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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金融行业等保标准中对于主机安全要求
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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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级保护主机安全

图1 主机安全

考虑到大部分金融客户已经完成基础建设，处于信息系统的运维阶段，本栏目着重对

运维和安全保障相关工作进行说明。对于金融行业信息科技部门一线运维人员，信息系统

运维，设备的日常使用管理，尤其受到关注。因此，本栏目将对金融行业等保标准中有关

运维要求的政策解读做连载。本文将梳理金融等保标准中对于主机安全方面的要求。

主机包括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安全软件所安装的服务器及管理终端、业务终

端、办公终端等。主机安全要求通过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及其他安全软件（包括防

病毒、防入侵、木马检测等软件）实现的安全功能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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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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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登录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系统的用户进行身份标识和鉴别；

• 【解读】

• 为防止操作系统用户对SQL Server数据库进行非授权管理（系统管理员和数据库管理

分离），应选择“SQL Server和Windows”方式，并且让用户每次登录数据库时都

必须输入密码（必须保证登录用户为强密码）。

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系统管理用户身份标识应具有不易被冒用的特点，系统的静态口令

应在7位以上并由字母、数字、符号等混合组成并每三个月更换口令；

应启用登录失败处理功能，可采取结束会话、限制非法登录次数和自动退出等措施；

• 【解读】

• 为防止暴力破解用户的口令，应保证操作系统、数据库具有登录失败处理功能（设置

非法登录次数的限制值，对超过限制值的登录终止其鉴别会话或临时封闭帐号）。

主机系统应对与之相连的服务器或终端设备进行身份标识和鉴别，当对服务器进行远

程管理时，应采取加密措施，防止鉴别信息在网络传输过程中被窃听；

• 【解读】

• 首先，主机系统需主动与发起连接的远程服务器或终端进行身份鉴别。其次，登陆过

程改为加密传输，如https、SSH、SFTP，禁用已证实弱算法组合，如停用基于MD5

的HMAC算法、RC4算法。同时，合并登陆途径，划分专用运维管理区域，降低传输

过程被窃听风险。建议采用堡垒机统一管理运维访问。

应为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系统的不同用户分配不同的用户名，确保用户名具有唯一性；

• 【解读】

• 查看除系统管理员SA外，是否还有其他特权用户。在数据库中，尽量重命名默认帐户，

如无法重命名，则应加强这些帐户的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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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访问控制”部分条款：

应启用访问控制功能，依据安全策略控制用户对资源的访问；

应根据管理用户的角色分配权限，实现管理用户的权限分离，仅授予管理用户所需的

最小权限；

• 【解读】

• 应依据安全策略限定管理用户的权限，仅授予管理用户所需的最小权限，如对业务数

据库进行管理的用户不能进行系统操作，系统管理员只能对系统进行维护，安全管理

员只能进行策略配置和安全设置，安全审计员只能维护审计信息等。

应实现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系统特权用户的权限分离；

应禁用或严格限制默认帐户的访问权限，重命名系统默认帐户，修改这些帐户的默认

口令；

应及时删除多余的、过期的帐户，避免共享帐户的存在；

应对重要信息资源设置敏感标记；

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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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数据库中能对重要信息资源设置敏感标记（如非密、秘密、机密、绝密等），R如

ORACLE可以执行命令：select * from dba_sa_user_labels，查看用户的标签，并

选择特定的用户和表进行验证策略。

C.“入侵防范”部分条款：

应能够检测到对重要服务器进行入侵的行为，能够记录入侵的源IP、攻击的类型、攻击

的目的、攻击的时间，并在发生严重入侵事件时提供报警。

• 【解读】

• 可以通过主机自带的防火墙来进行源地址、目的端口的控制，如windows的防火墙，

linux的ip过滤器等。如果没有主机防火墙，可通过修改程序的版本来防止扫描器的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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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能够对重要程序完整性进行检测，并在检测到完整性受到破坏后具有恢复的措施或

