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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DC进行主机托管的客户一旦遭受DDoS攻击，部署在IDC的清洗

设备（ADS）就会自动对攻击流量进行清洗。

自动清洗

绿盟科技云安全服务

当客户遭遇到DDoS攻击时，综合抗D

服务可以帮助客户对攻击流量进行清洗。

定位于针对在IDC进行主机托管的客户，

提供快捷、精确、高效的本地清洗。

设备关怀服务

登录绿盟云综合抗D服务系统，随时随地均可查看当前的流量清洗数据。

随时随地查看清洗数据

专业的抗DDoS设备（ADS）能够从背景流量中精确的区分攻击流量。

有效保证其客户的应用无忧。

卓越的防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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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银监会办公厅[2016]安全检查文件解读
文/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

关键词：银监会 安全风险 安全检查

2016年6月27日银监办发《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银行业网络安全风险专项评估

治理及配合做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正式发布。

通知指出，银行业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是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为进一步加强互联

网安全风险应对，提升银行业整体防护能力，按照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网络安全

风险专项应对工作的整体安排，决定组织开展银行业网络安全风险专项评估治理工作。同

时，根据中央网信办《关于开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检查的通知》（中网办发文

[2016]3号）的要求，需要各银监局、银行业金融机构认真做好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

络安全检查相关工作。



06

政策解读

通知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银行业网络安全风险专项评估治理，提出四个工作要

求，包含：（1）网络和信息系统安全风险评估（2）高级持续性威胁专项评估（3）网络

安全应急预案评估（4）网络安全应急演练，明确了各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大型银行、

股份制银行、邮储银行、中央结算公司需要开展的网络安全评估治理工作。第二部分是中

央网信办要求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检查有关工作，包含：（1）银行业金融机构

积极配合完成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检查、（2）银监会系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

安全检查，此部分工作主要是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各银监局按照中网办发文[2016]3号文

要求做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信息报送工作。

通知的核心内容是开展银行业网络安全风险专项评估治理工作，该部分内容也是以银

行业近年发生的安全事件为出发点，总结银行业面临的安全风险，制定相应的监管要求和

自查工作安排，避免银行业遭受攻击，从而防患于未然。

【工作要求】网络和信息系统安全风险评估

【安全挑战】截止2016年7月，国内某漏洞平台统计数据显示，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互

联网上提供服务的信息系统存在3000余个安全漏洞，其中银行业存在1000多个高危漏洞，

证券行业存在800多个高危漏洞。

【文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对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信息系统开展一次全面的网络安全

风险专项评估，针对内外部网络攻击威胁，评估信息系统提供持续服务的能力和数据安全

保护水平，重点关注安全管理制度和网络安全防护技术体系的有效性，摸清底数、查找短

板，制定威胁应对方案。工作内容分解如下：

评估目标 评估要点 评估工具 报告要点

互联网业务系统（包括客户端、

移动应用）、门户网站、第三方

外联系统，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通讯网络以及后台系统（包含管

理信息系统、办公系统）

安全管理措施

技术防护措施

网络攻击威胁

失泄密风险

管理调研

架构分析

渗透测试

App测试

二进制测试

问题描述

风险分析

风险等级

应对措施

整改计划

2016.08 / 安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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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随着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高速发展，互联网相关业务也越来越丰富，也暴露出

越来越多的安全风险，监管机构也开始及其关注其安全风险，而风险评估工作也逐渐成为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常态化网络安全工作的重要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安全评估办法》、

《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等要求成为风险评估的

标准和规范，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完成风险评估工作。而本次网络安全风险专项评估提出

了更高标准的要求，评估范围涉及互联网业务系统（包括客户端、移动应用）、门户网站、

第三方外联系统，数据中心基础设施、通讯网络以及后台系统（包含管理信息系统、办公

系统），本次专项评估的范围广，业务类型多，建议银行业金融机构先做好全面的业务梳

理工作，借助外部专业化的评估机构完成安全评估。

【专家问答】

Q：渗透测试、等保测评等的报告能否作为风险评估的报告提交？

A：不能，但可作为风险评估的补充，减少重复工作。渗透测试是风险评估的技术检

查部分的工作；而等保测评与风险评估有一定联系，但还是存在区别，等保测评是以符合

等级保护的要求为目的，而风险评估是以风险管理为目的，两者参照的标准、工作的流程

以及最终的报告内容都有所不同。

【工作要求】高级持续性威胁专项评估

【安全挑战】2015年初针对金融高管的勒索邮件开始大规模传播造成严重损失。2015年

SWIFT系统漏洞导致惊天银行大劫案导致过亿美元损失； 2016年7月台湾第一银行ATM

机“自动吐钱”事件导致8000余万新台币被盗；

【文件要求】政策性银行、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邮储银行还要针对高级持续性威胁、

精准式网络攻击进行安全评估，对威胁和攻击进行分类场景设定，有针对性的排查系统漏

洞、分析脆弱性；形成应对此类攻击的防护措施专项评估报告。工作内容分解如下：

评估目标 评估要点 评估工具 报告要点

政策性银行、大型银

行、股份制银行、邮

储银行的信息系统

高级持续性威胁

精准式网络攻击

分场景设定分析

未知威胁分析

统一威胁管理

全网态势感知

技术防御体系

监控平台

测试工具

仿真平台

2016.08 / 安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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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不同与以往的病毒、木马攻击，高级持续性威胁（简称APT）攻击具有

