非法连接时，第

一时间给予报警和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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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全面的木马检测应该从网络架构、服务

器、客户端，以及数据安全等防护层面充分

考虑，可以结合主动脆弱性评估、网络侧实

时检测，以及本地木马分析等多种方法，进

行综合防治。无论使用哪种方法，都要求方

案提供商具备先进的漏洞挖掘和分析能力，

同时和主流的系统、软件提供商保持紧密的

合作，以确保能够第一时间为用户提供先进

的攻击防护能力。

  飞速发展的互联网，给企业和用户带来了

便捷，也为攻击者提供了制作和分发木马、垃

圾邮件、钓鱼站点等恶意流量的温床，如何保

护企业和用户免受财产损失、信息泄漏和信誉

受损等威胁，已经成为整个互联网相关硬件、

软件、服务和网络提供商面临的共同挑战。

要一种更加全面、高效的监测和防护机制。

绿盟科技突破传统的安全监控思路和方式，

首次将互联网安全信誉服务的成果应用到

NIDS 等传统安全产品中。

  该项技术的核心思想是 : 基于绿盟科技

的云安全体系，运用部署在全国多个 IDC

中的探测引擎，对互联网相关资源进行威

胁分析和信誉评级，再将研究成果应用到

NIDS 等安全产品中，一旦检测到网络中有

匹配的恶意流量在传输，即刻给予报警和响

应，保护用户免受 WEB 流量中病毒、木马、

间谍软件和其它恶意程序的危害。

  为了跟踪、维持一个全面、可信的

WEB 信誉列表，绿盟科技投入了大量的网

络资源和计算资源，对互联网资源（包括域名、

IP 地址、URL 等）进行持续威胁分析和信

誉评级，并记录上述资源的内容和行为变化。

同时，该信誉服务成果还融合了来自授权客

户和第三方合作伙伴的威胁反馈，以及绿盟

科技安全研究团队的风险预警，与目标站点

的历史信息进行整合，从而建立针对互联网

领域的长期信誉追踪机制，并保证加载此项

成果的绿盟 NIDS 等其它产品能够有效地拦

截 WEB 威胁，保护用户的访问不受侵害。

  《BotHunter : Detect ing Malware 

Infection Through IDS-Driven Dialog 

Correlation》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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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缓存中毒攻击与防范

  摘要 : DNS 简介及 DNS 缓存中毒攻击分析与防范。

  关键词 : DNS  缓存中毒  攻击  防护

开发中心  郭大兴、周向荣

为
了在网络上标识一个实体，TCP/IP 协议使用了 IP 地址，由

于 IP 地址难于记忆，需要一种容易记忆的方法，于是就产

生了一种名字到地址或地址到名字的映射机制。在 Internet 初期，

这种映射可以使用一个主机文件来保存，文件只需要包括名字和地

址这两列，当程序或用户想把名字映射为地址时，去查找这个主机

文件就可以了。但是网络的迅速发展，已经不可能再继续使用主机

文件来保存这种映射关系，因为主机文件太大而无法存储所有信息，

而且，每当出现变化时，也必须对全世界的所有主机文件都进行更新，

使用一个文件的方式维护 IP 地址与名称之间的转换将不再适合，于

是 DNS 就这样诞生了。

  DNS 是用于管理主机名称和地址信息映射的分布式数据库系

统，将这个巨大的映射信息划分成许多较小的部分，并把每一部分

存储在不同的计算机上，需要映射的计算机可以查询一个最近的持

有所需要信息的计算机。DNS 目前已经成为大部分网络应用的基础，

一旦遭受攻击，用户将不能进行正常的网络访问，因此 DNS 的安全

影响巨大。

  在 DNS 攻击中，危害比较大的当属 DNS 缓存中毒。接下来我

们将详细介绍缓存中毒的攻击原理和过程，以及如何防护。

一、DNS 缓存中毒攻击原理

DNS 递归解析示意图

  在分析攻击原理和过程之前首先来介绍一下 DNS 的工作过程。

  DNS 被设计成客户 - 服务器应用程序，需要把地址映射为名字

或把名字映射为地址的主机调用 DNS 解析程序，向最近的 DNS 服

务器发出查询请求，此时，DNS 服务器可以有两种方式来响应客户

的请求，一种叫递归解析，另一种叫迭代解析。DNS 缓存中毒攻击

主要是针对递归解析方式工作并缓存非本域的解析结果的 DNS 服

务器。下面就主要介绍递归解析过程。

  DNS 递归解析过程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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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应用程序需要解析一个域名时，会

向本机上的 DNS 客户端 -- 解析程序发起域

名解析的请求，解析程序收到应用程序的

请求后会代表应用程序向首选 DNS 服务器

DNS1 发起域名解析请求 ;

  （2）DNS1 收到解析请求后会去查询自

己的管辖域，如果请求的是自己管辖域的域

名就会直接将查询结果返回给解析程序，进

而传递给应用程序，如果不在 DNS1 的管

辖域内，DNS1 就向它的上级服务器 DNS2

发起解析请求，等待 DNS2 的查询结果 ;

  （3）如果 DNS2 解析不了，就会告诉

DNS1，我解析不了，但是我知道 DNS3 可

能会知道，你去问问 DNS3 看看 ;

  （4）DNS1就会给 DNS3发出解析请求，

等到 DNS3 的查询结果 ;

  （5）如果 DNS3 可以解析，那么就告

诉 DNS1解析结果，如果DNS3 也解析不了，

那么 DNS3 也会像 DNS2 那样，告诉 DNS

它所知道的某个 DNS 可能会知道 ;

  （6）最后，DNS1又向 DNS4 发出查询

请求，等待查询结果 ;

  （7）DNS4 可以解析该域名，就发送一

个相应包给 DNS1 解析结果 ;

  （8）DNS1 收到解析结果后就会将结果

发送给客户端的解析程序，并将解析结果保

存在自己的缓存中，以便以后再有请求解析

该域名时，就可以直接从缓存中得到解析的

结果，提高效率。至此，整个解析过程就结

束了。

  在 DNS1 发出的查询请求中会包含一

个TID，用来表示某个查询，在收到的响应

数据包中也同样会包括 TID，表示是对某

个TID 查询请求的结果响应，DNS1 会根据

TID来判断是否是它发出的某个请求的响应。

  DNS 服务器不是对收到的任何 DNS

响应数据包都会接受，它会解码数据包，检

查数据包是否符合接受的标准，那 DNS 服

务器会检查数据包中的哪些数据来判断该数

据包是不是它所希望的包呢？

  1、响应数据包中的目的端口

  在DNS服务器发出的查询请求包中包含

了它的 UDP 端口号，对方收到该数据包后

返回的响应数据包中的目的端口号就应该为

DNS 服务器发出包的源 UDP 端口号，如果

收到到数据包中的目的端口号不对，就说明

不是对 DNS 服务器发出的请求的响应，因

此，网络协议栈就会直接丢弃该数据包，而

不会将数据包传递到 DNS 服务器。

  2、响应数据包中的问题域

  当给某个查询请求数据包发回响应数

据包时，DNS 服务器会拷贝请求数据包中

的问题域，因此 DNS 服务器收到响应数据

包后就可以通过检查问题域是否与发出的查

询包中的问题域是否一致来判断响应数据包

的合法性。举个例子，DNS1 向 DNS2 发

出问题域是 www.nsfocus.com 的请求数据

包，询问 www.nsfocus.com 的 IP 地 址，

DNS1 不能将问题域为 www.baidu.com 的

响应数据包中的地址做为查询域名为 www.

nsfocus.com 的地址的回答。当出现这样的

情况服务器就会丢弃该数据包。

  3、响应数据包中的查询 ID （ TID ）

  DNS 服务器每发出一个查询请求都会

分配对应的一个查询 ID 号，在内部对应是

某一个域名查询请求，在 DNS 服务器内

部区分不同的查询就是 TID 号，如果 DNS

服务器收到的响应数据包中的 TID 号不在

DNS 服务器等待响应数据的 TID 中，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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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DNS 服务器收到的响应数据包不是回答

自己发出的查询请求的，服务器就会丢弃该

数据包。

  4、响应数据包中的授权域和附加域

  授权域和附加域中的域名必须和问题域

中的域名是同属于某个域名下的子域名。

  如果上述所有条件都满足了，DNS 域

名服务器就会确定该响应数据包是对它发出

的某个查询请求的响应，接受使用相应数据

包中的数据，并缓存结果。

  如果某个攻击者可以预测和伪造响应数据

包，他就可以对 DNS 服务器发起缓存中毒攻

击了。由于DNS服务器发送的数据包中的TID

只有 16 位，而且大部分的 DNS 实现发出的

请求中的源端口都是固定不变的。因此，攻击

者就可以伪造DNS 响应包，DNS服务器在收

到响应包后就会将解析结果保存在自己的缓存

中，进而实现了缓存中毒攻击。

  值得注意的是当 DNS 服务器收到了不

是它所希望的的数据包时，它就会简单的丢

弃数据包，因此，攻击者就不必每次都需要

猜对所有的数据，可以发送许多包猜测一些

关键的参数。

  由于 DNS 服务器发出的请求包中的源

端口都是固定的，因此，攻击者就可以向攻

击目标发送一个精心构造的域名请求，通过

上述的递归解析，最终攻击目标就会向攻击

者控制的 DNS 服务器发出查询请求，此时，

攻击者就可以通过抓包来得到攻击目标发

出查询请求时所用的 UDP 端口是多少。接

下来就是猜测目标 DNS 服务器查询包中的

TID 了。由于一些 DNS 实现使用了简单的

TID 生成算法，如简单的加一，这样就可以

预测 DNS 服务器下一个查询请求会使用的

TID 了，攻击者就可以向目标服务器发送大

量的带预测 TID 的请求响应包来命中目标服

务器的查询请求，在目标服务器接收了伪造

的响应包后，就会将伪造包中的响应数据存

储在自己的缓存中，到此 DNS 缓存中毒就

算成功了。 

二、DNS 缓存中毒的防护

  及时检查自己的 DNS 服务器是否存

在 DNS 缓存中毒漏洞，如果发现了自己的

DNS 服务器存在该漏洞就可以在被攻击前

采取措施修补，避免攻击事件的发生。

  如何检查 DNS 服务器是否存在 DNS

缓存中毒漏洞呢？

  目前检查 DNS 服务器是否存在缓存中

毒漏洞的主要方法是模拟攻击过程中的一部

分，对客户的 DNS 服务器不会造成任何损

害。检查的具体过程是首先需要搭建一个自

己可以控制的 DNS 服务器，与扫描器协同

工作，让扫描器向要检查的 DNS 服务器查

询只有控制的 DNS 服务器才能解析的域名

请求，被检查的 DNS 服务器需要解析该域

名就会向别的 DNS 服务器请求解析，根据

前文介绍的 DNS 服务器解析原理，最终被

检查的服务器发出的查询请求可以被导向到

我们控制的 DNS 服务器，这样，控制的服

务器就可收到检查服务器的请求，进而可以

收集到检查服务器发出请求包的特征，被控

服务器就可以将收集到的特征信息作为查询

的响应数据返回给检查的 DNS 服务器，进

而可以返回给扫描器，这样扫描器就可以根

据收集的特征来判断检查的 DNS 服务器是

否存在缓存中毒漏洞。

  绿盟科技的远程安全评估系统使用了类似

技术进行相关漏洞的扫描并提供了解决方案。

  详细解决方案可以参考绿盟科技漏洞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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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相关描述：

  http://www.nsfocus.net/index.php?ac

t=sec_bug&do=view&bug_id=12124

  技术层面的防护措施如下：

   UDP 源端口随机化选择是一种比较有

用的防护举措，不应该再是默认的 53, 而是

应该在 UDP 端口范围内随机选择，使得投

毒命中的概率极大的降低。

   加密所有对外的数据流，对服务器来

说就是尽量使用 SSH 之类的有加密支持的

协议，对一般用户应该用 PGP 之类的软件

加密所有发到网络上的数据。

   禁用 DNS 缓存，在注册表中找到对

应的键值，进行修改并保存。

   及时刷新 DNS，DNS 缓存会被重建，

再次用域名访问 IP 服务器，故障消失。

   修改 TTL 值可以有效防止缓存中毒，

但较小的 TTL 值会增加服务器的负担，应

根据服务器的性能和网络情况合理地选择。

   采用 DNSSEC 机制，依靠公钥技术对

于包含在 DNS 中的信息创建密码签名。密

码签名通过计算出一个密码 hash 数来提供

DNS 中数据的完整性，并将该 hash 数封

  [1] TCP/IP 协议详解  W.Richard Stevens,

[M] 

  [2] http://unixwiz.net/techtips/iguide-

kaminsky-dns-vuln.html#poisoning

装进行保护。私 / 公钥对中的私钥用来封装

hash 数，然后可以用公钥把 hash 数译出来。

如果这个译出的 hash 值匹配接收者刚刚计算

出来的 hash 数，那么表明数据是完整的。

三、总结

  最近几次大规模的 DNS 攻击事件，充

分暴露了 DNS 协议的安全隐患。DNS 的

安全脆弱性和 DNSSEC 强大的优越性促

使我们要抓紧全面实施 DNSSEC，但是

DNSSEC 还不能完全解决 DNS 安全问题，

而且很多技术问题还在研究过程中，所以在

彻底实施 DNSSEC 之前要考虑别的有效防

范措施 ! 不过，有理由相信有了不断完善的

DNSSEC 技术，DNS 安全问题将有望获得

全面解决。目前绿盟的扫描器已经实现了对

查询包中端口固定的 DNS 服务器的缓存中

毒扫描的功能。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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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注入漏洞原理
以及远程检测技术简介
开发中心  周大

  摘要 : SQL 注入漏洞是网站安全的头号敌人，本文从经典教材的实例入手，分析源代码、展示漏洞危害、分析远程扫描的检测方式，

对检测的难点进行综合评估。

  关键词 : SQL 注入漏洞  页面特征  PROFILE  对比算法  WEB 应用扫描

一 .  认识 SQL 注入

1.1  从一个代码片断来认识 SQL 注入

Windows 系统的服务器上 , 脚本与数

据库交互的一个经典组合是 ASP.