在检测到完整性即将受到破坏时进行事前阻断；

操作系统遵循最小安装的原则，仅安装需要的组件和应用程序，并通过设置升级服务

器等方式保持系统补丁及时得到更新。

• 【解读】

• 遵循最小安装原则，建议制定主机配置基线，仅开启需要的服务、组件和程序，可以

极大的降低系统遭受攻击的可能性。同时，及时更新系统补丁，可以避免遭受由系统

漏洞带来的风险。由于主机系统上已有业务系统在运行，存在较大的加固风险，所以

需搭建测试环境，并测试通过后，再在生产环境操作。

D.“安全审计”部分条款：

安全审计应覆盖到服务器和重要客户端上的每个操作系统用户和数据库用户。

审计内容应包括重要用户行为、系统资源的异常使用和重要系统命令的使用、账号的

分配、创建与变更、审计策略的调整、审计系统功能的关闭与启动等系统内重要的安

全相关事件；

审计记录应包括事件的日期、时间、类型、主体标识、客体标识和结果等，并定期备

份审计记录，涉及敏感数据的记录保存时间不少于半年；

• 【解读】

• WINDOWS查看,在“安全设置”中，展开“本地策略”，确认“审核策略”、“用户

权利指派”以及“安全选项”策略是否配置。

• 【解读】

• Windows查看，在“事件查看器”，Linux在root权限下，使用命令more、cat或vi

查看/var/log/audit.d文件。

应能够根据记录数据进行分析，并生成审计报表；

应对审计记录进行保护，避免受到未预期的删除、修改或覆盖等。

综上，本文对于金融等保标准中有关“主机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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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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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公司常常会忽略来自企业内部的威胁。从安全管理的角度来说，对IT和HR这

类特殊人员进行策略和特权限制是非常有必要的。

2013年12月23日晚6点，美国德克萨斯州欧文花旗银行一名叫Lennon Ray Brown

的网络工程师因为绩效评定不佳而被责令解雇，于是他在下班后对公司展开了报复。

离职员工恶意报复致花旗银行北美

90%网络瘫痪

Brown他有着公司内部较高的权限，可以比任何外部黑客都更容易肆意妄为。

“晚上大约在18:03的时候，Brown故意发送了恶意代码指令到花旗银行的10个全

球控制中心的路由器上，抹去了其中9个路由器的线上配置文件。这一行为，直接导致

了花旗银行在北美地区约90%的网络瘫痪。

而后在约18:05的时候，Brown淡定地打了卡，然后离开了花旗银行。”

Brown很淡定地发了一条短信给同事：

“这帮老家伙把我解雇了，我怼了他们一顿。当然，我只是想让他们看看，如果持

续对下面的人施压，会造成什么恶果。如果这会让同事们受了牵连，我表示很抱歉。但

我主要是为了让高管们清醒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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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现在Brown大概会后悔这次鲁莽的行为了——由于未授权入侵企业计算机，

他被判处了21个月监禁。此外，他还需要支付77200美元的赔偿。

相信这类事件值得所有企业进行反——企业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去做好对线上安

全和对外部黑客的防御，但是真的有认真考虑过来自「内鬼」的威胁么？

事实上，黑客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必须是你未曾谋面，黑客也许就是坐在你

身边的。

那些来自内部的威胁，比如被邀请到办公室的人、连入内部网络的人，被授权访

问内部系统的人，都可能对公司的业务造成巨大危害。即使他们不是做安全的IT人员，

但如果你让他们走进公司大楼，他们就可能找机会放置键盘记录器，为其他黑客打开

一扇门。或者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偷走你机器里面的敏感文件。

完全阻止每一个意外的内部威胁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努力限制它们带来的

影响，并减少恶意员工走向极端的机会。

参考来源：TW，FB小编dawner编译，转载请注明来自FreeBuf黑客与极客（FreeBuf.COM）

内部威胁防范

推荐阅读

内部威胁区别于外部威胁，攻击者来自于内部用户，因此检测更加困难，危害性

却更大。随着企业信息安全机制的建立建全，单纯想从外部Hack进入目标系统的攻击

门槛不断提高；内部威胁逐渐增多，并且开始在各大安全报告中崭露头角，引起了国

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遗憾的是，国内此类事件曝光率极低，研究重视不够，因此缺

乏行之有效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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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交易网站Bitfinex昨天宣布，Bitfinex将会关闭网站进行为期数日的漏洞维

护。据悉黑客可以利用该漏洞盗取用户资金。

比特币交易网站Bitfinex遭黑客入侵，

约7600万美元被盗

Bitfinex和其它比特币交易网站一样，能够为注册用户提供虚拟货币/法定货币兑

换服务。虽然说Bitfinex在众多虚拟货币交易网站中不是很出名，但是Bitfinex正迎来

一段上升期。

此前Bitfinex收到不少用户投诉，称其账户下的资金不翼而飞。8月2日，Bitfinex

发现一个漏洞，黑客能够通过该漏洞盗取用户资金。为避免有更多用户资金被盗，

Bitfinex迅速关闭网站、通知工程师维护漏洞并在其网站主页上发出公告：

我们已经关闭网站，对漏洞进行维护。维护期间将会冻结注册用户资产。

就目前为止获得的情报来看，仅发现有比特币被盗，其它虚拟货币均未发现有被

盗迹象。

“闭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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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finex公司承诺他们会在调查结论出来之后补偿用户的损失。