针对性，渗透力强，潜伏期长，攻击覆盖面广，传统技术措施很难进行辨认，同时造成的

损失更加庞大。从近几年由APT攻击造成的安全事件可以看出，APT攻击具有很强的针对

性，已经成为网络安全的首要威胁，而由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已成为APT攻击的

主要目标。建议银行业金融机构参考业内成熟经验，开展对网络、安全设备、主机及终端

等综合多方面的防护水平评估，如采取从行内办公网段对行内指定的服务器主机进行入侵

和权限提升测试，尝试包含应用配置测试、登录验证测试、指定内网网络域访问控制测试

等科目，并对行内信息科技相关员工进行专业的针对APT攻击形式的安全知识培训，做到

知己知彼，才能做好APT攻击防御。

【专家问答】

Q：什么是高级持续性威胁攻击？部署防火墙、入侵防护、防毒墙等设备能否满足要

求？如何构建针对高级持续性威胁的防御体系？

A：高级持续性威胁攻击，又称APT攻击，是指融合情报、黑客技术、社会工程等各

种手段，针对有价值的信息资产或通过IT系统控制的重要控制系统，发起的长期、复杂而

专业攻击，主要的目标就是就是长期占有系统的控制权并不断的窃取敏感信息。

由于APT攻击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攻击者往往会利用多种攻击技术、攻击手段，不仅

会利用已知安全漏洞、木马后门，还可能会利用0DAY漏洞、特种木马，通常会结合社会

工程学的相关知识，并且攻击路径复杂，掩盖攻击行踪，躲避常规安全产品的检测，并且

整个攻击过程时间跨度较大，部署传统的防护设备无法满足防御的要求。

APT攻击无法通过单一的安全产品和安全技术进行有效的检测、防护，建议银行业金

融机构结合现有的安全防护体系，补充专业的高级持续性威胁分析系统，并完善管理体系，

只有建立以安全技术与安全管理相结合的纵深防护体系，才能抵御APT攻击的威胁。

【工作要求】网络安全应急预案评估

【安全挑战】2009年 DNS解析故障导致“六省断网事件”；银行互联网业务遭受黑客

DDOS攻击导致服务中断；“Gozi”银行木马短短几天攻击24家银行盗窃数百万美元；

2016年7月亦庄某数据中心故障致多家金融机构设备宕机，服务全部中断。

【文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对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应对网络安全攻击的应急预案开展

评估，针对主要网络安全攻击场景，评估预案的全面性、有效性、可操作性。

2016.08 / 安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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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评估结果，建立应急预案的制定、修订计划并组织实施。工作内容分解如下：

【工作要求】网络安全应急预案评估

【安全挑战】2011年4月韩国农协银行服务器数据被黑客删除导致全国1154个分行业务

中断，而异地灾备服务器没有按照应急预案及时恢复数据导致业务无法恢复。国内某银行

业务系统故障导致业务中断，而异地容灾中心并未及时切换。

评估目标 工作要点 常见场景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

急预案的全面性、

有效性、可操作性

细化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细分网络攻击类型及安全威胁场景

应急准备要全面、人员职责要明确

业务和科技跨部门协同机制充分有效

高级持续性威胁攻击 ①

机房供电、空调、通信、关键设备

拒绝服务攻击

网站漏洞攻击

木马病毒攻击

邮件钓鱼攻击

高级持续性威胁攻击

断电断网物理攻击

注：① 针对政策性银行、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邮储银行的要求

【专家建议】网络安全应急预案的制定可实现预防或最大程度地减少银行业突发事件给金

融业及其他产业带来的经济损失，预防或最大程度的减轻银行业突发事件给金融消费者权

益带来的损害，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建议银行业金融机构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法》 、中国银监会《银行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相关规章和标准，结合近年

银行业发生的安全事件和面临的安全风险，制定符合自身组织架构的网络安全应急预案，

明确各个部门的责任，准备措施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配合机制。

【专家问答】

Q：银行在建立之初就制定了完善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可以直接提交吗？

A：由于银行业近几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新业务新技术较多，如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微信银行、直销银行等新业务，虚拟化桌面技术、云平台等新兴技术也不断在银行业

中展开实践和推广，面临的安全风险也与以往不尽相同，因此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对《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进行更新。

2016.08 / 安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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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花旗银行一名内部员工恶意删除10台核心路由器配置导致110个分行网络异

常，占花旗银行所有分支机构总数的90%，备份路由器发挥了作用，没有造成全面停运，

但还是导致了网络和分支机构出现“拥堵”情况。

【文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对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信息系统开展一次全面的网络安全

风险专项评估，针对内外部网络攻击威胁，评估信息系统提供持续服务的能力和数据安全

保护水平，重点关注安全管理制度和网络安全防护技术体系的有效性，摸清底数、查找短

板，制定威胁应对方案。评估内容分解如下：

【专家建议】网络安全应急演练可直接验证网络安全应急预案的全面性、有效性和可操作

性，确保发生安全事件，网络安全应急预案能够发挥作用，保障信息系统的安全、稳定、

持续运行，从而避免出现“纸上谈兵”的情况。建议银行金融机构借助同业的丰富经验和

专业安全厂家的力量，进行全面的、多场景的应急演练，调动相关部门资源积极配合完成

演练工作，才能保证在真实发生安全事件时，合理有效、配合有序的应对各类威胁。

评估目标 工作要点 演练场景

银行业金融机构
建立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应急演练制度

针对主要网络安全攻击场景进行演练

拒绝服务攻击

网站漏洞攻击

木马病毒攻击

邮件钓鱼攻击

政策性银行、大型

银行、股份制银行、

邮储银行

①开展应对高级可持续性威胁、精准式网络攻

击的演练，以真实业务接管为目标，加强攻防

对抗模拟和跨部门协同演练

②开展银行同业、外包服务商、外联机构的协

同演练，或与公安、电信部门及其他国家信息

安全、公共事业管理部门开展联防演练

攻防演练

协同演练

联防演练

其他机构

加强数据中心关键基础设施服务、重要信息系

统故障场景的业务连续性演练，积极开展真切

实换演练。

断网断电

物理攻击

异地灾备
注：对该项工作突出的单位，银监会将工作情况纳入监管评级结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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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问答】