NET 与 SQL SERVER, 《ASP.NET+SQL 

SERVER 动态网站开发案例精选》一书更

是被大多数 Windows上 WEB 开发人员学

习、模仿。如同此书一样，很多 WEB 开

发教程对安全问题不重视，这样使得很多

WEB 开发人员从一开始就没有意识到安全

问题的存在。在本书的第三章有一个页面用

来展示学生的详细信息，效果如下图：

  查看其对应的代码页面 stuDetail.aspx

如下图 :

  从上图可看出，是用 c# 语言来实现的

后台脚本，后台支撑脚本是 stuDetail.aspx.

cs，对此脚本进行分析后，找到其操作数据

库的位置如下图：

  它 要 构 造 的 SQL 语 句 是 select * 

from stu where + sWhere , sWhere 是

从 p_Record_student_id 以 及 CCUtility.

ToSQL 函数转换过来的。

  跟踪 p_Record_student_id的来源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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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以看 出，p_Record_student_id 从

Request.QueryString 中获得后根本就没进

行任何处理。那么，CCUtility.ToSQL 会进

行处理吗？看下图：

  至此，我们已经可得出结论：页面

stuDetail.aspx 里的参数 student_id 基本

没经过任何过滤，就组装成数据库用来执

行 SQL 语句。比如使得 student_id 的值

为“4;delete from stu;—”，则最后组装成

的 SQL 语句则是“select * from stu where 

student_id=4;delete from stu;—”，SQL 

SERVER 数据库在解析这个语句时会认为

这是 2 条 SQL 语句，在执行后，stu 表中的

所有记录将被删除。

1.2  漏洞利用

  由于最后组装成的 SQL 语句我们可从

外部控制，这样我们就可根据其数据库的特

性来进行一个攻击，如修改数据、读文件，

甚至获取整个系统的控制权。

  文 中 搭 建 的 环 境 是 SQL SERVER 

2000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在 Windows 2003

上，SQL SERVER 2000 默认开启了其存

储扩展，利用存储扩展，我们可直接执行系

统命令。通过在浏览器提交请求

  http://10.20.61.18/student1/stuDetail.

  aspx?student_id=4;exec master.dbo.

xp_cmdshell “net user attacker attackpwd 

/add”;-- 

  就会直接在目标机器上增加一个系统账

号 attacker，口令为 attackpwd。

1.3  SQL 注入的定义、成因和危害

  当通过数据库执行的 SQL 语句中存在

可被外部控制的变量，并且此变量通过精

巧构造，可使得数据库执行攻击者指定的

SQL指令，这时，我们称存在SQL注入漏洞。

其有两个要素：

    在数据库执行的 SQL 的语句可从外

部控制；

    获得非授权的 SQL 语句被执行。

  SQL 注入漏洞究其原因，在于 WEB 应

用程序对用户提交 CGI 参数数据未做充分

检查过滤。从目前流行的大部分教程来看，

忽视了对 WEB 编程初学者的安全编程教育，

使得大部分学习者在进行代码开发时意识不

到 SQL 注入安全漏洞的存在，不知道如何

避免此漏洞产生。也有一些开发者对 SQL

注入问题有一些认识，也知道如何避免，但

是在具体的过滤实现上却做得不够充分。另

外，错误的服务器配置也助长了 SQL 注入

漏洞的危害范围。由于 SQL 注入漏洞很难

在程序层面控制，其将在很长时间内存在。

通过 SQL 注入漏洞，可实现非授权操作后

台的数据库，泄漏敏感信息，破坏数据库内

容和结构、甚至利用数据库本身的扩展功能

控制服务器操作系统。由于 SQL 注入漏洞

是寄生在 WEB 应用程序，通过常规的防火

墙，IDS 等防护设备无法发现和阻挡其被利

用攻击，目前已成为网站服务器的头号杀手。

二 .  SQL 注入的远程检测

  前面介绍的是通过查阅源代码来分析漏

洞，属于白盒方式 ; 实际上，大部分的 SQL

注入漏洞是可通过黑盒方式检测出来的。本

章仍然从上面的 URL 来讲述如何远程检测

SQL 注入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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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手工进行远程检测

  一般来讲，检测某页面是否存在 SQL

注入漏洞的简单方法是在这个页面的参数值

后面加上单引号或者双引号，对存在 SQL

注入漏洞的页面肯定会触发异常。如下图，

直接在浏览器里提交 http://10.20.61.18/

student1/stuDetail.aspx?student_id=4’

  在大部分情况下，通过此方法就可认为

存在漏洞，或者最有可能存在漏洞。但有些

情况下，不存在 SQL 注入也会触发运行时

错误。这样，为了能更准确地判断漏洞存在，

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判断。

  由于产生 SQL 注入的核心在于我们可

直接控制最后执行的 SQL 语句，如果我们

提交一个 SQL 语句，又能保证最后的 SQL

  和预期的一致，为描述方便，我们对这

类请求称为伪正常请求。提交肯定导致逻辑

错误的请求：http://10.20.61.18/student1/

stuDetail.aspx?student_id=4 and 1=11 可

看到返回的页面如下：

  也和预期的一致，为描述方便，我们称

此类请求为出错请求。

2.2  程序自动检测

  程序检测其实就是上面手工检测的原理

实现自动化。在程序实现自动扫描 SQL 注

入漏洞时，需要先从站点上找出所有存在参

数的连接，再调用 SQL 注入扫描插件进行

扫描。其流程如下：

  上面提到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有效的伪正

常请求和一个有效的出错请求，对人工检测

的方式，可根据返回页面的一些出错信息来

调整发出的请求，并且能直观地看到两个页

面存在的差异。程序检测则需要事先将所有

可能的组合排列出来，后面依次提交请求。

  大部分的 SQL 注入漏洞可通过浏览器

来进行手工检测以及程序来实现自动检测。

下面分别描述。

语句不会执行出错，那返回的内容应该是

和正常的请求一致 ; 如果提交一个请求能保

证最后的 SQL 语句肯定存在逻辑错误，那

返回的内容肯定和正常的请求不一致。据

此，我们提交 http://10.20.61.18/student1/

stuDetail.aspx?student_id=4 and 1=1 可看

到页面如下：

  简单地说，我们需要构造出一个有效的

伪正常请求和一个出错请求，如果返回的页

面内容存在差异，我们就可认定存在 SQL

注入漏洞。对大部分情况下的 SQL 注入，

我们可用上面的方法进行手工判断，对一些

其他复杂的组合，我们就需要借助 WEB 扫

描工具来实现远程检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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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找出 WEB 应用中的所有 URL

  找出所有 URL，这是爬虫的基本功能，

只有在发现 URL 后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

SQL 注入扫描。爬虫的 URL 发现能力直接

决定了对哪些URL进行SQL注入漏洞扫描，

我们使用的基于“模拟人工点击”的智能爬

虫技术能完美地发现页面上的所有 URL,包

括静态的 URL 入口，通过客户端脚本动态

生成的 URL、Ajax 支持等，限于文章篇幅，

在此不再赘述。

2.2.2  如何找到有效的伪正常请求和有效的

出错请求

  调查发现，SQL 注入漏洞绝大部分发

生在对数据库的查询上，经过对 SQL 查询

语句进行深入分析后，我们发现 SQL 注入

产生的语境有如下两个组合：

  1 值比较，值等于，大小判断等。

  比较操作主要是 = > < >= <= <>  

  2 关键字的包含判断

  这类主要是 having、like 的条件子语

句伪正常请求，出错请求都要求最后组合的

SQL 语句不存在语法错误，为了保证最后的

SQL 语句不存在语法错误，在进行注入后

能正常被数据库执行，我们要对 SQL 语句

的语法进行平衡。也就是说，对存在 SQL

注入漏洞的 URL，我们需要找到对应的利

用方法。

  另外，由于数据库对字符串表示有两类，

单引号和双引号，是哪类引号也对如何构造

SQL 语句产生直接影响。

  在找到所有的影响因素后，我们就可构

造出所有可能的组合情况来进行远程探测漏

洞。由于这些组合是独立于数据库类型，不

受网页脚本类型以及相关配置等干扰，并且

涵盖了注入点产生的所有类型，在理论上保

证了不会产生漏报的情况。

2.2.3  页面特征 PROFILE 对比算法

  在 WEB 应用里，两次相同的访问方式

来访问同一页面，都不会完全相同：一些

页面里面包含了时间信息或者动态变化的数

对程序来实现远程检测，存在 3 个难点：

  1．找到 WEB 应用中的所有 URL；

  2．如何找到有效的伪正常请求和有效

的出错请求；

  3．如何区分 2 个页面是否相同。

  下面分别对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据，这些都是干扰 WEB 应用扫描的因素。

另外，对我们的扫描请求，一些页面里面会

直接包含请求的参数，这将直接影响我们判

断的准确度。目前，市面上常见的 WEB 扫

描器容易触发大量误报情况，很大程度上问

题就出在此判断算法上。对我们构造的请求

来说，如何有效地判断差异就显得尤其重要。

  通过深入研究 HTTP 协议，及对大量

的页面进行分析，我们提出了“页面特征

PROFILE 对比算法”来分析两次页面内容

是否相同。

  对每一次请求获得的页面，我们从中提

取关注的 HTTP 头、页面长度、页面标题、

数据库出错信息、关键字出现频率等信息来

组成一个页面的 PROFILE，通过对两次请

求的页面 PROFILE 进行比较分析，及通过

一定算法计算出 PROFILE 的异动分值，据

此来判断页面是否相同。

  在和常见 WEB 应用扫描开源软件以及

国际知名 WEB 扫描器的对比分析后，使用

页面 PROFILE 技术后，我们 SQL 的误报

率大幅减小，误报率小于 3%，满足了日常

使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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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程序检测流程图

  在处理完 SQL 注入检测中的难点问题后，整理出 SQL 注入扫

描的流程图如下：

  首先根据是否单双引号，是比较型还是搜索型等情况来排列好所

有可能的伪正常请求和出错请求来形成请求组合，然后依次从组合中

取出一对伪正常请求和出错请求，并且分别向服务器提交来获得页面

PROFILE，通过分析 PROFILE 的差异性来判断两个页面是否相同，

如果不相同，则说明这一对请求组合命中，据此也可判断漏洞 ;否则

继续获得下一对组合，直到所有组合全部列举完毕。

2.2.5  检测效果

  通过对 SQL 注入的成因、特性以及检测过程中的难点攻克，

目前，我们 WEB 应用扫描能在极小误报率、漏报率下远程扫描出

SQL 注入漏洞。对文中的注入扫描效果如下图：

其解决方案如下图：

  本文从经典教材的示例入手，分析了 SQL 注入的成因、危害，

对远程检测方法中的手动检测方法做了描述，程序自动检测中的实

现难点做了一一分析。

  [1] The Web Application Hacker’s Handbook, Dafydd 

Stuttard &Marcus Pinto, 2008

  [2] Data-mining with SQL Injection and Inference, David 

Litchfield,2005

  [3] SQL Injection Attack

  http://blogs.technet.com/swi/archive/2008/05/29/sql-injection

-attack.aspx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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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oS对DNS的安全挑战

  摘要 : 域名系统（DNS）具有先天的设计缺陷，现已成为 DDoS 攻击的热点目标。过去，DDoS 的影响只是局限于几个网站、几个企业、

甚至几个终端用户。而 DNS 作为互联网关键基础设施，一旦被攻陷将对整个区域网络、甚至国家网络造成严重的影响。本文在分析 DNS

架构及其特点的基础上，阐述了 DNS 安全风险，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及方案。