“由于我们网站的漏洞导致用户的损失，我们将会以相关货币或是加上一些抵押

品来尽量弥补用户受到的损失。任何补偿都将以英国时间18:00的市场标准完成。”

虚拟货币盗窃案发生的并不多，最近的一起还是五月份的Gatecoin，该网站用户

被盗取总价值约200万美元的比特币。关于本次比特币被盗金额，仅一个疑似Bitfinex

官方人员的Reddit用户（Zane Tacket）发帖称：

“我能确认黑客已经盗取了119,756个比特币（约等于6700万美元）”

而Bitfinex官方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安全漏洞的细节，也没有对外宣布有多少用户受

到影响失去了规模的资金。

参考来源softpedia，FB小编bimeover编译，转载请注明来自FreeBuf黑客与极客（FreeBuf.COM）

内部威胁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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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安全研究员Salvador Mendoza发现了Samsung Pay的安全漏洞，这个漏洞

一旦被利用，黑客将可以利用另一个设备来对受害者进行交易劫持。

三星支付存在漏洞可导致黑客进行交

易劫持

基于非接触式的支付系统，是许多较新的三星手机的标配，工作原理是将信用卡信

息转化成为Token，使黑客不能从设备中盗取信用卡。

但是，这些Token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安全。

Salvador Mendoza发现Token的转化程度有限，而且Token的序列是可预测的，在

8月4日拉斯维加斯的黑帽大会上，他解释道，在支持Samsung Pay的应用程序第一次生

成Token的时候，Token转化的安全性就大大地降低了，也就是说，接下来生成的Token

将会很大程度地被预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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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Token是可以被盗取的，而且搭配其他的硬件就可以发起欺诈性的交易了，且漏

洞的利用不存在任何的限制。

Salvador Mendoza说，攻击者可以从三星设备中盗取Token，然后无限制地利用，

他把自己的Token发送给了一个远在墨西哥的朋友，然后这个墨西哥的朋友搭配欺诈硬件

成功购买到了商品，即使Samsung Pay根本还没支持墨西哥的用户。

在我看来，说了那么多，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从三星设备中盗取Token，然而

Salvador Mendoza表示，这非常简单。

Salvador Mendoza弄了一个小东西绑在了自己的手臂上，利用无线劫持MST（磁

力安全传输），然后当他拿起了任何人的三星手机，这台手机的Token就会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到Salvador Mendoza的收件箱。所以，你可以将这个小东西集成到另一台手机上去，

当然，你也可以将这个硬件隐藏在一个普通的读卡器当中，比如说那些商店的信用卡刷

卡器。

利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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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vador Mendoza说，所有的信用卡、借记卡和预付卡的附属银行都会受到这类劫

持攻击的影响，但是他也表示，gift cards将不会受到影响，因为Samsung Pay是提供一

个条形码来进行扫描的，而不是发送出信号。

三星官方并没有直接表示他们要修复这个缺陷，三星的官方发言人表示：

“Samsung Pay内置最先进的安全功能，保证所有的交易都会进行加密和妥善保存，

并结合了三星的Knox安全平台。在任何时刻发现了潜在的漏洞，我们都将迅速采取行动，

调查和解决问题。”

漏洞演示视频：http://v.qq.com/x/page/m0319qkcue8.html

本文译者：SkyMine，编译来源： ZDNet，转载请注明来自FreeBuf黑客与极客（FreeBuf.COM）

你也可以把Token写进一个开源的无线磁场劫持装置MagSpoof里面，就是这么简

单，你也可以购买这个设备来玩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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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认为HTTP2.0协议比标准HTTP（超文本传输协议）更安全，那你就错了。

有研究人员花费4个月的时间在HTTP2.0协议中发现4个漏洞！

去年2月，谷歌把自家的SPDY项目捆绑进HTTP2.0，意在加强网页加载速度和用户

的在线浏览体验。三个月后HTTP2.0正式发布，HTTP2.0如今已成为大部分网站最主要

的HTTP协议版本。

HTTP2.0协议被爆4个漏洞，可导致服

务器崩溃

来自Imperva（一家全球领先的新型数据应用安全的技术领导者和知名公司）的几位

安全专家在Black Hat大会上公布了至少4个高危漏洞的详细说明。漏洞允许攻击者通过

传输千兆级别的数据有效载荷到目标服务器，导致服务器无限循环，使Web服务器的处

理速度变慢，甚至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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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输层（包括数据流、帧及流控制）