Q：网络安全应急演练主要涉及哪些方面？

A：网络安全应急演练的制定可参考《网络安全应急预案》，根据事件类型和场景，

结合银行业务场景，制定网络安全应急演练方案，如门户网站被篡改、网上银行遭受拒绝

服务供给无法访问、内部网络遭受未知病毒攻击、银行网络或电力中断等，更大范围的演

练可协同本地其他银行、电信运营商、公安机关等机构进行协同演练。

本次通知要求比较具体和全面，覆盖了风险管理的评估、整改、演练、应急各个环

节，并且与中央网信办的要求同时下发，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出个更高的安全要求。

为方便各迎检单位做好迎检工作特整理工作分解表，以便对照进行工作安排。详细工

作分解表请参见P12。

2016.08 / 安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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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安全检查文件工作分解表

银监会对此次专项评估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质量抽查，并作为年度信息科技监管

评级的重要参考依据，抽查方案另行通知。

工作内容 具体要求 关键词 报告要求 时间要求

网络和信息系

统安全风险评

估

互联网业务系统（包括客户端

和移动应用）、门户网站、第

三方外联系统、数据中心基础

设施、通讯网络以及后台系统

（包括管理信息系统、办公系

统）

技术防护措施、

安全管理措施

问题描述、

风险分析、

风险等级、

整改措施

8月31日

高级持续性威

胁专项评估

针对高级持续性威胁、精准式

网络攻击进行安全评估，对威

胁和攻击进行分类场景设定。

高级持续性威胁、

精准式网络攻击、

防护措施

监控平台、

测试工具、

仿真平台

11月5日

网络安全应急

预案评估及修

订完善

细化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分级标

准，根据不同的网络攻击、安

全威胁场景进行评估

细化事件分级标

准、分场景评估

应急准备充

分、组织职

责明确、部

门协作

9月30日

网络安全应急

演练

建立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应急

演练的制度，针对主要网络安

全攻击场景，开展应急演练。

攻防对抗模拟、

跨部门协同演练

工作开展情

况纳入年度

监管评级结

果

6月30日

网络安全风险

专项评估治理

总结报告

对组织开展、应对措施落实、

专项治理、应急演练、关键基

础设施安全检查、防控成效和

经验进行总结

工作成果汇报

不走过场、

认真实施、

确保成效

11月5日

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登记表

面向公众提供网络信息服务或

支撑重要行业运行的信息系统

或工业控制系统，一旦损坏将

影响行业正常运行。

功能、范围、数

据存储、危害性

加强领导、

积极准备、

认真配合

7月27日

中央和国家机

关网络安全自

查表

完成责任制落实、日常管理、

防护、应急工作、教育培训、

技术产品使用、商用密码使用

等网络安全检查。

提升自主可控水

平和安全防护能

力

全面排查、

突出问题、

切实减少威

胁

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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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等保标准中对于网络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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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级保护网络安全

图1 

网
络
安
全
防
御
解
决
方
案

本栏目将对金融行业等保标准中有关要求的政策解读做连载。

为了配合金融行业机构做好网络安全运维保障，有效防范网络入侵、网络拒绝服务攻

击，及网络非法监听等恶意网络行为，有必要了解相应合规要求。因此，本期将梳理金融

等保标准中对于网络安全方面的要求，特别对网络运行维护、网络设备日常管理、网络监

测的相关条款需采取的措施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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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8 / 安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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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等保中“网络安全”相关条款原文：

• 应保证网络各个部分的带宽满足业务高峰期需要；

• 应绘制与当前运行情况相符的网络拓扑结构图；

• 应根据各部门的工作职能、重要性和所涉及信息的重要程度等因素，划分不同的子网

或网段，并按照方便管理和控制的原则为各子网、网段分配地址段，生产网、互联网、

办公网之间都应实现有效隔离；

• 应在网络区域边界(互联网区域边界、外部区域边界和内部区域边界)对网络最大流量数

及网络并发连接数进行监控；

• 网络设备应按最小安全访问原则设置访问控制权限；

• 应能够对非授权设备私自联到内部网络的行为进行检查，准确定出位置，并对其进行

有效阻断；

• 应能够对内部网络用户私自联到外部网络的行为进行检查，准确定出位置，并对其进

行有效阻断；

• 应在网络边界处监视以下攻击行为：端口扫描、强力攻击、木马后门攻击、拒绝服务

攻击、缓冲区溢出攻击、注入式攻击、IP碎片攻击和网络蠕虫攻击等；

• 当检测到攻击行为时，记录攻击源IP、攻击类型、攻击目的、攻击时间，在发生严重入

侵事件时应提供报警；

• 应在与外单位和互联网连接的网络边界处对恶意代码进行检测和清除，应定期对恶意

代码防护设备进行代码库升级和系统更新；

• 应对网络设备的管理员登录地址进行限制；

• 网络设备用户的标识应唯一；

• 主要网络设备应对同一用户选择两种或两种以上组合的鉴别技术来进行身份鉴别；

• 当对网络设备进行远程管理时，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鉴别信息在网络传输过程中被窃

听；

• 应定期对网络设备的配置文件进行备份，发生变动时应及时备份；

• 应定期对网络设备运行状况进行检查，定期检查并锁定或撤销网络设备中不必要的用

户账号。对网络设备系统自带的的服务端口进行梳理，关掉不必要的系统服务端口，

并建立相应的端口开放审批制度；

• 应定期检验网络设备软件版本信息，避免使用软件版本中出现安全隐患。

2016.08 / 安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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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等保中“网络安全”相关条款解读：

• 可通过网络拓扑结构自动发现、绘制工具，验证实际的网络拓扑结构和网络拓扑结构

图是否一致。

• 对网络设备进行远程管理时，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鉴别信息在网络传输过程中被窃听。