  关键词 : DNS  域名系统  DDoS  网络安全  流量清洗  流量分析

技术支持部  何坤

一 .  前言

2009，不平凡的一年。全球各种 DDoS

事件频发，国内有“5.19”断网事件，

国外有韩国总统官邸青瓦台、国防部、国会、

新韩银行、韩国外换银行“7.7”事件，7月

28 日，BIND 又爆出最新的漏洞。

  DDoS 的影响已经上升到运营商网络、

甚至国家网络安全的层面。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将会分析 DNS 在 DDoS 下的安全情况

及应对策略。

二 .  DNS 架构及安全风险

2.1  DNS 系统架构与性能

  国内运营商的省级 DNS 系统为少数

几家厂商所建设，架构较为固定。典型的

DNS 系统架构有以下三种：

DNS 系统架构

  早期建设的 DNS 系统架构如上图 (a)，

DNS 服务器集群均连接于一台四层交换机

之上，由四层交换机负责 DNS 查询请求的

负载均衡，每台 DNS Server 的 DNS 查

询请求负载能力约为 10kpps，单台四层性

能交换机的极限性能约为 40~50kpps 左

右 ; 由于四层交换机性能的限制，上图 (a)

所示的架构并不能充分发挥 DNS Server

集群的负载能力，因此有了如上图 (b) 的架

构。此种架构需要在未连接四层交换机的

DNS Server上运行一个可以实现 OSPF 路

由协议的软件，与上连的 Cisco 6509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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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DNS 安全风险

  DNS 具有如下特点：

  1、DNS 是开放的协议，无验证机制，

并且在传输过程中未加密。

  2、 绝 大 多 数 DNS 使 用 BIND， 而

BIND 代码是开放的。

  3、整个互联网对 DNS 的依赖不言而

喻，反过来也如此，一旦网络出现故障，

DNS 对外也将无法提供服务，两者的安全

性紧密相连。

  DNS 主要具有如下风险：

  1、DNS cache 投毒。参见 BUGTRAQ  

ID: 30131;CVE(CAN) ID: CVE-2008-1447

  2、漏洞频出，几个针对 BIND 漏洞的

恶意包就可以瘫痪整个 DNS 服务。参见

CVE CAN ID：CVE-2009-0696

  3、DDoS 攻击。除了针对 DNS 服务器

的 DDoS 攻击，若网络架构设计不合理，针

对网络设备或其他应用的 DDoS 也可能会造

成 DNS 瘫痪。笔者就曾经遇到由于网络设

计不合理，网络出现一点拥塞，DNS 服务

器本身没有 Down 掉，上面的交换机带宽就

已经被堵满的案例。

  具体来说，DNS 协议与 DDoS 相关的

缺陷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缺乏合法性验证，客户端程序主要

通过收到的 DNS 响应序列号及端口号来确

认与查询是否匹配，却没有机制来认证应答

内容的合法性 ; 同样，服务器端也无法验证

客户端发出的请求是否合法。

  2、UDP 无连接，每次 DNS 访问都是

独立的，客户端与 DNS 服务器之间的 UDP

访问没有 3 次握手阶段，这在加快了数据传

输的同时，也是造成防御措施匮乏的一个重

要原因。

  3、开放的体系，大多 DNS 服务器的各

类数据未进行加密且没有访问控制，不同地

区的客户都可以访问各个 DNS 服务器。据

统计，互联网中 75% 的 DNS 服务器允许递

归查询，40% 的 DNS 服务器允许区域传送。

以上缺陷导致 DNS 成为目前最脆弱的互联

网基础设施，DNS 服务中断后的很短时间

内，属于该区域的用户能够很快感知到，因

而 DNS 服务是否能够正常运行极为重要和

敏感。

  本篇文章中，笔者的话题主要针对

DDoS to DNS。

三 .  应对策略分析

  DNS 服务本身需要对公众开放，不可

能网络隐身。甚至连禁止 Ping 包都需要做

部分考量。要知道，一般网民想了解 DNS

是否存活的时候，都是发几个 Ping 包来验

证（而不是使用 nslookup），如果发现无法

Ping 通，而此时恰好网络有些“卡”，这时

候公众的矛头很可能就会指向 DNS。正因

为这些因素，对 DNS 的保护并不是架两台

防火墙，封几个端口就能做到的事情，必须

要做到深层次的检测和防护。

OSPF 实现负载均衡，注意如图所示的结构

实际上是 6 路负载均衡，即整个 DNS 系统

的极限性能约为 60kpps，属于过渡性架构 ;

由于四层交换机的存在，还是限制了 DNS

系统性能的提升，最新的 DNS 系统建设开

始采用如上图 (c) 所示的架构。所有的 DNS 

Server 均与上连的 Cisco 6509 通过 OSPF

实现负载均衡。由于三层交换机的性能远超

过四层交换机，DNS 集群的可扩展性大大

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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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下面的拓扑图，这是一个典型的

省网 DNS 的部署架构，为了最大可能地避

免网络瓶颈，我们“恨不得”将 DNS 服务

器直接挂在网络出口处，这样可保证带宽足

够 ; 更“恨不得”架设无数台 DNS 服务器，

做超级 DNS 集群，这样可保证冗余性及处

理性能。然而，在现实中，当出现针对性的

DDoS 攻击的时候，通常攻击流量会巨大，

即使是强大的 DNS 集群，在攻击时都会显

得弱不禁风，且部署 DNS 的成本是不得不

网络拓扑图 

3.1  流量分析及监控—NTA

  NTA 信 息 来 源 为 Netflow 信 息，

NTA 的部署极为简单，只需要网络可达，

Netflow 由路由器从现网流量中采样获取，

然后发送给 NTA 进行信息分析 ;NTA上线

之后，会自动学习现网 DNS 的流量情况，

动态生成流量模型曲线，通过比对当前流量

情况及行为判断是否存在攻击。同时，NTA

还内置了各类蠕虫特征库，可直接检测到网

络中蠕虫的情况。

  一旦发现 NTA 发现攻击，可自动地通

知 Defender 进行流量牵引和清洗，又或是

通过 Email 告警、短信告警的方式通知管理

员，让管理员人工操作流量清洗，管理操作

方式十分灵活。

  当然，NTA 除了在攻击的时候可以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在风平浪静的时候，NTA 还

可提供详细的数据报表，方便管理员进行数

据分析。

3.2  流量清洗—Defender

  之前我们提到，对 DNS 的保护并不是

架两台防火墙，封几个端口就能做到的事情。

考虑的，增加 DNS 服务器的投资应以自身

业务增长的量为基石，而不是仅为了防御

DDoS 攻击。

  基于以上考虑，在拓扑中，我们部

署了黑洞 NTA 及 黑洞 ADS 设备（ 又称

Defender），其中黑洞 NTA 用于实时 DNS

流量监控，一旦发现存在异常流量行为将会

通知黑洞 ADS 进行动态流量牵引防护，两

者分工明确，一个用于检测分析；一个用于

DDoS 攻击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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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说封端口没有作用，根据 DNS 服务

的几个特点，黑洞 Defender（流量清洗设备）

可设置如下清洗防护策略：

  1、DNS 服务器几乎不会开启除 DNS

服 务 以 外 的 服 务，TCP 应 用 很 少。 除

TCP53、及 UDP53 端口，在 Defender上

大可对其余端口设置非常严格的清洗策略，

或是直接禁掉。

  2、ICMP 可以不必完全禁止，但不等

于说完全放行，可设定合理的清洗阀值，当

DNS 服务遭遇 DDoS 攻击挑战时，清洗设

备自动对 ICMP 进行清洗。

  3、DNS 请求报文的平均长度通常约为

100 字节，基本上都小于 500 字节，可以限

制 500 字节以上的 DNS 报文。

  4、每一个区域 DNS 提供商，可以限

制只允许本区域的用户访问其 DNS。

  5、限制每一个源 IP 的 DNS 请求发包

数量，正常情况下，一个用户的 DNS 请求

数量是有限的。

  6、利用清洗设备的 DNS 防护算法，

对 DNS 流量进行精细清洗。

  7、通常情况下，DNS 管理员对自己服

3.3  Defender DNS 防护算法

  基于 DNS 的特点，Defender 内置了两

种 DNS 防护算法。

  简单的说，一种是通过分析 DNS 查询

内容，基于流量模型的防护算法，Defender

通过自学习 DNS 查询内容，根据自身算法

得出一个流量模型，一旦 Defender 发现

DNS 流量异常则会启用防护，不符合流量

模型的 DNS 请求将会被丢弃，这是一种基

于复杂数学统计的防护算法。

  另外一种是通过反向探测客户端协议行

为，判定客户端是否正常的防护算法。UDP

是面向无连接的协议，从技术上来说，清洗

设备很难做到只通过 UDP 报文就能够判定

源 IP 的真假性，而 TCP 是面向连接的。通

常情况下，客户端都是使用 UDP 进行 DNS

四 .  小结

  本文主要关注了现有 DNS 架构及风险

情况，以及如何使用黑洞 Defender与 NTA

应对。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使用清洗设备进

行 DDoS 攻防外，还可以将清洗设备与其

他技术相结合，比如清洗设备与“Anycast”

DNS 分布技术相结合，在清洗设备进行流

量清洗的同时，进行 DNS 流量的负载均衡。

总之，在 DNS 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下，相

应的防护技术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成熟。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一个和平宁静的网

上环境。

查询，实际上，DNS 协议支持 TCP 查询，

正是基于这一点，Defender 在使用反向探

测 DNS 算法的时候，巧妙地将原本是 UDP

的查询请求转成 TCP 查询请求，从而可以

通过使用 TCP 协议对客户端进行真假性验

证，达到防范的目的。

务器中，哪些域名请求量最多十分清楚。一

旦发现 DNS 请求中出现大量非这些“知名

域名”的请求，又或是这些“知名域名”请

求量出现了陡增，基本上可以判定出现异常，

“5.19”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这时，可

以在清洗设备中人工干掉异常的域名。

  [1] DNS 防护参考 . 绿盟科技 . 易鑫

  [2] 基于 DNS 的拒绝服务攻击研究与防

范 .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张小妹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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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安全架构与实现技术浅析
研究部  温玉杰

  摘要 : 本文主要针对基于云的信誉评估系统、基于云的恶意代码分析防御系统以及云安全支撑技术体系所涉及的模式和技术进行一些

讨论和分析 .

  关键词 : 云安全  云计算  信誉评估挂马  云安全检测和防御

“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蓦然回

首，你会发现这句古语竟然和数十年的计算

机发展史惊人的吻合。从最初的应用大型

机、小型机的集中式计算模式，到微机和

互联网的普及，再到云计算的流行，这不正

好是一个轮回么。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然

而，细节却并不完全相同。虽然计算理论的

基础并未改变，然而数十年间发展起来的新

技术、新方法已经令信息处理领域呈现一片

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尽管大型

机仍然在关键军事、天气预报、国防及科学

计算等信息处理领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

以 google 为代表的云计算的先行者却走了

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利用廉价的微机

或刀片服务器集群同样能够构建强大的计算

能力，这种模式已经成为当前互联网时代构

建云计算服务的主流。

  云计算系统通过相关的技术将各种异构

的底层硬件或系统提供的计算能力及存储能

力通过统一的接口提供给上层的应用，而对

上层应用屏蔽系统和硬件的差别，云计算系

统的计算能力可以根据需要自由伸缩、弹性

扩展，通过支持动态迁移、故障冗余恢复等

底层技术对上层提供不间断的、高可靠性的

服务。对用户来说，与传统的软件服务相比，

基于云计算的服务具有很多优点：

  1. 高可靠性：云计算系统拓展了传统的

备份、容灾模式，在同等的硬件条件下，相

对传统模式更加可靠。

  2. 易于管理：基于云计算的应用通常无

需在用户环境中部署，通过一定的网络接口

如浏览器即可实现对服务的管理。

  3. 摊薄成本：由于云计算系统由专业的

公司或机构进行维护，具备运营维护的规模

经济效益，与自己管理运营服务器集群相比，

对用户来说，可有效降低人工成本、设备采

购成本等。

  4. 高度的灵活性：可随时停止服务或增

加服务能力。

  正是由于具备上述的很多优点，基于云

计算技术的服务和产品才越来越多，按照提

供的服务形式的不同，按照惯例，可大致

分类如下：为用户提供计算能力，即 IaaS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基础架构即

服务）; 为用户提供基于 IaaS 的可自定义

应用的应用承载环境，即 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平台即服务）; 为用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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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成熟服务，即 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软件即服务）。

  “云安全”，则是最近才出现的一个新

名词，在技术辞藻泛滥的年代里，这毫不

奇怪。不过从字面上来看，这个词似乎有着

双重的含义：究竟云的安全问题还是基于

云构建的安全应用系统？在本文中，我们把

云安全的含义限定为后者，特指基于云的

安全解决方案。至于前者，则是另外一个

值得讨论的话题了。

  云安全的出现绝非偶然，让我们抛却各

种新的名词及抽象的解释，审视互联网及用

户的安全现状，思考云安全出现的历史背景

及其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在二十一世纪互

联网飞速发展的同时，计算机及网络安全面

临的形势也越来越不容乐观。近年来病毒数

量呈现几何级数爆炸性增长，靠特征码匹配

的传统杀毒方式已经略显疲态：病毒库的膨

胀吞噬了越来越多的用户存储和计算能力，

病毒公司对样本的捕获能力已经陷入一个落

后被动的状态 ; 流氓软件还没有完全退出历

史的舞台 ; 分布式的互联网结构注定了分散

于各个角落恶意网页难于集中治理，“挂马”