• HPACK二进制编码和压缩协议

• 语义层——HTTP 1.1推送功能的拓展版本

研究人员分别在Apache，微软，NGINX，Jetty和nghttp2上深入分析使用Http2

协议的服务器的表现。他们发现：在所有使用HTTP2的服务器都存在可以利用的漏洞，

其中两个漏洞是HTTP1.1版本中常客。

HTTP2.0协议可以分为以下三层

四个主要漏洞

1、慢速连接攻击 (CVE-2016-1546)

这种攻击方式类似于Slowloris DDoS攻击，Slowloris是在2009年由著名Web安全

专家RSnake提出的一种攻击方法，其原理是以极低的速度向服务器发送HTTP请求。由

于Web Server对于并发的连接数都有一定的上限，因此若是恶意地占用住这些连接不

释放，那么Web Server的所有连接都将被恶意连接占用，从而无法接受新的请求，导

致拒绝服务。

慢速连接攻击在HTTP1.1版本被人们所熟知，其特点到了HTTP2依然没有改变。客

户端的浏览速度会变得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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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PACK BOMB (CVE-2016-1544, CVE-2016-2525)

HPACK Bomb 是一种压缩层攻击，类似于压缩炸弹攻击和“解压缩炸弹”。

HPACK主要被用来减小数据包头部的长度。减小数据包头部长度后，发送者会告知

接收方，这个数据包的头部需要解压。一个专业的黑客能利用这个漏洞可以将一个数Gb

大小的数据包压缩成一条很短的消息，发送到目标服务器导致该服务器疲于处理，甚至

瘫痪。Imperva的研究人员解释说：

我们把一个数据包头部压缩成4KB，然后发送向服务端服务器14个同样的数据流，

连接完成后，显示服务端接收到了896MB的数据，最终导致该服务器崩溃。

3.依赖循环攻击 (CVE-2015-8659)

这种攻击利用了HTTP/ 2使用网络流量优化的控制机制。

恶意客户端可以制造特殊的请求，向服务器寻求依赖循环服务，从而迫使服务器进

入一个无限循环。该漏洞允许攻击者构成拒绝服务（DoS）攻击，甚至在存在漏洞的系

统上运行任意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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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流多路复用(CVE-2016-0150)

这种攻击允许攻击者利用服务器多路复用的功能，从而导致服务器崩溃实现流量反

复功能。这种攻击最终导致服务器拒绝服务（DoS）的效果。

Imperva的首席技术官Amichai Shulman说

对于大多数互联网用户来说，HTTP2.0的出现提高了网站性能、增强了移动端应用

的可能性，但是短期内大量出现的新代码也给伺机而动的攻击者带来了一些绝佳的机会。

虽说HTTP2.0协议继承了HTTP1.x版本的缺陷，这很正常。但是，企业或是厂商是

否有进行尽职的调查和实施保障措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毕竟关系到企业能否在飞速发

展的网络威胁中延长防御体系，保护重要的客户数据。

以上四个HTTP2.0漏洞都已被修复。

可以看出这些漏洞都是利用了HTTP2.0宽带使用少、加载时间短的特点来实现攻击。

Imperva的研究员给出一个建议，企业或用户通过建立Web应用防火墙（WAF）和打虚

拟补丁，就可以在引入HTTP2.0的同时，保护他们的关键数据和应用。

参考来源：thehackernews，FB小编bimeover编译，转载请注明来自FreeBuf黑客与极客（FreeBu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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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2日，1n3通过邮件披露了Zabbix软件的jsrpc.php文件在处理

profileIdx2参数时存在insert方式的SQL注入漏洞，与官方通告的latest.php文件在处理

toggle_ids参数时存在insert方式的SQL注入漏洞属于同一类型的漏洞，只是攻击的位

置不同。

Zabbix SQL注入漏洞分析与防护

zabbix是一个基于WEB界面的提供分布式系统监视以及网络监视功能的企业级的开

源解决方案。

什么是Zabbix

攻击者可以使用guest账户或者已经认证的账户登录，然后利用此漏洞直接获取服

务器的操作系统权限。

攻击难度：低。

危害程度：高。

官方通告：https://support.zabbix.com/browse/ZBX-1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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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bbix能监视各种网络参数，保证服务器系统的安全运营；并提供灵活的通知机制