建议逐步对只支持telnet的设备进行淘汰，并且在今后采购中将支持SSH作为其中一条

强制要求。

• 网络边界处部署监测网络入侵行为设备，可通过采取渗透测试试图访问未授权的资源，

验证访问控制措施和网络入侵行为防护措施对未授权的访问行为的控制是否有效。

• 网络部署边界完整性检查设备，可通过接入未授权移动设备测试是否能够对非授权设

备私自联到网络的行为进行检查，并准确定出位置，对其进行有效阻断（如产生非法

接入的动作，查看边界完整性检查设备是否能准确的发现，准确的定位并产生阻断）。

• 网络设备用户的标识应唯一，可采取堡垒机统一管理运维访问，建议每季度检查并锁

定或撤销网络设备中多佘的用户账号及调试账号。

• 对主要互联网出口进行抗DDoS防护，可采取运营商线路大流量清洗与本地小流量攻击

防护结合方式。

• 定期对网络设备的配置文件进行备份，建议每周或网络变更割接前进行备份，每季度

检查并书面记录网络设备软件版本信息。

2016.08 / 安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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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巴基斯坦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一起使用ATM分离器盗取信用卡的案件。涉案的

两名犯罪嫌疑人都是中国人。

两名中国ATM黑客遭巴基斯坦警

方调查

图1 文章配图

巴基斯坦联邦调查局负责

相信经常访问FreeBuf的小伙伴一定对ATM分离器（ATM Skimmer）不陌生，为

了照顾一下新来的小伙伴，这里还是简单介绍一下：ATM分离器是一种依附在正常自

动提款机上的恶意电子硬件设备。它伪装成正常的键盘和银行卡插槽，与原设备严丝

合缝，普通用户很难分辨。

通过配合隐形摄像头，犯罪分子窃取用户输入的密码以及银行卡数据。而记录到

的密码以及银行卡信息，传回给犯罪分子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基于GSM通讯模块的

发送方式，还有蓝牙发送方式等。一些专门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安全专家称，在一些国

家，由于缺乏应对这种犯罪方式的经验，所以犯罪分子往往能够利用这种方法轻易骗

取受害者大量现金。

2016.08 / 安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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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一家银行摄像头记录下了一起犯罪事件，两个中国公民

在ATM取款机上安装分离器。录像中，他们在ATM取款机键盘上安装自己的键盘记录

器。当前这起案件已经由巴基斯坦联邦调查机构(FIA)网络犯罪部门负责调查。ARY 

News新闻频道报道称，这两名中国人都隶属于同一家跨国犯罪组织——该组织专门从

事通过ATM机盗取银行卡信息。

这家犯罪组织的根据地就在巴基斯坦，他们会复制不同银行的卡片，据说已经骗

取了数百万现金，而偷来的数据也通过网络发往其他地区。至于为什么选择在巴基斯

坦的卡拉奇犯罪，可能是因为卡拉奇是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流动人口比较多。2015

年，就曾出现一个黑客组织，专门从巴基斯坦渣打银行ATM取款机盗取现金——通常

取出现金，银行会通过短信或电子邮件来通知客户取款消息，但当时很多客户并没有

收到提示信息，直到他们拿着银行卡去ATM取款机存取现金时候，才发现自己的银行

卡出了问题。警方的初步调查认为黑客是通过英国地区的ATM取款机进行操作，然后

依靠钱骡搞定的。

日本“闪电取现”大案

前一段时间，日本就发生了一起“闪电取现”大案。约一百名窃贼用时仅两个多

小时，就用伪造的1600多张信用卡从自动取款机（ATM）取出14亿日元现金（约合

1270万美元）。这伙窃贼当时的第一笔取款发生在5月15日清晨5时左右，最后一笔取

款时间发生在8时以前。其间，他们携带这些信用卡，在东京和16个县的约1400家便

利店的取款机上取现。警方估计，这伙窃贼应该有一百人左右，他们总计取现约1.4万

次，每次取现金额为取款上限10万日元。所以不到三个小时，他们就取走了14亿日元。

去年2月，知名反病毒机构卡巴斯基实验室发布报告说，某跨国黑客团体曾专门针

对全球约30个国家地区的银行和金融企业发起网络攻击，并盗取银行账户资金，迄今

所窃总金额高达10亿美元。受害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等。这起案

件被认为是全球银行业迄今涉案金额最高、波及范围最广的“网络盗窃案”之一。

那么如何防范ATM分离器呢？其实也并不复杂，在ATM取款机操作时需要注意键

盘以及可疑的针孔摄像头，如果发现问题，就应该与银行或者当地执法机构联系，并

注意及时修改自己的银行密码。

信息来源：http://www.freebuf.com/news/108341.html 2016.08 / 安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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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台湾执法机构正在调查一起第一银行自动取款机被恶意攻击导致两百万美元失

窃的案件。

此案作为台湾的第一起银行自动取款机遭受恶意攻击案件而引起执法机关的高度重视，

调查人员主要针对台湾第一银行展开调查，据悉，此次事件中黑客利用恶意软件一共攻击

了台湾的几十个ATM自动取款机。

目前台湾当局确定的犯罪嫌疑人为两名戴口罩的俄罗斯人，他们被认定在周末攻击了

几十个ATM取款机后盗取了钱款约7000万台币。此时正是台北被台风席卷之际，之后在

周一他们便离开台北疑似逃往香港，目前当局正在调查中。

台湾ATM机遭黑客攻击被窃7000万

根据当时的监控画面，黑客并没有使用ATM skimmers(ATM分离器)窃取银行卡数据，

而是使用了恶意软件来控制ATM取款机达到吐钞目的。

图1 银行监控画面截图

2016.08 / 安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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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ATM skimmers？

ATM skimmers也可称为ATM分离器，它主要通过伪造成正常取款机键盘和银行卡

卡槽来获取银行卡数据从而窃取用户的PIN码。早在2008年，全世界据称有超过十亿美元

的ATM机犯罪事件都拜ATM skimmers技术所赐，其危害可见一斑，然而当局所称，此

次的俄罗斯黑客运用的并非ATM skimmers技术，是否意味着ATM取款机的安全性再受

进一步威胁呢？我们将持续跟进。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事件中涉及的ATM取款机均来自德里多富（Wincor）公司同一

款机型PC1500，该公司称：“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袭击。”目前该款机型已全面暂停服务。