成为了一种现象 ; 电子商务迅速兴起，在提

供便利性的同时也暴露了很多安全问题，经

济利益的驱动使得地下黑色产业链条逐渐完

整，病毒木马的制作者越来越专业化、职

业化，“免杀”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新的职业。

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胜利的天平似乎在

向邪恶的一方倾斜……

  针对传统安全技术面临的问题，藉由云

计算提供的强大的计算能力，安全厂商开始

了绝地反击，针对病毒、木马等热点安全问

题纷纷推出了自己的云安全解决方案。目前

各安全厂商推出的云安全服务概括来说，包

括如下类型：

  1. 基于云的传统安全软件的 SaaS 化。

如传统的安全审计的SaaS化、邮件安全扫描、

反垃圾邮件等服务，有些安全服务是和应用

一起捆绑提供的，如在企业邮件服务、存储

服务基础上提供的杀毒、反垃圾邮件服务。

  2. 基于云的信誉评估系统。信誉是指

对用户可访问的互联网资产的安全属性的分

类和分级，包括 WEB 信誉、电子邮件信誉、

文件信誉等。

  3. 基于云的恶意代码分析防御系统。传

统的杀毒软件厂商应用云技术和传统的杀毒

软件客户端一起构建一个对恶意代码反应更

加快捷有效的系统。

  对于类型 1 而言，只不过是传统安全软

件的 SaaS 化，因此本文将不进行深入讨论，

本文主要针对类型 2 和类型 3 所涉及的模式

和技术进行一些讨论和分析。

云安全架构浅析

基于云的恶意代码分析防御系统

  基于前文所述的原因，在新的环境下，

传统反病毒技术面临着严峻的技术挑战，膨

胀的病毒库大量占用了用户的计算机内存和

CPU，导致用户的计算机越来越缓慢，无

处不在的 HOOK 也直接增加了计算机的不

稳定性因素。笔者曾经有一个朋友，在新购

买的机器上安装了杀毒软件后直接导致“卡”、

“死机”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正常

应用，最后不得已卸载了该杀毒软件。此外，

传统的恶意代码收集方式在直接以经济利益

为目标的、高度专业化的、实施定向攻击的

恶意攻击者面前滞后也越来越严重，曾经的

一份对木马查杀率的研究表明，即使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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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杀毒软件，也只能查杀 70% 左右的流行

木马。

  因此，如何提升对恶意代码的反应速度

就成为一个新的难题，正是基于此，杀毒厂

商才纷纷推出了基于云的恶意代码反馈、分

析、防御系统。这样的系统由客户端反馈、

中央云分析查询等组件构成。

  客户端反馈组件是基于传统杀毒软件客

户端构建的，在传统的杀毒软件中增添新的

可疑代码分析及上报机制模块，对于可疑的

软件首先连接云，如果已经判定完毕，则可

直接在客户端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可上报

云系统进行代码分析或人工分析，由于有大

量的客户端反馈，因此使得对于大量可疑代

码进行统计分析或基于云的强计算能力进行

原本很难在用户客户端进行的代码分析成为

可能。每个杀毒软件客户端都可以看做是云

中的一个节点，要与云进行协作防御恶意代

码，这样可以在整体上减少传统大量杀毒软

件客户端进行的重复代码分析，客户端的运

算负荷就极大地减轻了，一方面，这有助于

提升用户的体验 ; 另一方面，由于有强大的

云计算能力作为支撑，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

计算密集型代码检查，可以极大地提高恶意

代码判定的准确性 ; 由于大量客户端和云构

成了一个可以及时通信的网络，避免了信息

孤岛，因此可以加快对恶意代码的收集覆盖

面及反应速度，提高恶意代码查杀率。

基于云的信誉评估系统

  除了对传统杀毒软件的增强，应用云平

台构建一个快速的恶意代码收集、响应、防

御的系统之外，安全厂商还纷纷推出了基于

云的信誉评估系统。安全防御除了在客户端

通过软件的方式直接防御外，其实还可以在

更早的阶段进行。针对恶意软件进入用户环

境的途径，在入口处进行拦截也是一种可行

的方案。基于云的针对 WEB、Email、文件

下载等的信誉评估系统恰恰可以用在这样防

御场景之下，这些系统中获取的数据可以和

网关产品构成一个动态的防御系统，保证用

户的安全，其优点是在威胁到达之前予以阻

止，更加节约用户的计算资源。当然，这并

不排斥和传统的杀毒软件客户端结合，构成

一个更大的恶意代码防御系统，事实上，没

有 100% 的安全，只有纵深多层次的防御才

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如果把杀毒软件比作人

的免疫系统的话，那么网关级基于资源信誉

的防御就好比是基于人对于丑恶事物的知识

和记忆所作出的本能反应。

  正如人类社会靠信用机制可以良好运

转一样，在分散而无序的互联网中对资源信

誉的知识能够减少用户陷入危险的概率。与

搜索引擎对 WEB 内容进行分类一样，对

WEB 站点、Email、文件的信誉评估系统

是对用户可访问资源安全属性控制的一种分

类，基于云的信誉评估系统要对各种资源的

安全属性进行评估，如对 WEB 站点的信誉

评估包括对站点的危害性（挂马、弹窗、流

氓插件）、资源消耗等进行评估，在用户访

问时恶意代码到达用户的计算机之前就予以

相应的提示或阻止，保证用户的安全。

  这还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虽然在挂

马检查、垃圾邮件检测、文件恶意行为判定

等领域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还

存在若干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基于云的信

誉评估系统在安全实践中还是起到了很好的

防御效果。也许有一天，基于云的信誉评估

系统在未来也能够扮演信用机制在人类社会

中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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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安全支撑技术浅析

  云安全支撑技术体系是非常复杂的，其

中包含了对云计算平台的支撑技术，同时也

包含了安全检测或防御的支撑技术。由于篇

幅所限，本文仅对部分技术做浅要介绍。

云计算平台支撑技术

  在多核和云计算时代到来之后，平台

提供者就不得不开始面对分布式、容错、并

发的挑战了。除了为数不多的语言和工具外，

主流的、传统的面向单任务和单核的程序设

计语言和工具却都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传统计算机科学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以共享内

存模型为基础的串行程序设计中，对并行算

法和数据结构的研究尚处在一个发展期，而

在多核时代，以共享内存模型和锁机制进行

并发编程的主流程序设计语言在多核环境下

遇到了很多瓶颈。

  因此，新的并行编译优化技术、基于消

息传递的内建并发支持的函数式程序设计语

言开始流行。对于分布式计算，google 使

用的基于任务分解的 Map-Reduce 分布式

计算模型迅速开始流行，这种计算模式其

实在概念很简单，就是将任务拆解为各个

子任务，由云的不同部分进行计算，然后

进行结果合并 ; 提供高效查询的分布式存储

方案有 google 使用的 Bigtable，以及开源

的 Hbase、Hypertable 等解决方案。此外，

各种分布式计算算法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研

究领域的热点。

  云计算平台是云安全系统的基础，涉及

到的技术非常繁杂，限于篇幅不再深入讨论。

云安全检测及防御技术

  支撑云安全的防御与检测技术包括传统

的安全防御和检测技术，以及为适应云计算

平台的高并发、容错及分布式要求进行改进

的延伸技术，还包括在原来的客户端或网关

环境中由于成本过高而无法实用化的深度检

测技术。包括传统的恶意代码分析技术、基

于虚拟机的恶意代码沙盒分析技术、恶意代

码行为监测技术、挂马扫描技术、钓鱼站点

识别技术、WEB 站点安全弱点评估、垃圾邮

件筛选及分析技术……几乎每个具体的安全

应用领域都涉及需要为云安全平台专门研发

的技术。鉴于此，本文仅针对目前最为严峻

的挂马问题及相应的检测技术做浅要分析。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在操作系统漏洞

逐渐减少、内建安全措施逐渐增强、防火墙

等安全设备普遍部署导致主动攻击难度增加

的情况下，在网页中嵌入利用浏览器或其组

件漏洞的恶意代码，通过攻击客户端——浏

览器控制用户的系统并植入木马逐渐成为恶

意攻击者的新宠，俗称“挂马”。IE 浏览器

存在的众多安全缺陷、以及互联网的飞速发

展导致的大量只重功能、轻视安全的网站的

出现，为挂马者提供了实验的温床。可以说，

目前网站挂马已经成了对互联网用户的最大

安全威胁。

  大部分网页挂马都是利用客户端浏览器

及其插件等相关组件的漏洞进行攻击的，在

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下载并安装恶意软件，

这些漏洞在成因上有很多是与普通的系统服

务漏洞相同的，如缓冲区溢出和堆溢出等，

此外由于很多 IE 的 Activex 控件设计之初

缺乏安全方面的考虑，因此现在流行的很多

挂马利用的漏洞实质就是该控件提供的一个

功能缺陷。

  对攻击者而言，对于缓冲区溢出或堆溢

出等传统类型的漏洞利用方式，与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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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完全相同，但在浏览环境中，由于攻击

者可控制很多页面元素或通过脚本控制内

存布局，因此又出现了一种 HeapSpray 的

溢出利用技术，提高了传统溢出漏洞利用的

可靠性，同时能够对一类新型的内存破坏漏

洞进行可靠利用。对于很多 Activex 功能缺

陷型漏洞，则根据漏洞不同情况不尽相同，

但这类漏洞中很多都直接提供了下载文件甚

至于直接执行文件的功能，利用起来的可靠

性极高。

  传统的杀毒软件采用固定特征码的方式

对挂马网页进行检查，但攻击者们很快就发

明了无穷变形的脚本变形器，再加上“随需

而变”的敏捷工作作风，从而使得传统的特

征码方式检测非常被动、对挂马站点的检测

率很低。

  因此，目前安全厂商普遍采用了基于脚

本行为及代码行为监控的新一代客户端蜜罐

检测技术。客户端蜜罐与传统的被动蜜罐系

统有很大的区别，与传统的被动捕捉攻击行

为相反，客户端蜜罐系统有意识地主动寻找

潜在的攻击者并进行检测，客户端蜜罐模拟

（或监测）正常用户浏览网页，在该过程中，

监测对用户系统的攻击行为，从而判定站点

是否挂马。一般来说，客户端蜜罐可分为实

罐和伪罐：

  1. 实罐通常使用真实的机器完全按照真

实的用户环境进行配置，攻击者不会感觉到

任何异样。实罐通常采用行为监控技术，通

过行为判断（如是否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自

动下载程序并运行进程）网页是否恶意。其

优点在于准确性高，检测网页是否恶意与具

体的漏洞无关，后续维护成本较低。但其缺

点在于需要较多的资源投入，检测速度相对

较慢，平台依赖性较强，无法作为内嵌式实

时检测组件嵌入其他环境。

  2.伪罐通常使用虚拟机系统或浏览器沙

盒模拟用户的浏览器环境。

  a) 随着虚拟机技术的发展，很多检测平

台也开始使用完整的虚拟机构造虚拟环境，

增加管理的灵活性、降低运营成本，通过虚

拟机构营造的用户环境和真实环境还是比较

接近的。尽管虚拟机系统的开销小于实罐，

但其缺点和实罐相似，都存在开销较大、运

营成本较高的问题。

  b) 采用沙盒技术构造的模拟用户浏览器

环境是轻量级的。可以通过沙盒相关行为检

测是否是挂马网页。采用沙盒技术检测的优

点是开销较低，但由于模拟结果不可能和真

实用户环境完全一致，因此存在检测绕过和

检测失灵的缺点。

  由于每种检测技术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

点，因此需要权衡各种技术的利弊，有选择

地或综合使用这些技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

检测效果。

  云安全基于全新的平台和架构，对于

传统安全检测和防御技术而言是重要的补

充和扩展，同时也给安全行业带来了很多新

的技术和理念，更对当前的安全技术提出

了很多挑战，这还是一个迅猛发展的领域。

绿盟科技一直对云安全的相关技术进行持

续的跟踪研究并积极实践，通过将云安全

的相关技术与传统网关设备相结合构建安全

云，在应对恶意代码、网站挂马等安全问题

时取得了非常满意的效果，有效保护了用户

的安全。

  云安全包含的范围之广，恐非本文所能

完述，因此本文权作抛砖引玉之用，不当之

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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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E/MS RPC旁窥
研究部  陈庆