以让系统管理员快速定位/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

zabbix由2部分构成，zabbix server与可选组件zabbix agent。

zabbix server可以通过SNMP，zabbix agent，ping，端口监视等方法提供对远

程服务器/网络状态的监视，数据收集等功能，它可以运行在Linux，Solaris，HP-UX，

AIX，Free BSD，Open BSD，OS X等平台上。

 ZABBIX 2.0.5、2.0.13、2.2.x、2.4.2、2.4.5、2.4.7、2.4.8、2.5.0、3.0.0-3.0.3。

受影响版本

不受影响版本

 ZABBIX 1.8.*、2.2.14、3.0.4、3.2.0。

技术分析

Zabbix V3.0.4版本修复了2个SQL注入漏洞，并公布了2个POC，如下：

① /zabbix/jsrpc.php?sid=0bcd4ade648214dc&type=9&method=screen.g

et&timestamp=1471054088083&mode=2&screenid=&groupid=&hos

tid=0&pageFile=history.php&profileIdx=web.item.graph&profileIdx2=

2’3297&updateProfile=true&screenitemid=&period=3600&stime=2

0170813040734&resourcetype=17&itemids%5B23297%5D=23297&ac

tion=showlatest&filter=&filter_task=&mark_color=1

② latest.php?output=ajax&sid=&favobj=toggle&toggle_open_state=1&

toggle_ids[]=15385); 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1=1

以下为第一个poc的调用链：

Jsrpc.php:413 require_once dirname(__FILE__).'/include/page_footer.php';

include/page_footer.php:40  $result = CProfile::flush();

include/class/user/Cprofile.php:63 function flush()

include/class/user/Cprofile.php:277 function insertD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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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第二个poc的调用链：

Latest.php:88  CProfile::update('web.latest.toggle_other', $_REQUEST['toggle_open_state'], 
PROFILE_TYPE_INT, $hostId);
Latest.php:829 require_once dirname(__FILE__).'/include/page_footer.php'; 
include/page_footer.php:40  $result = CProfile::flush();
include/class/user/Cprofile.php:63 function flush()
include/class/user/Cprofile.php:277 function insertDB ()

以第一个调用链为例，我们来看文件\zabbix-3.0.0beta2\frontends\php\jsrpc.php。

当method等于screen.get时，profileIdx2参数进入options中，然后options进入

CScreenBuilder::getScreen($options)，继续跟进文件\zabbix-

3.0.0beta2\frontends\php\include\classes\screens\CScreenBuilder.php。

图1 jsrpc.php文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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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Idx2参数又进入CScreenBase::calculateTime()函数，继续跟进文件

\zabbix-3.0.0beta2\frontends\php\include\classes\screens\CScreenBase.php。

图2 CScreenBuilder.php文件图

profileIdx2参数又进入CProfile::update()函数中，继续跟进\zabbix-

3.0.0beta2\frontends\php\include\classes\user\CProfile.php。

图3 CScreenBase.php文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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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profileIdx2参数就是这里的idx2，进入到profile中，然后profile进入insert

中最后进入到insertDB()函数中。

图5 CProfile.php文件图

图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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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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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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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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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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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rtDB中的处理过程如下：

insertDB函数中，对一些关键参数（idx,value），用zbx_dbstr()函数进行了过滤，

但对idx2没有过滤，导致产生了sql注入漏洞。

分析过滤函数zbx_dbstr（）函数，位于文件zabbix-3.0.0beta2\zabbix-

3.0.0beta2\frontends\php\include\db.inc.php。

图6 insertDB处理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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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这个就是zabbix的全局过滤函数，根据各种数据库类型，过滤sql注入的。

从开始到最后进入sql语句中的参数有三个：$options['profileIdx']、

$options['period']、$options['profileIdx2']，只有$options['profileIdx2']全程没有

过滤，直接进入sql语句中。

看官方的3.0.4修复版本的Cprofile::insertDB函数，其关键参数idx2也做了过滤，

如下图：

$profiles和$isModified()都会在前面的update()函数内会保证为真，而要满足

userDeatails[‘suerid’]>0，则需要用户登录或系统开启guest模式。

图8 官方修复版本图

图9 Cprofile::flush函数图

当然，要使请求最终到达这个漏洞函数，中间还有一些限制条件，主要看

Cprofile::flush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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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方案

如果为受影响的版本，建议升级到最新版本，官方下载地址如下：

http://www.zabbix.com/download.php

禁用guest账户。

绿盟科技免费在线检测。

https://cloud.nsfocus.com/#/krosa/views/initcdr/productandservice?pid=0&si

d=1

绿盟科技在线云检测，登陆绿盟科技云，申请极光自助扫描服务试用:

https://cloud.nsfocus.com/#/krosa/views/initcdr/productandservice?pid=0&si

d=0

使用绿盟科技的远程评估系统（RSAS/WVSS）对内网进行安全评估。

• RSAS插件升级包（V6.0R02F00.0306）获取地址：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RsasDetail/v/vulweb