一名德里多富的官方人员在写给路透社的记者的邮件中指出：

“此次攻击有意无意中使民众和银行都意识到了该ATM机的品牌，而此次攻击的具

体细节已经交付警方调查，我们也派出了我们的安全专家团队来支持调查工作。”

至今，调查人员已在被攻击的ATM取款机上发现了三个不同类型的恶意软件痕迹，

与此同时，台湾银行也开始加强机器网络安全，以防类似攻击再次发生。

正如上文提到，ATM取款机的攻防问题早已不是新鲜之谈，早在2010年在美国举行

的Black ATM Hat（黑帽大会）上，巴纳比.杰克（Barnaby Jack）演示了所有恶意软件

能在 ATM机上实施的被称为ATM jackpotting的技术过程。

ATM机遭受黑客恶意攻击钱款被窃的事件层出不穷，每次事件所涉金额巨大，据台

湾第一银行再次清点之后，发现此次被盗取的金额高达8327万余元，其严重后果也由此

可见。这么一次次的ATM取款机遭窃事件背后，该负主要责任的，除了不怀好意的黑客，

是否在根源上，ATM取款机制造商该深刻反思并且进一步重视改进呢？

信息来源：http://www.freebuf.com/news/109304.html 2016.08 / 安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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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B公司793万客户信息泄露PlugX样

本技术分析与防护方案

日本知名旅行社JTB公司2016年6月14日宣称,

在他们的服务器受到攻击后,经历了大规模的数据泄

露。初步报告表明,在JTB公司预定旅行的793万人的

个人预定信息可能被曝光。泄露的数据中含有敏感

的个人信息,包括客户的姓名、家庭住址和电子邮件

地址。当地媒体日本时报透露,护照信息在攻击中也

遭受泄漏,包括4300多个可用的护照号码。

图1 JTB公司信息泄露事件时间线跟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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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声称攻击的来源是一次有针对性的电子邮件钓鱼行动，一位公司的员工打开了一

个被一种被称作PlugX的极其隐蔽的木马感染的电子邮件附件， 从而渗透到公司的数据服

务器。

图2 攻击路

径概要图

什么是PlugX

PlugX是一个可以追溯到至少2012年的多功能的远程访问木马(RAT)，通过捆绑或编

程进入许多合法的应用程序。

执行摘要

攻击者发送带有样本的邮件，诱骗被攻击者打开、运行样本，感染机器。示意图如图

3所示：

图3 执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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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实现的恶意功能包括：键盘记录，截屏，网络操作，端口监听，磁盘信息获取，

数据库信息窃取等。

样本功能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功能

控制字 说明

Disk
创建文件、读取文件、删除文件、更改环境变量、从CC服务器创建/写
入新文件、运行.exe

Nethood 创建进程、关闭进程、枚举进程

Netstat 创建服务、更改服务、枚举服务、启动服务、删除服务

Option 创建、更改、枚举、删除注册表键值

PortMap 收集网络状态数据

Process 本地网络中的所有共享计算机及共享资源

RegEdit 重启、关闭日志、关闭系统

Service 保留

Shell 截屏

SQL
创建一个cmd进程，通过命名管道进行通信（通信依赖于CC通信的输入
和输出）

Telnet
创建一个cmd进程，使用参数/Q，关闭echo，通过sockets通信（通信
依赖于CC通信的输入和输出）

PlugProc 连接并查询SQL数据库

键盘记录

参数 功能

100 -1 获取系统版本信息

200 0 创建svchost.exe并进行代码注入

201 0 执行木马恶意功能

209 X 启动msiexec.exe的参数，msiexec.exe被代码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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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启动方式

该样本有两种启动方式，一是以服务形式启动，服务名称Quest Software Service; 

二是设置注册表启动项 。

图4 服务启动设置

图4 自启动项设置

样本结构

样本文件及功能如表3所示：

文件名 MD5 功能

PlugX.exe（382KB） 6C5398309ABA8435023BF523F6D141B0 释放文件

wintmp01.exe(372KB) 17C3AF0BA25D2D32478B3DFD020F76F7 释放Netplwiz.exe

ĐON (NCKH PTCN)

doc.doc（45KB）
67B26FDE7D29F602D321FE006279D343 钓鱼文件

FmtOptions.exe（53KB） 805BE4E20D9D04A6DB31F6F31FA41460 主功能文件。

FmtOptions.dll(20KB) 242303EBC1DAA51E02E71E162260F7CA 动态库文件

Fmt1.lib(76KB) 5313EA61F0E03523E6735CD47730FF3F 静态库文件

Fmt2.lib(112KB) EE2AD9AEA3EB032E6E3A8951CCEC69E9 静态库文件

boot.cfg 动态生成，无MD5 配置文件

NvSmart.hlp 动态生成，无MD5
键盘记录和对应的窗口

信息记录

2016.08 / 安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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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文件生成关系

文件生成关系如图6所示：

执行行为分析

 注册表行为

在注册表项“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中添加了

“Quest Software Sevice”，以完成自启动。

 网络行为

图7 样本网络行为

样本使用了HTTP、TCP、UDP、ICMP四种协议方式发送数据，其中首先使用

HTTP和TCP两种协议向指定IP发送数据（“攻击定位”章节所示），当连接失败后，

使用UDP协议发送数据。发送数据包含密文信息和明文请求，其中密文信息包括计算机

名、用户名、CPU信息、用户Token、内存信息、操作系统信息、系统时间等信息，其

发送的数据为这些信息的压缩数据格式。明文信息为请求更新信息。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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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使用不同的通信协议

图9-1 发送的敏感数据的明文信息_网卡_1

2016.08 / 安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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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发送的敏感数据的明文信息_网卡_2

图10 POST请求更新数据

对发送的数据进行压缩（加密），成功连接后，接收的数据为压缩格式数据（通过

解压缩函数解密），其返回数据为相应的命令，执行相应功能（根据不同的执行指令发

送不同的信息）。

对样本的解密过程如下：

样本通过WSARecv函数接收命令，循环接收两个数据包，一个0xA大小，解密后

作为key解压另一个数据包，第二个数据包0x10大小，其中第二个DWORD字段是

Command字段。目前接收的Command字段数值一直是0x2,功能是主机的CPU、

Memory、Version、ststeytime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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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CC攻击

图12 进程调用_1

 进程调用

图13进程调用_2

进程注入情况如图14、图15所示：

图14 msiexec.exe注入的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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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svchost.exe中注入的线程

图16 设置键盘钩子

图17 网络IP与域名信息

样本动态调试分析

绿盟科技软件行为分析服务

多平台，Windows、Linux、安卓软件行为分析.