  摘要 : 本文主要针对 DCE/MS RPC 体系架构以及其中关键的几个 BIND 操作进行了分析和介绍。

  关键词 : DCE/MS  RPC  BIND  操作  解码  协议分析

DCE/MS RPC 架构

一
个RPC服务可以绑定多种协议序列，

也可以只绑定某一种协议序列，这

是实现相关的，没有定式。某接口绑定 N 种

协议序列，就意味着有 N 条途径可以访问该

接口。可以用 135dump.exe、ifids.exe 等工

具查询这类信息。

  可以将 DCE/MS RPC 看作一层，这一

层可以在不同的协议序列上跑，比如上面列

出的三种。实际上还有其它协议序列可用，

但不常见，这里就不细述了。

  ncacn_ip_tcp 与 ncadg_ip_udp 用 到

了动态端口，它们会向 EPM 接口注册所用

动态端口，而客户端可以向 EPM 接口查询

服务端注册过的信息。如果客户端有其它手

段提前知道服务端所用动态端口，就可以省

去向 EPM 接口查询的操作。

  一般碰上的是版本 5 的 RPC，ncacn

_ip_tcp、ncacn_np 等 用 的 就 是 V5。 而

ncadg_ip_udp用的则是版本 4 的 RPC，V4

与 V5 的差别很大。你在现实环境中很难观

察到 V4。历史上某些版本的 net send 命令

会用到 V4，MS02-045/Q326830 补丁取消了

Messenger 服务绑定的 ncadg_ip_udp 协议序

列，现在更难在现实环境中观察到 V4了。

  EPM 接口本身是一个 RPC 服务，同样

有多种协议序列可用来访问这个接口。

  ncacn_np 协议序列用到了 SMB 协议，

DCE/MS RPC 层位于 SMB 层上，SMB 层

再位于 TCP 层上。有些文字会介绍说 139/

TCP 口的通信是 SMB 层位于 NBT 层上，

NBT 层位于 TCP 层上。这一点对于旁路协

议分析来讲，没有必要区分，可以将 NBT

层那四字节划入 SMB 层。再简单点说，旁

路协议分析时，可以认为 139、445/TCP 仅

仅是端口不同，没有其它区别。

  SMB 协议可以由多种命令来承载 DCE/

MS RPC 层数据，同样是 139、445/TCP

上的通信，因不同的 SMB 命令而导致不同

的 SMB 层解码。

  无论用哪种协议序列，用哪种 SMB 命

令，访问一个 RPC 接口的典型步骤是 :

  不同的协议序列、不同 SMB 命令就对

应不同的 Bind Over ...、Request O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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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用 Ethereal 研究 DCE/MS RPC 协议时，经常看到所谓的

stub data，这实际是 RPC 解码关键所在。对于这些 stub data 的

解码是 IDL文件相关的，不同的 IDL文件对应不同的 stub data 解码。

不同的 RPC 服务都有着各自不同的 IDL文件，因此对 stub data 的

解码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捷径可走。

BIND 操作

BIND Over TCP

  一个最简单、常见的 Bind_ack 报文的例子如下 :

分层解码后到了 DCE/MS RPC 这一层，就都一样了。

  做 DCE/MS RPC 协议分析时，首先就应该关注 Bind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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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图绑定 DCE/MS RPC Endpoint Mapper Interface UUID 时

引发上述报文。

  Auth Length 一般情况下为 0，但并非总为 0。关于这个字段，

参看 MSDN 中如下函数 :

   Auth Length为 0的情况下，Bind(11) 报文的RPC层大小固定为72。

  Bind_ack(12) 报文的 RPC 层大小变动较大，一是受 Auth 

Length 的影响，二是受 Scndry Addr 的影响，Scndry Addr 后面的

Num results 要求对齐在四字节边界上。当 Scndry Addr 对应字符串

表示的端口号时，Scndry Addr len 最大等于 6，即“65535”所占

字节数，包括结尾的NUL字符。由于Num results四字节对齐的缘故，

“65535”不会比“135”多占任何字节，因此当 Scndry Addr 对应

字符串表示的端口号时，Auth Length 为 0 的情况下，Bind_ack(12)

报文的 RPC 层大小固定为 60。这种情形很常见，ncacn_ip_tcp 协

议序列对应的 BIND 操作多半是这种情形，换句话说，BIND Over 

TCP 多半是这种情形。但是，ncacn_np 协议序列对应的 BIND 操

作就不是这种情形。

  收到 Bind_ack(12) 报文并不意味着 BIND 操作成功，要检查

Ack result 字段 :

  应该还有其它值，但那不重要。解析 Bind_ack 报文时，务必判断

Ack result字段是否等于Acceptance(0)，此时意味着 BIND 操作成功。

  一 个 解 码 陷 阱 源 于 Ack result 在 Scndry Addr 之 后。

ncacn_ip_tcp 协议序列下 Ack result 在 RPC 层的偏移可以认为是

固定的 +0x024，ncacn_np 协议序列下这个偏移就变了。可移植

的解决方案是无论哪种协议序列，先取 Scndry Addr len，再考虑

四字节对齐的事，动态计算 Ack result 的偏移。这个方案不受 Auth 

Length 的影响，认证相关的数据位于尾部。另一个方案是先获取

Auth Length，并确保收到的是完整的非畸型的 Bind_ack 报文，然

后从尾部倒推偏移 -Auth Length-0x018。

  下面是一个 Provider rejection(2) 的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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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D Over Transaction

  当 Bind(11) 由 SMB 命令 Trans(0x25) 承载时，即 "BIND Over 

Transaction"。

  这是枚举 Windows 2000 共享时抓取的报文 :

  此次Ack result 等于Provider rejection(2) 时，Ack reason 字段

开始有意义，另一明显变化是 Transfer Syntax 字段。

  Bind_ack(12) 报文的 RPC 层大小与协议序列有关，但与 Ack 

result、Ack reason 字段无关，这是两个短整型，始终占去 4 字节。

因此上述 Bind_ack(12) 报文的 RPC 层大小仍等于 60。

  向 135/TCP 发送 Bind 报文试图绑定不存在的接口 UUID，就引

发出如上 Bind_ack 报文。这是一次实验意外出错后的结果，现实

环境中这样的报文相当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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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B Command 字段表明此次RPC 通信由Transaction 承载。

RPC 层的 Bind(11) 报文仍占 72 字节。本例与“BIND Over Tcp”

的情形相比，一是 RPC 层的承载者由 TCP 变成了 SMB，二是接

口 UUID 变了，除此之外，并无区别。微软很好地实现了协议分层

处理。

  Bind(11) 报文对于 DCE/MS RPC 协议分析来讲，至关重要，

直接体现在暴露了接口 UUID。

  接口 UUID 即上述显示中的 Interface UUID 字段，不要与

Transfer Syntax 字段混淆了。

  分析 DCE/MS RPC 通信时，没有接口 UUID 寸步难行。后续

的 Request(0) 报文中的 Opnum 是接口 UUID 相关的，A 接口的 0

号调用与 B 接口的 0 号调用显然是两个独立的调用。有时会碰上求

助者提供了CAP 文件，居然只有 Request(0) 报文，没有 Bind(11)

报文，分析者将很难进行有效分析。

  那么怎么针对接口 UUID 设置过滤规则呢？先要搞清楚层次关

系，我们可能碰上不同的承载，就目前举例来讲，已经出现了 TCP、

SMB 两种。

  “BIND Over Tcp”对应协议序列 ncacn_ip_tcp，目标端口理

论上可以是任意 TCP 端口。在设置端口过滤时，只能是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后面会单独讲这个问题。抛开端口不谈，Interface UUID

字段在 TCP 数据区 ( 注意我的用词 ) 的偏移是固定的 +0x020，由

于 UUID 大小固定，后面版本字段在 TCP 数据区的偏移也是固定的。

真正设置过滤规则时，还可以对 Version、Packet type、Transfer 

Syntax 字段进行过滤，减少误报。

  前面提到了“在 TCP 数据区的偏移”，意味着我假设手头的工

具可以正确定位 TCP 数据区，即剥掉 IP 首部、TCP 首部之后的

TCP 数据区。你不能简单地从 IP 首部 +40，要考虑可能出现的 IP

选项、TCP 选项。从协议分层的理念来讲，定位在 TCP 数据区的

偏移也是合理的。

  “BIND Over Transaction”对应协议序列 ncacn_np，目标端

口理论上只有两个，139 与 445/TCP，很容易设置端口过滤。一般

必须同时观察这两个端口上的通信过程。A 时刻抓取的报文可能用

了 139/TCP，B 时刻抓取的报文可能用了445/TCP。这不是 RPC

层的问题，而是 SMB 层的问题。SMB 层的实现最早只用到 139/

TCP，后来增加了445/TCP，微软保持向后兼容性，宏观上 139 与

445 是竞争关系。抛开端口不谈，Interface UUID 字段在 RPC 层

( 注意我的用词 ) 的偏移是固定的 +0x020，由于 UUID 大小固定，

后面版本字段在 RPC 层的偏移也是固定的。真正设置过滤规则时，

还可以对 Version、Packet type、Transfer Syntax 字段进行过滤，

减少误报。

  前面提到了“在 RPC 层的偏移”，意味着我假设手头的工具可

以正确定位 RPC 层。剥掉 IP 首部、TCP 首部可能好理解也好操作，

大家都熟了，剥掉 SMB 层可能不太熟。看前面显示的 Data Offset

字段，字段值加上 4 即 RPC 层在 TCP 数据区的偏移，SMB 层就

这样简单地被剥掉了。Data Offset 字段本身在 TCP 数据区的偏移

是随 SMB 命令而改变的，就 Trans(0x25) 而言，偏移是 61。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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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议序列为 ncacn_np 时，Scndry Addr len、Scndry Addr 字

段明显有变，以致 RPC 层大小不再是 60，但你也不能说它固定是

68，显然因 Scndry Addr 的内容而变。要小心获取 Ack result 字

段在 RPC 层的偏移。

  分析响应报文时同样需要正确定位 RPC 层。这次 Data Offset

字段本身在 TCP 数据区的偏移是 51( 不再是 61)，该字段的值加 4

后即 RPC 层在 TCP 数据区的偏移。

  用协议分析工具时可以先过滤出 Trans(0x25)，再直接假设

RPC 层在 TCP 数据区的偏移是 +0x03C，进而针对 RPC 层各字段

进行过滤。

要问了，我先过滤出 Trans(0x25)，再直接假设 RPC 层在 TCP 数

据区的偏移是 +0x058，不就得了。嘿，这是有问题的。注意看上

面显示中的 Padding 字段，该字段的长度与值不固定！可能你抓了

1000 次包，都没看到 Padding 字段的长度有变化，但第 1001 次

你敢保证仍不变吗？

  写程序时可以精确过滤并定位各个偏移，用协议分析工具时就

得变通一下了。先过滤出 Trans(0x25)，再直接假设 RPC 层在 TCP

数据区的偏移是 +0x058，进而针对 RPC 层各字段进行过滤。因

为 Padding 字段长度有变毕竟是极少数事件，万一哪天你偶然碰上

了，可以针对性地增加另一类过滤。

  下面是前述 Bind(11) 报文的响应报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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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Bind(11) 由 SMB 命令 Write AndX(0x2f) 承载时，即 "BIND 

Over Write AndX"。

  可以简单地将 Transaction 理解成 Write/Read 的合成命令，区

别在于前者处理小数据量的通信，后者处理大数据量的通信。至于

多少算小多少算大，你我都不必关心细节。它们之间的关系远非如

此简单，与本文关系不大，不纠缠了。

  前面说过，SMB 层的实现同时用到了139、445/TCP，二者之

间是竞争关系。此次出于演示目的，我用程序手工发送报文，指定

使用 445/TCP。下面是一次枚举共享操作中出现的报文 :

BIND Over Write An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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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139/TCP 来说，TCP 数据区前 4 字节算是 NBT 层的。对

于 445/TCP 来说，TCP 数据区前 4 字节不算是 NBT 层的，直接交

给 SMB 层的代码处理了，但在旁路解码处理时，不必关心这些细节，

方便起见，仍称这 4 字节为 NBT 层数据。

  对比 SMB_37_2.cap 与 SMB_37_4.cap 中 NBT 层的解 码，

后者已经没有了 Flags 字段，而 Length 字段由 17-bits 扩展到

24-bits。

  Write AndX(0x2f) 承载的 RPC 层仍占 72 字节，与前面两小

节相比没有任何区别，作为承载者的 SMB 层本身却发生重大变化。

SMB Command 变成 Write AndX(0x2f)，对 SMB 层的解码也就

变了，Data Offset 字段本身在 TCP 数据区的偏移变成 59。Data 

Length 等于 72，正好是 RPC 层的大小，RPC 层是做为 SMB 层

数据区出现的！

  至此已经很清晰地感受到协议分层处理这个事实。在讨论

DCE/MS RPC 时，应将 SMB 层看作与 TCP 层一样的传输层，

RPC 层可以在这些传输层中选择一个作为承载者。至于传输层内部

如何实现，不关 RPC 层的事。

  用协议分析工具时可以先过滤出 Write AndX(0x2f)，再直接假

设 RPC 层在 TCP 数据区的偏移是 +0x044，进而针对 RPC 层各

字段进行过滤。

  与前面两小节相比，另一个重要变化是 Bind_ack(12) 报文并

未随 Write AndX(0x2f) 的响应报文出现，此时必须显式调用 Read 

AndX(0x2e) 读取 Bind_ack(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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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d_ack(12) 报文随 Read AndX(0x2e) 的响应报文出现。