• WVSS插件升级包（V6.0R03F00.54）获取地址：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WvssDetail/v/6/t/plg

使用绿盟科技检测类产品（IDS）进行检测，各版本对应升级包分别为:

5.6.10.14273、5.6.9.14273、5.6.8.594、5.6.7.594、5.6.0.500

使用绿盟科技防护类产品（IPS/NF）进行防护，各版本对应升级包分别为:

IPS：5.6.10.14273、5.6.9.14273、5.6.8.594、5.6.7.594、5.6.0.500

NF：6.0.1.594 、5.6.7.594

已经购买了绿盟科技相关产品服务的客户可以通过产品升级进行检测与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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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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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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公司的处理器惊现4种新型漏洞，影响全球9亿多安卓用户，通过这些漏洞，黑

客可以完全控制受影响的手机。

近日，Check Point安全公司的研究人员在拉斯维加斯的DEF CON 24安全会议上

对此4种新漏洞进行了披露。

高通爆高危漏洞，影响9亿安卓用户

这些漏洞被称作“Quadrooter”，影响了全球超过9亿部安卓手机和平板电脑。

黑客可以欺骗用户安装恶意应用，同时并不需要请求任何特别的权限。在应用安装

后，黑客可以获得根权限，随后完全控制受影响的Android设备，包括其中的数据和硬

件，例如摄像头和麦克风。

Quadrooter漏洞

据悉，该4个新漏洞分别为CVE-2016-2503 (发现于高通GPU驱动程序，分析见谷

歌的2016年8月Android安全公告)；CVE-2016-2504 (高通GPU驱动程序中，分析见谷

歌的2016年7月Android安全公告)；CVE-2016-2059 (高通内核模块中，4月修复，补

丁状态未知)以及CVE-2016-5340 (高通GPU驱动程序中，已修复，补丁状态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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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4个漏洞还允许攻击者将应用程序的级别从user-level（用户级别）升级到

root-level（root级别），授予攻击者访问任意手机功能的权限。这就意味着，攻击者

可以在不与用户进行任何交互的情况下，在手机中下载并安装恶意软件和流氓应用程序。

影响范围广

高通公司的芯片在安卓设备中的市场占有率高达65%，超过9亿台设备受此漏洞影

响。

QuadRooter漏洞波及的设备包括：Blackphone1, Blackphone 2，谷歌自主品牌

的Nexus 5X、Nexus 6和Nexus 6P，以及HTC One, HTC M9, HTC 10, LG G4, LG G5, 

LG V10, Moto X, OnePlus One,OnePlus 2, OnePlus 3,以及三星Galaxy S7和S7 Edge，

索尼 Xperia Z Ultra都受到这一漏洞的影响。近期发布的黑莓DTEK50尽管被称作“最

安全的Android智能手机”，也仍然没有能摆脱这一漏洞。

然而，修复所有设备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高通芯片的固件补丁需要由安卓

OEM供应商集成到其安卓操作系统定制版本，再将其送至移动运营商处，移动运营商决

定在合适的时间将其交付最终用户。

据谷歌发言人确认，修复这些漏洞的补丁要到9月份才会全面发布。

Check Point安全公司已经发布了一份关于QuadRooter漏洞的安全报告，以及一

个安卓APP以帮助用户诊断他们的手机是否存在安全风险。

原文链接：softpedia*、米雪儿编译，转载请注明来自FreeBuf黑客与极客（FreeBu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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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移动APP应用呈井喷式增长，与此同时安全问题也

逐渐暴露出来，如：热点APP应用被山寨、手游APP核心代码逻辑被盗用、交易类

APP安全等问题也成为了广大用户及开发商的重点关注问题。

对于移动应用的重灾区，安卓系统来说，绿盟科技移动应用加固方案的内容如下：

安卓移动应用加固解决方案

移动应用安全加固方案就是在现有移动应用安全体系基础上增加防逆向破解、防盗

版、内存敏感数据防窃取等安全加固措施手段，以期满足在不影响移动应用性能的前提

下，最大限度增加移动应用的安全强度。

图2 绿盟科技移动应用安全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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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移动应用安全加固服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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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威胁情报中心近期发现在全国各地的多个市场活动中，手机银行的安全风