多维度，基础特征、静态分析、动态分析、行为分析.

专业，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解读并提供防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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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主功能代码截图_1

图19主功能代码截图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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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主功能代码截图_3

图21 创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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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查询是否管理员权限

图23 获取键盘类型

攻击定位

IP地址 域名 位置

27.126.181.4
vatgla.com

vietnanmonline.com

香港特别行政区科盈电信集团有限公

司

43.248.9.226 lunlipian.x1983.cc 香港特别行政区

192.168.0.100 --- 本地局域网

表4 网络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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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TAC针对样本的检测结果

绿盟科技TAC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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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绿盟科技检测服务

绿盟科技工程师前往客户现场检测。

 绿盟科技专杀解决方案

1. 短期服务：绿盟科技工程师现场木马后门清理服务（人工服务+IPS+T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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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期服务：提供3-6个月的风险监控与巡检服务（IPS+TAC+人工服务）。根除

风险，确保事件不复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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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2016.08 / 安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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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Ubuntu官方论坛被黑，泄露了超过200万数据，本次泄露的用户数据包括IP地

址、用户名和电子邮件地址。据官方透露，这是因为论坛系统补丁的缺失，才导致了用户

数据的泄露。

Ubuntu官网论坛再次被黑，又是

SQL注入惹的祸

但是大家需要知道，本次攻击事件并不会影响Ubuntu操作系统，也不是由于操作系

统的漏洞引起的。据最初报道的BetaNews所述，这次数据泄露只影响了Ubuntu官网的

“操作系统论坛”。

Canonical公司的CEO Jane Silber在一篇博文中写道：

2016.08 / 安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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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插件ForumrunnerSQL注入Xday

经过深入调查后，发现罪魁祸首是论坛插件Forumrunner的SQL注入Xday，因为没

有及时打上补丁，才导致了用户数据的泄露。事实上这听起来很糟糕，也证明了安全最弱

的环节，仍然是人为的这一块。

攻击者利用SQL注入漏洞，从论坛数据库里下载了部分数据，即约200万用户的用户

名、电子邮件地址和IP地址信息。

官方论坛作为Ubuntu单点登录的入口，表里储存的密码是随机字符串

（salt+hash），黑客这次并没有能直接获取密码明文。尽管Canonical官方迅速修补了

漏洞，但这仍然很让人失望。由于该公司未及时打上漏洞补丁，才导致了这次大型数据泄

露事件的发生。

信息来源：http://www.freebuf.com/news/109312.html

“很抱歉在Ubuntu官方论坛网站上出现了安全漏洞，我们本身是非常重视信息安

全和用户隐私的，平时也遵循了一套严格的安全实践标准。在这次事件后，我们进行

了一场彻底调查。”

“我们已经采取了挽救措施，Ubuntu论坛的全部服务已经恢复。为了这次事件的

透明性，我们会分享漏洞的细节，以及相应的修补措施。并且，我们为数据泄露事件

和论坛出现的漏洞，向大家表示诚恳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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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也有过摄像头存在安全漏洞，隐私被泄露出去的事件。这次事件的主角轮到了

D-Link云摄像头。一位叫Stephen Ridley的安全研究员发现了D-Link云摄像头漏洞的存

在，并且他还发现了超过120款产品存在相同的漏洞。

D-Link云摄像头超过120款产品存在

漏洞，约40万台设备受影响

 超过40万D-Link设备可以被在线利用

自从RCE漏洞可以通过网络连接被执行以后，任何存在这一漏洞D-Link设备通过一

个ping命令就能成功连接上，这存在潜在的危险。研究员声称总共超过40万的D-link设

备目前可以在线使用。

在之前他计划出席2016年安全周末ICS网络安全协议的一次采访中，研究人员说，他

原始密码的重置代码可以被任何类型的攻击代码替换，并且能够在上面采取任何行为。

2016.08 / 安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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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者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获取他们想要到达D-Link设备的原始漏洞组件。攻击者

只需要改变漏洞需要运行的内存值，就可以侵入设备内部的易受攻击组件。

 打击IoT僵尸网络？数据分析也许是解药

上周，Sucuri揭露了25000个强大的僵尸网络，其中CCTV的摄像机也存在这一问题。

这种僵尸网络是建立在中国同一个供应商的固件代码上，并且向70多家公司传输了他们

的设备。同样的情况现在可以重复在D-Link设备上使用。

友讯集团承诺修复了所有的问题，但物联网设备的固件升级是出了名的缓慢——慢

到等到有人想出了如何应用一个固件更新，友讯集团的设备已经是几百个僵尸网络的一部

分。

安全团队正寻找新型有效的方法来发现威胁，同时安全分析的新兴领域被证明是最有

前途的创新领域之一。安全分析包含了广泛的分析技术，它可以执行不同的数据源，如网

络流量，基于主机的指标，或任何类型的事件日志。在许多方面大数据显然是一个强大的

工具，但是它不能对应每一个问题。太多的数据实际上会压制工作人员以至于他们迷失了

方向。 在一个大数据安全分析工程中，IT部门很有可能囤积了大量的数据而不能完全的

消化。

云摄像头就是利用了云计算，而云计算又跟大数据密不可分，从技术上看，大数据与

云计算的关系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一样密不可分。大数据必然无法用单台的计算机进行