Data Offset 字段本身在 TCP 数据区的偏移是 49。

  用协议分析工具时可以先过滤出 Read AndX(0x2e)，再直接假

设 RPC 层在 TCP 数据区的偏移是 +0x040，进而针对 RPC 层各字

段进行过滤。重复提醒，Padding 字段长度不固定，偏移 +0x040只

是权宜之计，如能动态根据 Data Offset 字段的值计算偏移最好不过。

  前两小节的 BIND 操作只涉及一来一回两个报文，本小节

的 BIND 操作却涉及四个报文，麻烦了许多。一般“BIND Over 

Transaction”都能安全替代“BIND Over Write AndX”，自己写程

序实现 BIND 操作时不必选用后者。但是在协议分析过程中，却有

可能同时碰上二者。

  扯远一点。协议分析工具、NIDS、NIPS 的相同点是都要做协议

分层解码，都要逐层剥离，一旦中间某层解码失败，作为负载出

现的后续层次都将解码失败。DCE/MS RPC 由 SMB 承载时，首

先要对 SMB 层进行解码才好继续进行后续分析。Ethereal 是目前

我所用过的协议分析工具中对 SMB 层解码最深入的一个，推荐使

用。而 Samba 是目前我所见过的对 SMB 层 Hacking 最深的开源项

目，远比 Ethereal 深入，甚至可以说不在一个层次。即使现在部份

Windows 源码泄露，也还是值得研读 Samba 源码。

  协议分层越多，解码越麻烦，也越容易忽略许多例外情形。换

句话说，很多工具、程序只考虑到最常见的情形，多多少少、有意

无意做了一些假设，当例外情形出现违背了这些假设，问题就来了。

Ethereal 对 SMB 层解码太深，历史上出现过的问题就很多。至于

Samba 同样，在 Samba 项目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现在也鲜为人知

的趣事，这群天才们从无到有 Hacking SMB，那还是 Windows 的

早期，Samba 与 Windows 通信时搞出个 BSOD 实在是太普通了。

要是搁到现在，不成了大漏洞、大新闻么。当时的环境、氛围与现在

太不同，最终多半是安静地通知微软并协助修补了事。有个叫 Luke 

Kenneth Casson Leighton 的人，此人是半路加盟 Samba Team 的，

也算是天才，很强悍，后来因个人理念冲突与 Samba Team 分道扬

镳，再后来加入 ISS 的 XForce 小组继续从事 SMB 协议分析。他

写过一本书 :《DCE/RPC OVER SMB - SAMBA AND WINDOWS NT 

DOMAIN INTERNALS》99 年出的。因为 Ethereal 已经得到相当程

度的加强，这书搁到现在算不上稀世奇珍了，但仍可从中找到一些

Ethereal 至今未做解码的内容，Samba 早在 99 年之前就解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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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该书中提到一件事，NT 4 SP4 之前有

一个与 Auth Length 字段相关的 BUG，微

软成功地在保持了向后兼容性的前提下修正

了 BUG，作者称之为“quite a feat”。在该

书中看到多处历史上悄悄修补过的 SMB 层

BUG，叹息啊，没赶上好时光，也没那群

天才们的实力，同时相当佩服微软保持向后

兼容性的强悍。

  其它协议分析工具对 SMB 层解码相比

Ethereal 就太浅了，但同时也少了很多麻烦，

比如 Iris 这个小不点，当成玩具就可以了，

不会擦枪走火的。不要迷信商业版协议分

析软件，一样的，解码越深死得越快，不解

码或只简单解码活下来的机会更大。snort、

tcpdump 死得不比 Ethereal 少。ISS 的商

业版 NIDS 很强，对 SMB 层的解码分析能

力是我接触过的同型产品中最强的一个，没

办法，人家的 XForce 小组中就有好几个前

SambaTeam 的人。但这同时意味着解码风

险增加，已经出过几次问题了。想像一下，

假设我知道某竞争对手的产品对 SMB 层解

码很强，就针对性地制造畸型 SMB 报文，

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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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网络入侵检测系统获首批自主原创证书

  2009 年 8 月，绿盟科技又传喜讯，继

成为国内首家喜获 Frost&Sullivan 国际奖项

的安全厂商后，绿盟网络入侵检测系统 V5.6

（NSFOCUS NIDS）再获殊荣，成为国内

首批获得“信息技术产品自主原创测评证书”

的安全产品之一。

  据了解，“信息技术产品自主原创评测”

是为了支持和保护我国信息技术产品的关键

技术原创性，适应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

趋势，由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主持的一项

评测业务。评测工作在开发者自主声明的基

础上，通过对关键技术实现的全部源代码的

同源性分析、对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综合评

定、以及现场核查等手段，确定申请方是否

具备自主研发该产品的能力，并对产品的原

创性进行综合评判。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首批向国内四款

安全产品颁发了“信息技术产品自主原创测

评证书”，希望以此鼓励并促进业内信息技

术产业，开发拥有自主关键技术和自主知识

产权的信息技术产品，加强信息技术知识产

权服务系统的建设，加快建立健全信息技术

产业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最终促进自主创

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化、商品化、产业化。

  绿盟科技作为国内安全企业的领导者，

一直坚持开发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安全

产品，为用户提供覆盖脆弱性风险评估和管

理、入侵检测和防护、拒绝服务攻击防护、

企业内网终端安全等多个领域的防护能力。

公司已经成为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民族信息

技术企业，并希望以己之力，能够促进中国

信息技术产业的不断发展。

绿盟科技青岛联络处举办渠道客户会议

助力国庆安保

  7月 31日，绿盟科技青岛联络处在青岛

米兰风尚大酒店顶楼会议厅举办了所辖区域

渠道客户会议，一批重点行业客户代表参加

了本次会议。

  此次会议结合国庆 60 年大典前各单位

对信息安全工作的重点检查，向新老客户提

供了必要而及时的信息安全解决方案。会上，

绿盟科技行业营销中心孙铁和渠道部何财

发，以“国庆 60 年大典安全维稳保障 绿盟

科技信息安全研讨会”为主题，从重点行业

近期安全热点跟踪、热点事件、热点政策分

析、门户网站安全防护专题、木马防护安全

专题等几方面分别作了主题演讲。

  会后，代表们还就会议演讲内容展开了

热烈的讨论。绿盟科技何财发和技术经理张

敬就大家提出的问题逐一做了详细的讲解。

通过演讲和讨论，多位客户代表也表示，对

绿盟科技的 EPS 产品很感兴趣，并就一些

功能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与探讨。

  通过此次活动，对提高客户对绿盟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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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产品的认知度、提升认证代理商及渠

道客户对绿盟科技产品的信心，都有着积极

的作用。

绿盟科技青岛联络处成功举办 2009 渠道

认证培训活动

  7月 25-26 日，绿盟科技青岛联络处组

织区域内 6 家渠道认证代理商举办了 2009

年首期渠道认证培训及考试活动。19 名相

关技术和销售人员在青岛进行了面对面的集

中培训，参加活动的学员全部通过了 IPS 和

EPS 的初级认证考试，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活动期间，绿盟科技技术经理张敬和工

程师王绪凯将绿盟科技全线产品从销售和技

术两个侧重点分别进行详细讲解，方便了不

同层次的学员更快地接受并理解相关知识，

有重点地选择 WAF、IPS、SAS 三款产品

进行了攻防实验，加深了学员对产品功能的

理解和实际操作能力，部分学员还将继续参

加其他产品的考试。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增强了渠道伙伴

技术和销售人员对绿盟科技产品的信心，提

高了售前和售后的专业能力。在熟悉产品的

过程中，将公司的经营理念传达给代理商，

实现双方的共同进步。

绿盟科技提出抵御 DNS 新型拒绝服务漏

洞完整解决方案

  7 月 28 日，ISC（Internet Systems 

Consortium， 互 联 网 系 统 协 会 ） 通

告了 刚 刚 发 现 的 一 个 DNS 漏 洞 ——

CVE-2009-0696，利用该漏洞，黑客可以

构造一个特殊的 DNS 动态更新报文，造成

DNS BIND 进程异常终止，从而形成针对

DNS 的 DoS 拒绝服务攻击。在发现攻击的

两天内，绿盟科技迅速展开研究并第一时间

提出针对 DNS 新型拒绝服务漏洞完整解决

方案。

  此次 DNS 漏洞是一个新型的专门针对

DNS 的 DoS 攻击类型，相比以前的 DNS 

Query Flood 等攻击，本次新型攻击的攻击

不需要僵尸网络，只需要一台普通主机，发

送少量报文就可使 DNS 瘫痪。此漏洞的技

术细节和相关验证代码已经公开，如果一旦

被黑客利用，其攻击的便捷性将会造成远大

于 2009 年 5月19日暴风 DNS 事件的影响。

  针对此种新型拒绝服务攻击，绿盟科技

在发现攻击的两天内，即已开发出新的漏洞

检测及防护算法，并且将该核心算法运用于

绿盟科技全系列相关产品中：

    绿盟远程安全评估系统（RSAS）可

以对该漏洞进行准确检测。（需升级至

V5.0.4.6 及以后版本） 

    绿盟抗拒绝服务系统（ADS）可以直

接抵御此类新型 DNS DoS 攻击（ADS2000

需升级至 V4.5.15.8 及以后版本，ADS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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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升级至 V4.5.22.6 及以后版本） 

       绿盟网络入侵检测系统（NIDS）和绿

盟网络入侵防护系统（NIPS）可有效检测和

阻断针对该漏洞的攻击。（基于 V5.5 的产品

需升级至 V5.5.0.194 及以后版本 ; 基于 V5.6

的产品需升级至 V5.6.2.10及以后版本） 

    绿盟安全配置核查系统（BVS）同步

新增 DNS 服务的安全配置检测模块，提

供详细的安全配置检测点，并可进行自动

化的配置检测功能及加固方案。（需升级至

V5.0.1.3 及以后版本） 

  绿盟科技提醒相关用户尽快进行 DNS

安全检查，尽早进行漏洞修补，并且及时调

整抗拒绝服务攻击和入侵保护相关产品的安

全规则，以应对此漏洞带来的安全风险。对

于没有部署绿盟科技相关产品的相关用户，

可以咨询绿盟科技技术服务人员，以提供临

时性解决方案。

绿盟科技 2009 年华中区核心渠道伙伴

大会成功举办

  7月10-12 日，“绿盟科技 2009 年华中

区核心渠道伙伴大会”在武汉新世界国贸大

厦成功举办，来自湖北、湖南、河南与安徽

四省的 40 余家核心渠道伙伴参加了本次大

会。

  会上，绿盟科技渠道总监白方首先就“核

心渠道建设工作”做了主题发言，针对“安

全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及“2009 年核心渠

道建设工作部署”两部分内容做了精辟的阐

述。随后，会议围绕“2009 年政府行业安

全市场机会分析”、“绿盟科技网站安全防护

解决方案”、“绿盟科技企业安全整体解决方

案”等热点专题作了深入交流。

  为了能够提高渠道伙伴安全解决方案的

销售项目管理能力，本次会议特别安排了“销

售项目管理实战演练课程”。绿盟科技一线

安全售前专家和渠道伙伴一起通过对模拟销

售项目的跟踪推进，共同体验在销售项目各

阶段面临的棘手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最佳

途径，加深对安全项目销售过程管理的理解。

  通过此次渠道大会，渠道伙伴表示，通

过三天紧张的学习与交流，自身实战业务能

力得到提高，业务思路也得到延展。在今后

的工作中将更加有信心和力量与绿盟科技一

起，相互支持与信任，共同迎接网络与信息

安全市场新的机遇与挑战。

  绿盟科技自渠道战略开展以来，渠道建

设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截至目前，绿盟

科技的核心渠道伙伴已经发展近 200 家。

绿盟科技助力中国银行进行安全培训

  7月17 日，绿盟科技被特邀参加了由中

国银行总行主办的高级研修班，来自包括中

国银行总行信息中心以及全国 30 多个省份

的信息科技部副总经理、主管等共计 70 多

人参加了本次培训。此次技术培训除邀请两

家国外安全厂商参与外，绿盟科技作为惟一

家国内厂商被邀请参加。

  会上，绿盟科技北京分公司技术顾问付

峥、金融行业顾问徐一丁以《安全，银行业

创新的基石》为主题，分上下半场对主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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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喜获国际权威机构颁发的重要奖项

—Frost & Sullivan“2009 年中国 IDS/IPS

市场增长战略领导者”