险成为了关注热点，据调查：“90%以上的手机银行可被劫持”，这个数据或许有些耸

人听闻，而在2016年8月31日，以“未来安全探索盛会”为主题的XPwn 2016大会上，

有来自移动互联网系统与应用安全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安全专家用真实的测试数据对互联

网金融App安全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安全问题非常突出，对于手机银行方面的交易劫

持问题，已成为攻击者和安全研究者重点关注的攻击手段。

绿盟科技手机银行APP交易安全防护

解决方案
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高级安全顾问 张龙飞

本方案就是在上述背景分析下，绿盟科技通过对多个实际的手机银行应用进行再分

析，从中发现与交易劫持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风险点，从而了解攻击者的攻击思路，并

为绿盟科技的金融客户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对有可能出现的劫持攻击进行预防，确保

相关移动应用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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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银行交易劫持风险分析

1. 手机银行交易业务场景

如上图，用户登录后，输入交易信息（卡号、姓名、交易金额、银行开户行等信息）

提交后，银行返回交易信息并下发交易短信（包括转账姓名、卡号后四位、金额等信

息），返回的交易信息用于用户二次确认信息是否正确，输入短信验证码和交易密码进

行转账。

2. 手机银行交易风险分析

从上述业务场景分析看到，该流程为通用规范流程，但并非所有手机银行应用都完

全遵守此流程，这就给攻击者以可乘之机，攻击者可尝试对手机银行应用进行深度分析，

并对交易流程的关键环节尝试进行劫持。

通过分析发现可被攻击者进行交易劫持攻击的场景有三类：

（1） 没有完全遵循交易流程规范的APP

这种场景由于没有遵循交易流程规范，就会在交易的数据交互、信息核对、交易验

证等环节存在被劫持的风险。

（2） 基本遵循交易流程规范的APP

这种场景遵循了交易流程规范就可以规避（1）中的问题，攻击者就会尝试挖掘流

程规范本身的业务架构、业务逻辑、业务流程等环节存在被劫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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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遵循交易流程规范且附加额外安全措施的APP

这种场景相对（1）（2）来说比较安全，但是在引入额外安全措施时，一方面需要

确认安全措施确实解决了交易被劫持的风险，另一方面，需要确保安全措施本身不存在

被绕过或其他安全问题。

3. 交易劫持攻击流程思路

通过以上对于交易风险的分析，可知攻击者大体攻击思路是这样的，由于数据被加

密或者签名，所以通过网络劫持修改转账数据不可能实现，因此必须攻击手机银行App

本身，发现App设计的缺陷进行劫持。

（1）攻击者通过深度分析App的业务架构、业务逻辑、业务流程等交易环节来寻

找可被利用来实现交易劫持的漏洞。

（2）攻击者通过跟踪和分析交易数据输入输出、交互过程、验证核对等交易环节，

寻找可被利用来实现用户数据劫持的漏洞。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手机银行的保护方案重点将讨论如何保护手机银行App本身，

防护思路采用通过在关键环节保护，从而防止遭受劫持攻击。

绿盟科技防护方案

1. 保护手机银行App关键交易环节

通过以上对劫持攻击的思路分析，攻击者只有通过攻击手机银行App本身，才能实

现劫持，而攻击的目标就是劫持关键交易环节，因此我们只要对手机银行App的关键环

节部署防护手段，增加攻击者的攻击难度和攻击成本，即可实现防护效果。

2. 保护手机银行App关键交易数据

攻击者发起交易劫持攻击的目标是获取用户交易数据，因此我们还需要对手机银行

App的关键交易数据进行分析和追踪，在可能被劫持导致用户数据泄露的位置部署安全

防护手段，从而实现防护效果。

绿盟科技手机银行App交易安全防护解决方案---依托绿盟科技多年的金融行业安全

研究和服务经验，结合金融交易不同业务场景的安全风险定制开发手机银行App交易安

全防护组件，从而建立起对金融交易流程中的各个重要环节的纵深防护体系，可有效帮

助客户解决手机银行App交易面临的各种安全风险问题。

（本文仅对绿盟科技手机银行App交易安全防护解决方案进行简要描述，详细技术细节
请与当地技术人员联系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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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方程式组织

方程式组织（Equation Group）是一个由卡巴斯基实验室发现的尖端网络犯罪组

织，后者将其称为世界上最尖端的网络攻击组织之一，同震网（Stuxnet）和火焰

（Flame）病毒的制造者紧密合作且在幕后操作。方程式组织的名字来源于他们在网络

攻击中对使用强大加密方法的偏好。截至2015年，卡巴斯基记录了位于至少42个国家

的500个恶意软件感染，同时承认由于其自终止协议的存在，实际数量应有上万例。

外界也普遍认为，Equation Group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个下属部门。很多安全