处理，必须采用分布式计算架构。它的特色在于对海量数据的挖掘，但它必须依托云计算

的分布式处理、分布式数据库、云存储和虚拟化技术。

我们要学会减少数据的量，否则太多的量只会产生让黑客攻击的漏洞。虽然说在某些

领域数据量越多，你离成功就更进一步。但在云计算当中这点并不符合，大量的数据只会

让我们的数据分析变地更困难。只有学会如何减少数据的量，我们的分析才会更加完善，

我们的安全性才能得到进一步地提高，像这次云摄像头的事件才能够被避免。

信息来源：http://www.freebuf.com/news/108870.html 2016.08 / 安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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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xy是一个最新曝出的一个CGI程序漏洞，它主要可能威胁到运行在CGI上的

PHP，Go，Python和其他代码程序语言。

Httpoxy远程代理感染漏洞

 0×01  什么是httpoxy?

具体来说， httpoxy是一组影响运行在CGI 或者类似CGI环境的漏洞集，它可以理解

为简单的命名空间冲突：

RFC 3875（CGI）把HTTP 头部的Proxy 字段名变换成环境变量HTTP_PROXY

HTTP_PROXY是非常通用流行用来配置对外请求的环境变量。

这将导致远程利用漏洞的后果，所以如果大家现在还在运行着CGI,应该马上屏蔽代理

头部请求。当然，httpoxy是服务器端web程序漏洞，如果你并没有在web上部署代码的

话，就不会受到影响。

那么如果我的web应用程序确实存在此类漏洞的话将会有什么后果呢？

如果一个存在此类漏洞的 http客户端发出一个对外请求，服务器端的 CGI应用程序

在运行的时候，攻击者可以：

代理web程序对外http请求

控制服务器打开对外请求与指定地址和端口连接

通过恶意代理来强占服务器资源

从上面可以看出，httpoxy是非常容易被利用的一个漏洞，因此受此影响的web应用

程序应当及时处理。

 0×02 影响有多大？

以下几种情况受到的影响将会比较大：

将代码运行在CGI或类似环境下，CGI里面的环境变量已经改为了HTTP_PR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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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信任HTTP_PROXY的http客户端将其作为配置代理。客户端在程序内部

做出了一个http请求处理，至今在已经确认被影响的案例中：

Language Environment HTTPclient

PHP
Php-fpm

Mod_php
Guzzle4+Artax

Python
Wsgiref.handlers.CGIHandler

Twisted.web.twcgi.CGIScript
requests

Go net/http/cgi net/http

但显然我们还没有考虑到基于语言的区分将会带来影响的不同，随着HTTP_PROXY

环境变量的愈加流行，带来被污染的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大。下面就是一些经常发生的例

子：

PHP

无论PHP是作为应用程序代码还是PHP库来说，此类问题相当普遍。只要运用已存

漏洞库一个小小的漏洞，在处理用户请求的时候便可以被利用，并且这可以影响到PHP

的任何版本。它甚至可以影响在FastCGI 中部署的HHVM等此类执行引擎。它甚至存在

于Guzzle框架Artax框架等很多库中（Guzzle4.0.0以后的版本均受到影响，3以下的版本

暂时没有受此影响）还有就是存在于composer流中的ContextBuilder类加载工具。

所以，如果你使用的Drupal模块中存在Guzzle6框架，你发送出了一个http请求（比

如check 你的天气API），你很有可能就会被“httpoxied”了。

Python

Python代码必须部署在CGI中才会受到漏洞威胁，这意味着代码中使用了handler函

数比如“wsgiref.handlers.CGIHandler”。这并不是一般部署python 应用程序（大多

数人使用WSGI或者FastCGI，这两种目前都没有受到漏洞威胁） 的方法，由此可见

python应用程序受影响的范围可能要小于PHP应用程序。顺便一提，WSGI受到此类漏

洞威胁是不易的，因为os.environ没有被CGI的数据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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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GO语言同样必须部署在CGI环境下才有可能受到此漏洞威胁，通常情况下，

这是因为代码中使用了net/http/cgi包。如同python语言一样，一般很少考虑部

署GO语言到web程序中，所以对于GO语言来说，这个漏洞的影响范围更小了。

通过比较GO语言的net/http/cgi，其实它一般不会设置实际的环境变量，所

以就更加安全了。

Python和GO语言容易受到攻击的版本都是使用HTTP_PROXY作出外部请求，

并且没有检查CGI是否正在使用。

 0×03 如何及时抢救？

最直接的抢救方法是立即屏蔽http头中带有proxy字段的请求，这是最简单同

时最有效的方法。

具体方法如下：

Nginx/FastCGI

使用以下语句来屏蔽PHP－FPM和PHP－PM 之间的传递

fastcgi_param HTTP_PROXY"";

在FastCGI配置中，PHP是极其容易受到影响的（但其他使用Nginx FastCGI

的语言都OK）

Apache

对于具体的apache影响我们建议你阅读官方给出的资料，官方资料将会更加

准确和深入。

如果你使用的是携带mod_cgi模块的apache http服务器，这时使用python

或者Go代码语言则非常易受漏洞威胁（HTTP_PROXY环境变量是“真凶”）。

mod_php则是因为PHP环境才被影响，如果你使用了mod_headers模块的话，

在进一步处理指令前你可以先不要预设代理头。

RequestHeader unset Proxy early

如果你使用的是mod_security模块，你可以运用SecRule来阻断代理头的流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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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月中Struts2的漏洞预警才出，这次最新的远程代码执行漏洞已经马不停蹄地