了全面而深入的诠释。付峥从创新与安全、

电子银行发展回顾、为创新服务三个方面对

银行业的安全工作进行了解读 ; 徐一丁则从

信息安全体系建设目标、如何建设信息安全

体系与安全风险管理、监控与审计等方面对

信息安全系统做了全面介绍，并特别强调要

“正确的做事，做正确的事”。此次主题演讲

得到了与会人士的一致好评，与会人士纷纷

表示，通过演讲，对于银行的安全维护有了

更深入的理解。

  据悉，中国银行每年都会举办一次规格

很高的技术培训。绿盟科技金融行业销售总

监郝东林会后在与客户进行沟通时，客户也

表示：“此次培训是中国银行最高规格的培训，

一般只邀请国际知名厂商参加，作为国内厂

商，绿盟科技被邀请参加此次技术培训，说

明中国银行对绿盟科技的技术实力非常认可。”

绿盟科技 WAF P 系列产品全新上市

  日前，绿盟科技正式宣布，绿盟 WEB

应用防火墙（又名绿盟 WEB 应用防护系统，

简称 NSFOCUS WAF）P 系列产品全新上市。

  全新的 NSFOCUS WAF P 系列产品具

备 HTTP/S 双向内容清洗及 WEB 应用加速

的能力，针对各类机构的 WEB 业务系统，

提供 WEB 应用安全和 WEB 应用交付融合

的解决方案，确保 WEB 业务在安全和性能

两方面的收益最大化。

  绿盟科技专家表示，NSFOCUS WAF 

P 系列产品支持完全代理方式，避免 WEB

服务器直接暴露在互联网上，提供 HTTP/S

双向内容清洗。这样可以缓解来自 Internet

的各类安全威胁，如 SQL 注入、XSS、跨

站伪造（CSRF）、Cookie 篡改以及应用层

DDoS 等，从而极大降低网页篡改及网页挂

马等安全事件发生的概率，充分保障 WEB

应用的高可用性 ; 同时也可对 WEB 服务器

侧响应的出错信息、恶意内容及不合规内容

进行在线清洗，避免敏感信息泄露，确保网

站的公信度。

  在 WEB 应用交付方面，此系列产品

也独具特色，可以降低服务响应时间、显

著改善终端用户体验、优化业务资源及提

高应用系统的敏捷性，从而最终提高数据

中心的效率和服务器的投资回报率。另外，

NSFOCUS WAF P 系列产品作为在线防护

设备，提供完全透明的部署方式，在网络中

即插即用，具备高性能表现和低管理开销。

  本次发布的 P 系列产品首次提供了中、

英文双语支持，除服务于国内客户外，还将

面向海外客户提供服务，协助他们满足 PCI 

DSS 合规要求。该产品负责人表示，WAF 

P 系列产品的成功发布将满足更多细分市场

的客户需求，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拓展海外

市场。

  作为中国网络安全市场的领导者，绿盟

科技继成为国内首家微软 MAPP 项目合作

伙伴之后，再获国际权威咨询机构的青睐。

        2009 年 7 月， 绿 盟 科 技 荣 获

Frost&Sullivan 颁发 的“2009 年中国 IDS/

IPS 市场增长战略领导者”奖（2009 China 

Frost & Sullivan Growth Strategy Leadership 

Award in the IDS/IPS Network Security 

Market），由此，绿盟科技率先完成历史性突

破，成为国内首家获此殊荣的安全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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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Frost&Sullivan 介绍，“市场增长战

略领导者奖”旨在表彰一直以来为 IDS/IPS

安全市场做出卓越贡献，产品销售取得迅猛

增长的公司，获奖企业必须在 IDS/IPS 产品

技术创新、市场推广、销售策略、客户服务

以及管理能力等方面具备领导者地位。

  Frost&Sullivan 指出，绿盟科技由于在

以下多个标准的评估中表现优异而获此殊

荣：被证明是成功执行的战略结构 ; 新的市

场渗透能力（地理、产品等角度）; 企业的市

场推广和销售能力 ; 战略创新能力 ; 技术创

新和领导能力 ; 不断提高的客户认知度 ; 产

品收入和市场份额增长。

  在 整 个 分 析 评 选 过 程 中，Frost & 

Sullivan 市场调查分析师结合针对 IDS/IPS

市场参与者、最终用户和供应商的大量访谈，

以及广泛深入的市场研究工作，综合评估、

分析参选厂商在过去一年中赢得的新用户和

新领域数量、业务拓展能力以及市场增长规

模等因素，最终确定获奖企业。

  Frost & Sullivan 亚太地区最佳实践部

门总监 Cindy Gan 认为，“绿盟科技因其在

IDS/IPS 市场的快速增长而获此殊荣，这样

的增长，很清晰地反映了该公司强大的研发

能力及成功的市场拓展战略。该战略将有助

于绿盟科技进一步全面开拓本土及海外的安

全市场。我们看到，绿盟科技正有效地利用

其销售、技术和市场资源，努力赢得更多的

新用户。目前，在中国已经有非常广泛的用

户接受和使用了绿盟科技提供的安全产品和

服务。”

  同时，从 2007 年起，绿盟科技基于自

己在网络与应用安全技术方面的核心竞争

力，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成为中国网络安全

领域海外拓展的先行者。近两年，绿盟科技

通过与国际知名安全组织、一流咨询机构的

合作，协同渠道合作伙伴一道努力，正逐步

在国际信息安全市场彰显着自己的实力。

绿盟科技重庆办深耕细作高校安全市场

  7月11日，绿盟科技参加了由重庆高校

安全学会分会主办，绿盟科技重庆办事处

和渠道合作伙伴承办的“高校网络安全研讨

会”。会上，绿盟科技技术专家围绕高校信

息化安全整体解决方案做了详细的讲解。

  绿盟科技技术专家分别从 IDC 数据中

心安全整体解决方案、数据中心接入安全解

决方案、数据中心异常流量监控、净化解决

方案、WEB 安全防护等方面对高校信息化

安全解决方案做了分析，并结合高校 IDC 在

互联网中所处的环境，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

阐述 IDC应用所带来的威胁，同时还以“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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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誉机制”为主线，探讨了云安全在整个安

全防护体系中所发挥的重要辅助作用。

  本次会议通过分享新技术、新知识，重

庆高校信息中心的与会代表进一步了解和熟

悉了绿盟科技的安全解决方案。同时，绿盟

科技还就一些渠道建设的话题和合作伙伴进

行了沟通和交流。

绿盟科技助力金融行业安全审计

  信息化在推动银行发展的同时，也给金

融行业自身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金融行业对

于安全的诉求越来越迫切。7月 10~11日，

绿盟科技应邀参加了由中国国际金融展组委

会主办的“金融业数据中心管理与优化研讨

会”。绿盟科技高级安全咨询顾问谢斌就《金

融行业安全审计》的主题与业内人士进行了

演讲与交流。

  谢斌从法国兴业银行欺诈案说起，围绕

金融行业面临的风险、金融行业信息安全审

计、绿盟科技的解决方案三个方面对于安全

审计做了深入的剖析。他指出，目前，金融

行业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信息系

统固有的风险在加大 ; 金融的数据集中处理

的风险 ; 金融信息安全问题提出挑战 ; “人”

的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因此，风险管理需要

建立信息系统审计机制。

  那目前的 IT 审计能力是否足够？现在的

IT 审计是否能够真正发现问题？目前的内部

审计中是否考虑过 IT 审计？围绕这些问题，

绿盟科技结合自己的解决方案一一做了解答。

  IT 审计是近几年备受业界关注的一个话

题，演讲得到了与会人员的共鸣与好评。本

次会议吸引了来自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银监会、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进出口银行、国家外

汇管理局等近 20 家单位的参会代表，会议

气氛热烈。会后，一些参会代表还就金融安

全审计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咨询和交流。

绿盟科技签署《反网络病毒自律公约》

  7月 7 日，“中国反网络病毒联盟”在北

京举行了隆重的签约仪式，中国三大电信运

营商与绿盟科技、新浪等多家公司共同签署

《反网络病毒自律公约》，承诺共同推动互联

网反网络病毒自律工作的进行。绿盟科技副

总裁陈祥杰代表公司参加了签约仪式。

  “中国反网络病毒联盟”是由工业和信

息化部统一部署，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

处理协调中心计划安排，依托中国互联网协

会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委员会组织，联合基

础互联网运营企业、网络安全厂商、增值服

务提供商、搜索引擎、域名注册机构等单位

共同发起成立。绿盟科技作为“中国反网络

病毒联盟”成员单位之一，之前参与“中国

反网络病毒联盟”数次工作会议，参与起草

《反网络病毒自律公约》等系列工作。

  《反网络病毒自律公约》今年 4 月由中

国互联网协会组织起草，主要针对网络病毒

泛滥、互联网地下黑色产业链日益猖獗的网

络安全形势，通过深入研究和多方调查，由

多家互联网公司代表共同参与制定。绿盟科

技作为《反网络病毒自律公约》签约单位，

将认真履行公约约定，为防范、治理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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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病毒，净化网络空间，维护公共互联网

网络安全，尽自己的企业责任。

  此次《反网络病毒自律公约》签约仪

式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和国家计算机网络应

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联合举办。工业和信

息化部副部长奚国华、中国互联网协会理

事长胡启恒、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保障局

副局长熊四皓等领导以及中国移动、中国

联通、中国电信等企业的有关负责人出席了

此次签约仪式。

绿盟科技圆满完成江苏电信网络操作维护

中心培训

  近期，江苏省内 DDoS 攻击事件频发，

特别是“5.19”断网事件，使江苏省电信网

络操作维护中心进一步认识到 DDoS 攻击

的危害。为此，6 月 30 日至 7月1日，江苏

省电信网络操作维护中心特邀请绿盟科技为

省中心及省内 13 个地市电信网维人员进行

了为期两天的安全培训和技术交流，绿盟科

技人员围绕计算机应急响应及 DDoS 攻击

防护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讲解。

  会上，绿盟科技南京办事处技术专家以

“黑洞日常运维”为主题，向参会人员介绍

了 DDoS 的背景知识、黑洞 defender 的操

作维护，以及各种类型的 DDoS 攻击识别

和黑洞防护策略，并就如何通过抓包分析的

方式分析攻击特征、黑洞阈值调整的方法以

及黑洞的扩容方式等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

通过讲解，与会人员更加全面地了解了黑洞

的功能特性以及防御 DDoS 的效果。同时，

绿盟科技还就“计算机安全应急响应”和

“Windows 病毒查杀”等内容在会上做了讲

解演示。

  本次培训，绿盟科技的技术专家通过做

一些攻防实验很好地调动了与会人员的积极

性，培训现场生动而热烈。在培训现场，参

会人员还介绍了各自地市城域网及 IDC 所受

到的 DDoS 攻击情况，并就这些话题与绿

盟科技的专家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对黑洞产

品也表达了浓厚的兴趣。会后，部分代表还

拷贝了现场演示工具，表示将做进一步的跟

踪和研究。

绿盟科技出席新加坡Communic Asia

2009 展会

  6 月 16—19 日，绿盟科技再次参加

新加坡国际通讯与资讯科技展览会及研讨

会（CommunicAsia2009）。一年一度的亚

洲权威电信展会 CommunicAsia 已经成为

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资讯通信科技交互平

台，此次展会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电信、

IT企业展示自己的最新成果，内容涵盖 3G/

HSDPA、WiMAX/LTE、宽带、 固定与移动

融合（FMC）、新一代网络（NGN）、IP 技术、

网络电视（IPTV）和安全系统等众多技术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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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盟科技作为面向国际市场的企业级

网络安全解决方案供应商，继 2008 年

参会后，再次携手东南亚合作伙伴参加

CommunicAsia2009，展出了由绿盟科技

自主研发的安全网关（SG）、入侵保护系

统（NIPS）、远程安全评估系统（RSAS）、

WEB 应用防火墙（WAF）等安全产品与解

决方案。会上，绿盟科技与东南亚市场的用

户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沟通，展示了公司在信

息安全领域的强劲实力，并借此机会与周边

国家与地区的业内同行进行了交流沟通，积

极开拓海外市场。

  绿盟科技近几年通过在全球重点地区持

续参加大型国际展会，一方面向全球的合作

伙伴展示其国际领先的网络安全技术、产品

与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也从这些活动中获悉

业界最为先进的技术方向并进行跟踪研究，

把握市场趋势。同时为国内及海外的业务拓

展也提供了最前沿详实的支撑。

  随着绿盟科技国际化步伐的持续加速，

国际网络安全市场将能够进一步感受来自中

国网络安全公司的实力。

绿盟科技郑州办加大力度拓展区域市场

  为进一步拓展区域市场，5 月 15 日，

绿盟科技郑州办事处与渠道合作伙伴联合举

办了“安全技术与产品交流会”，针对郑州市

政府信息中心和一些市级单位、学校客户，

进行产品推荐和技术交流。

  此次交流会在山西晋城举办，为期两天。

会上，绿盟科技通过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和相

关产品的介绍，加深了与会嘉宾对绿盟科技

的了解和认识，一些老用户还就绿盟科技的

产品使用情况做了发言，反响热烈。会后，与

会的领导也高度评价了绿盟科技的产品和技

术，为下一步的市场开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又讯 4月 22 日，绿盟科技郑州办事处