研究专家表示，Equation Group这一黑客组织所拥有的技术无论是从复杂程度还是从

其先进程度来看，都已经超越了目前绝大多数的黑客团体，而且该黑客组织已经活跃了

二十多年了。

安全无忧，绿盟科技助您阻击方程式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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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3日，一个名叫“影子中间人”的黑客组织通过社交平台称，已攻入

“方程式组织”并泄露了其中部分黑客工具和数据。根据国外媒体的最新爆料，“方程

式组织”泄露出来的防火墙漏洞，稍作修改后，漏洞仍旧可用，并且相关防火墙厂家已

陆续发布漏洞通告及升级补丁方案。这些泄露出来的漏洞是否存在于您的网络中？您的

安全运维人员是否有检测办法？

绿盟科技已支持全面检测和防护

 绿盟远程安全评估系统（RSAS）

RSAS V6 版本： V6.0R02F01.0307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RsasDetail/v/vulsys

RSAS V5 版本： aurora-051608.dat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Aurora/v/5

 绿盟入侵检测系统（IDS） 系统规则库升级包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Ids

 绿盟入侵防御系统（IPS） 系统规则库升级包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Ips

绿盟科技极光自助扫描服务免费提供相关检测。

绿盟科技将持续关注该事件进展，并第一时间更新检测和防护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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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动态

绿盟科技产品更新提示

特性 新功能 功能介绍 客户价值

APP

应用

入侵

威胁

管理

实现网络入侵日志集中展示、分类查

询、定制化报表功能，用于解决日志

展示分散，报表功能弱的问题。

1. 大数据分析技术，解决海量

网络入侵日志无法分析、存

储问题。

2. 数据集中展示，解决网络入

侵日志展示分散问题。

3. 定制报表，解决网络入侵事

件多，汇报困难问题。

4. 黑白名单过滤，突出展示管

理人员最关心问题。

APP

应用

高级

事件

分析

实现网络入侵日志基于黑、白名单进

行过滤，大幅度降低日志告警量，提

高日志告警准确性，降低运维工作量

功能。

绿盟入侵威胁管理APP、入侵高级事件分析APP

依托于绿盟日志安全性分析平台（BSA），入侵威胁管理APP、入侵高级事件分析

APP于2016年8月1日正式上市，主要用于解决目前网络入侵日志量巨大、展示、分析

困难的问题，通过大数据技术，能够提供更强大的网络入侵事件集中展示能力，分析计

算能力，报表能力，从而提高网络入侵产品易用性：

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高级安全顾问 訾雅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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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漏洞扫描系统WVSS使用技巧

无论是软件还是设备，扫描系统本身只是一个第三方的扫描工具，不影响客户端与

服务端之间的访问。但在一些场景下，扫描器需要把自己模拟成客户端，与服务端进行

通信，这样才能更准确、更深入的探知漏洞信息。比如，当某个页面需要口令进行登录

的时候，就需要在扫描器里进行口令配置，否则扫描器无法得到这个页面的有效漏洞信

息。

我们知道浏览器在访问网站时，与防火墙这类设备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浏览器本

身是无状态的，如果不找到一个东西标识自己，那么服务端与客户端无法确定一一对应

关系，也就无法正常完成网站访问的操作，而这个东西，就是COOKIES。

综上所述，扫描器在这种应用场景下，要想实现精确扫描，需要做两件事情：

（1）需要知道登录口令；

（2）需要拿到COOKIES；

扫描器配置界面中，如下图所示：

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高级安全顾问 訾雅彬

图1 产品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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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议认证”功能下，手动填写“用户名”和“密码”，并点击“登录预录制”

按钮，将弹出如下配置界面：

图2 产品配置界面

其中在“第4步”中，填入“代理服务器地址及端口”，即：把扫描器的IP地址和

端口填进去，就可以让扫描器模拟成客户端，与服务端进行登录访问，并且可以拿到服

务端为扫描器设置的唯一COOKIES，以此与服务端建立后续的一一对应关系，满足精确

扫描的需求。

不忘小配置，解决大问题！

42



安全月刊
绿 盟 科 技 金 融 事 业 部

S

主办：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路4号益泰大厦3层

邮 编：100089

电 话：010-59610688-1159

传 真：010-59610689

网 站：www.nsfocus.com

客户支持热线：400-818-6868

股票代码：300369

©2016 绿盟科技 本刊图片与文字未经相关版权所有人书面批准，一概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或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