参加了在河南三门峡市举办的“2009 信息

技术论坛”。此次论坛以创新和安全为主题，

针对三门峡市的政府部门和一些企事业单

位、学校客户的信息安全需求，进行产品与

技术推荐交流。

  绿盟科技围绕网络安全技术的一些基

础知识和热点问题对与会人员进行了讲解并

回答了相关提问。会议气氛热烈，会后，很

多单位的技术人员主动沟通，咨询他们目前

存在的问题，并就一些合作事宜进行了洽谈。

  山西晋城“安全技术与产品交流会”会

议现场

  河南三门峡市“2009 信息技术论坛”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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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FOCUS 2009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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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DirectX 是 Windows 操作系统中的一项功能，流媒体

在玩游戏或观看视频时通过这个功能支持图形和声音。DirectShow

（msvidctl.dll） 的 BDATuningModelMPEG2TuneRequest 视 频 组

件中存在栈溢出漏洞。此漏洞可以通过 IE 浏览器远程利用，如果用

户受骗访问了恶意网页并打开读取 MPEG-2 文件的话，就可能触发

这个溢出，导致执行任意指令。

1. 2009-07-15 Microsoft DirectShow MPEG2TuneRequest

组件栈溢出漏洞 (MS09-032)

NSFOCUS ID: 13546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3546

综述 :

  攻击者可能诱使受害者浏览恶意网页从而控制受害者系统，目

前这个漏洞正在被广泛地用于挂马攻击。

危害 :

  攻击者可能利用这些漏洞对数据库进行非授权的访问，窃取或

篡改敏感数据。

2. 2009-07-16 Oracle 2009年7月紧急补丁更新修复多个漏洞

NSFOCUS ID: 13599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3599

综述 :  

  Oracle Database 是一款商业性质大型数据库系统。

  Oracle 发布了 2009 年 4 月的紧急补丁更新公告，修复了多个

Oracle 产品中的多个漏洞。这些漏洞影响 Oracle 产品的所有安全属

性，可导致本地和远程的威胁。其中一些漏洞可能需要各种级别的

授权，但也有些不需要任何授权。最严重的漏洞可能导致完全入侵

数据库系统。

  Firefox 是一款开放源码的 WEB 浏览器。

  Firefox 的 Javascript 渲染引擎的Tracemonkey 组件没有正确地恢

复转义函数结果的返回值，如果用户受骗访问了包含有恶意 font HTML

3. 2009-07-15 Firefox Tracemonkey 组件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NSFOCUS ID: 13593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3593

综述 :

危害 :



102

安全公告

标签的网页就可以触发内存破坏，导致在浏览器中执行任意代码。

4. 2009-08-13 Microsoft Office Web 组件 ActiveX 控件

内存分配代码执行漏洞（MS09-043）

  攻击者可能诱使受害者浏览恶意网页从而控制受害者系统。

危害 :

NSFOCUS ID: 13703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3703

综述 :

  Microsoft Office 是非常流行的办公软件套件。

  Office Web 组件在加载和卸载其中的 OWC10 ActiveX 控件期

间可能会触发堆破坏。攻击者可以通过构建特制的网页来利用该漏

洞，当用户查看网页时，该漏洞可能允许远程执行代码。

危害 :

  攻击者可以诱使受害者打开恶意网页，从而控制受害者系统。

5. 2009-08-12 Microsoft Windows Telnet NTLM 凭据反

射绕过认证漏洞（MS09-042）

NSFOCUS ID: 13693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3693

综述 :

  Microsoft Windows 是微软发布的非常流行的操作系统。

  Telnet 协议未正确地选择加入 NTLM 凭据反射保护以确保用

危害 :

  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对受害者系统进行非授权的访问。

  攻击者可能利用此漏洞控制受害者系统。

6. 2009-07-15 Microsoft DirectX DirectShow 指针验证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MS09-028）

NSFOCUS ID: 13592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3592

综述 :

  Microsoft DirectX 是 Windows 操作系统中的一项功能，流媒

体在玩游戏或观看视频时通过这个功能支持图形和声音。

  DirectX 的 DirectShow 组件（quartz.dll）在更新指针时验证某些

值的方式存在远程代码执行漏洞。如果用户打开了特制的 QuickTime

文件，这个漏洞可能允许代码执行。

危害 :

7. 2009-07-15 Microsoft DirectX 长度记录解析内存破坏漏

洞（MS09-028）

NSFOCUS ID: 13591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3591

户凭据不被反射回来并供用户使用。如果用户受骗连接到了恶意的

Telnet 服务器，就可能导致反射 NTLM 凭据并以当前用户的权限获

得系统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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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DirectX 是 Windows 操作系统中的一项功能，流媒

体在玩游戏或观看视频时通过这个功能支持图形和声音。

  DirectX 的 DirectShow 组件（quartz.dll）在解析 QuickTime

元素时错误地信任了 NumberOfEntries 字段，攻击者对该字段

指定了超大的值就可能会触发内存破坏。如果用户打开了特制的

QuickTime 文件，这个漏洞可能允许代码执行。

综述 :

  攻击者可能利用此漏洞控制受害者系统。

危害 :

  Apache HTTP Server 是一款流行的 Web 服务器。

  如果远程攻击者向 Apache 服务器发送了不完整的 HTTP 请求，

服务器会打开连接等待接受完整的头，但如果不再继续发送完整请

求而是发送无效头的话，就会一直保持打开的连接。攻击者不需要

发送很大的通讯就可以耗尽服务器上的可用连接。也就是说，即使

低带宽的用户也可以攻击大流量的服务器。

8. 2009-07-07 Apache 服务器不完整 HTTP 请求拒绝服务

漏洞

NSFOCUS ID: 13553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3553

综述 :

危害 :

  攻击者可能利用此漏洞对 WEB 服务器进行拒绝服务攻击。

9. 2009-07-02 PunBB DB Management 插件 SQL 注入漏洞

NSFOCUS ID: 13536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3536

  PunBB 是一款基于 PHP 的论坛程序。

  PunBB的管理插件（AP_DB_management.php）没有正确地验证

用户用户请求中所提交的多个参数，远程攻击者可以通过提交恶意

的查询请求执行 SQL 注入攻击。

综述 :

危害 :

  攻击者可能利用这些漏洞对论坛数据库进行非授权的访问，窃

取或篡改敏感数据。

10. 2009-07-08 Symbian S60 多媒体处理内存破坏漏洞

  攻击者可能利用此漏洞控制受害者的手机系统。

NSFOCUS ID: 13566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3566

综述 :

  Symbian S60 是诺基亚智能手机所使用的操作系统。

  S60 操作系统的 RealPlayer 和彩信查看器所使用的多媒体处

理代码中存在多个内存破坏漏洞，远程攻击者可以通过发送嵌入了

视频文件的彩信来触发这些漏洞，在目标手机上执行任意代码。

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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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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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FOCUS 2009年8月之十大安全漏洞

1. 2009-08-12 Microsoft Windows WINS Server 网络报

文堆溢出漏洞（MS09-039）

NSFOCUS ID: 13700

http://www.nsfocus.net/v ulndb/13700

综述 :

  Windows WINS 服务器用于为 NetBIOS 网络提供名称解析服务。

  WINS.exe 进程在解析 push 请求时将报文数据拷贝到了静态的

堆缓冲区上。如果远程攻击者提供了特制的请求，就可以触发堆溢出，

导致以 SYSTEM 权限执行任意代码。

危害 :

  攻击者可以向 WINS 服务器发送恶意请求，从而控制服务器系统。

2. 2009-08-12 Microsoft Windows Workstation 服务双

重释放代码执行漏洞（MS09-041）

NSFOCUS ID: 13694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3694

综述 :

  Microsoft Windows 是微软发布的非常流行的操作系统。

  Workstation RPC 服务在处理发送给 NetrGetJoinInformation

函数的参数时没有正确地释放内存，可能出现“双重释放”的情况。

成功利用此漏洞的攻击者可以使用提升的权限运行任意指令。

  攻击者可以向受害系统发送恶意请求，从而控制受害者系统。

危害 :

3. 2009-08-13 Microsoft Office Web 组件 ActiveX 控件

缓冲区溢出漏洞（MS09-043）

NSFOCUS ID: 13705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3705

综述 :

  Microsoft Office 是非常流行的办公软件套件。

  Office Web 组件 ActiveX 控件中存在一个缓冲区溢出漏洞。攻

击者可以通过构建特制的网页来利用该漏洞，当用户查看网页时，

该漏洞可能允许远程执行代码。

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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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者可以诱使受害者打开恶意网页，从而控制受害者系统。

4. 2009-08-13 Microsoft Office Web 组件 ActiveX 控件

内存分配代码执行漏洞（MS09-043）

NSFOCUS ID: 13703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3703

综述 :

  Microsoft Office 是非常流行的办公软件套件。

  Office Web 组件在加载和卸载其中的 OWC10 ActiveX 控件期

间可能会触发堆破坏。攻击者可以通过构建特制的网页来利用该漏

洞，当用户查看网页时，该漏洞可能允许远程执行代码。

危害 :

  攻击者可以诱使受害者打开恶意网页，从而控制受害者系统。

5. 2009-08-12 Microsoft Windows Telnet NTLM 凭据反

射绕过认证漏洞（MS09-042）

NSFOCUS ID: 13693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3693

综述 :

  Microsoft Windows 是微软发布的非常流行的操作系统。

  Telnet 协议未正确地选择加入 NTLM 凭据反射保护以确保用

户凭据不被反射回来并供用户使用。如果用户受骗连接到了恶意的

危害 :

  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对受害者系统进行非授权的访问。

6. 2009-08-06 Apple Mac OS X 2009-003 更新修复多个

安全漏洞

NSFOCUS ID: 13674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3674

综述 :

   Mac OS X 是苹果家族机器所使用的操作系统。

  Apple 2009-003 安全更新修复了 Mac OS X 中的多个安全漏

洞。其中包括格式串漏洞、拒绝服务和多个缓冲区溢出漏洞。

危害 :

  攻击者可能利用这些漏洞导致拒绝服务、读取敏感信息或执行

任意代码。

Telnet 服务器，就可能导致反射 NTLM 凭据并以当前用户的权限获

得系统访问。

7. 2009-08-18 IBM WebSphere 应用服务器 SCA 功能包绕

过认证漏洞

NSFOCUS ID: 13718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3718

综述 :

  IBM Websphere 应用服务器支持多种 HTTP 服务，可帮助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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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 :

  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对 Websphere应用服务器进行非授权的

访问。

8. 2009-08-06 IBM AIX libC XL C++ 运行时库本地权限提

升漏洞

NSFOCUS ID: 13675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3675

  IBM AIX 是一款商业性质的 UNIX 操作系统。

  AIX 的 XL C++ 运 行 时库 的 调 试 组 件 没 有 正 确 地 处 理

_LIB_INIT_DBG 和 _LIB_INIT_DBG_FILE 环境变量，本地用户

可以通过链接到 XL C++ 运行时库的 setuid root 程序创建属于 root

的任意可写文件。

综述 :

危害 :

  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在系统中创建任意文件。

9. 2009-08-06 Sun Java 运行时环境 JPEG 图形解析整数溢

出漏洞

NSFOCUS ID: 13677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3677

综述 :

  Solaris 系统的 Java 运行时环境（JRE）为 JAVA 应用程序提

供可靠的运行环境。

  JRE 中负责为 Web Start 应用加载 JPEG 启动屏幕的代码中存

在整数溢出漏洞。在处理启动屏幕的某些部分时，javaws.exe 错误

的计算了之后所使用的内存分配，在之后的解压中 JavaWeb Start

会将数据写入错误分配的缓冲区中，最终会触发堆溢出，导致以当

前用户权限执行任意代码。

危害 :

  攻击者可能利用此漏洞控制受害者系统。

10. 2009-08-03 Apple iPhone 短信消息远程内存破坏漏洞

NSFOCUS ID: 13665

http://www.nsfocus.net/vulndb/13665

  Apple iPhone 是苹果最新发布的智能手机。

  iPhone 手机在解码短信消息时存在内存破坏漏洞，远程攻击者可

以通过发送恶意短信导致执行任何代码、获取GPS 坐标或启用话筒。

完成从开发、发布到维护交互式的动态网站的所有工作。

  WebSphere 应用服务器的服务组件架构（SCA）功能包中存在

错误，没有分配 scaAllAuthorizedUsers角色的攻击者可以绕过认证。

危害 :

综述 :

  攻击者可以向受害者发送恶意短信消息，从而控制受害者手机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