赶来了。不过这次的漏洞，发生在devMode模式下——先前官方就已经告知用户，需

要在网站正式上线前将devMode关闭，所以相关devMode模式下的漏洞提交已不再获

得官方确认。

当Struts2开启devMode模式时，将导致严重远程代码执行漏洞。如果

WebService 启动权限为最高权限时，可远程执行任意命令，包括关机、建立新用户、

以及删除服务器上所有文件等等。

Struts2 dveMode安全漏洞

所谓的devMode模式，看名称也知道，是为Struts2开发人员调试程序准备的，在

此模式下可以方便地查看日志等信息。默认情况下，devMode模式是关闭的。不过实

际上仍然有很多网站上线的时候就赤裸裸地采用devMode模式，自然面临更大的安全

问题，需要尽快修复。

什么是devMode

受影响范围

当Struts开启devMode时，该漏洞将影响Struts 2.1.0–2.5.1，通杀Struts2所有版本。

修复方法

关闭devMode:在struts.xml 设置

<constant name="struts.devMode" value="fa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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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聚焦

高危漏洞的曝光总是发生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周末所有人都准备享受周末的时间，

Spring Boot框架的SpEL表达式注入通用漏洞曝光，利用该漏洞，远程攻击者在服务器

上可执行任意命令——该漏洞影响Spring Boot版本从1.1-1.3.0，建议在使用存在此缺

陷版本Spring Boot的企业立即将之升级至1.3.1或以上版本。

Spring Boot框架表达式注入漏洞

具体的漏洞预警报告如下：

影响范围

Spring Boot版本1.1-1.3.0

修复方案

升级Spring Boot版本至1.3.1或以上版本

Spring是2003年兴起的轻量级Java开发框架。任何Java应用都可以使用该框架的核

心特性，在Java EE平台之上有可用于构建Web应用的扩展。

而这里的Spring Boot则是Spring框架的一个核心子项目，是为构建独立、生产级

Spring应用的约定优于配置（convention-over-configuration）解决方案。绝大部分

Spring Boot应用都只需要极少的Spring配置即可。

Spring Boot能够大大提升使用Spring框架时的开发效率，于是国内很多企业在用它。

国内包括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诸多知名企业都在使用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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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动态

绿盟科技产品更新提示

表1
 

N
F

新
功
能

特性 新功能 功能介绍 客户价值

攻击

防护

XML

防护

面向提供Web Service的站点、允许导

入XML文件的站点以及通过XML格式封

装参数的Web业务提供防护。

增加WAF产品的防护适用性。

产品

形态

虚拟

化

WAF

支持虚拟化的WAF产品形态。

满足虚拟化环境部署需求，提

供弹性、可扩展、按需的Web

安全防护

WEB应用防火墙系统WAF新功能

绿盟WEB 应用防火墙通过持续增强 Web 安全防护能力、丰富部署应用场景、优化

设备自身安全运维能力，帮助客户保障 Web 业务安全并满足合规要求。新版本

V6.0R05 F01（V6.0.5.1）与7月份正式发布，重要更新如下：

表2
 

堡
垒
机
新
功
能

特性 新功能 功能介绍 客户价值

性能

提升

新增两款高性能

型号设备

最大检测能力分别为10Gbps

和20Gbps。

满足业务不断扩大，带宽流量

不断增大的合规新场景。

安全审计系统SAS新功能

绿盟安全审计系统（NSFOCUS SAS）新版本V506R10F00版本于7月份正式发布，

重要更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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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DDOS本质上是一种只能缓解而不能完全防御的攻击，近两年出现的大流量大规

模DDOS攻击屡见不鲜，规模从十G级别飞速扩展到百G级别，这个数值还在不断增加，

在金融行业，一旦重点核心业务遭受此类攻击，将带来灾难性的损失，以下对未来还

可能发生的百G甚至千G的DDOS攻击防御方案进行对比分析。

基于目前已知的DDOS攻击方式和防御方法来看，我们认为一个好的防御架构应

该具有明显的“纵深性”和“目的性”，“纵深性”体现为5层防御架构，“目的性”

则体现为近源防御或近目的防御。下面就是对这种防御架构的对比分析。

大规模DDOS防御方案架构分析

图1 防御架构对比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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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需要明确的是，一个普通的DDOS防御方案，并不一定需要上图所示的全部这五

层防御体系，更常见的是第四层+第五层的防护方法，但是随着新技术新业务模式的

不断更新演进，第二层、第三层防护方法也越来越多的被客户所青睐，而只有当

DDOS攻击流量达到一定规模（超大），并且影响运营商全站业务的时候，才可能引

入第一层防御体系。

 第一层-ISP近源清洗

• 背景概述：这一层对绝大多数最终客户来说是不可见的，ISP运用自身强大

的现网资源，先进的流量识别分析技术，大量的数据来源，判断是否将流量

黑洞掉。

• 典型代表：电信运营商“云堤”

• 防护方法：近源清洗

• 防护目标：ISP自身，二级运营商

 第二层-ISP近目的清洗

• 背景概述：和第一层不同的是，这一层对很多大型单位是可见的，甚至是必

备的服务，其目的就是当客户某核心业务遭受大规模DDOS攻击的时候，可

以求助上级ISP进行流量清洗。

• 典型代表：某大型银行，和某ISP签署DDOS流量清洗服务，并在SLA中明确

服务条款。

• 防护方法：近目的清洗

• 防护目标：最终客户自身的业务

 第三层-CDN智能负载均衡

• 背景概述：也有很多人称之为云清洗服务，是第三方流量清洗服务商为客户

提供的“上游”DDOS清洗服务。其实现方式是预先设定好网站的CNAME，

并将域名指向这些服务商的DNS服务器，进行流量清洗，和流量回注，本质

上说，这种方式并不是DDOS防护产品，但对于WEB类业务而言，恰恰具备

一定的防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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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 典型代表：CloudFlare、百度云加速、腾讯云、阿里云

• 防护方法：近目的清洗

• 防护目标：最终客户的WEB

 第四层-数据中心近目的清洗

• 背景概述：之所以在数据中心本地还需要进行防护是因为，“上游”防护往

往是粗暴的，不区分请求源真实性的，这就导致很多正常用户的请求也被拦

截，或者对透过CDN防护到达源站的动态请求无法进行有效防护的这类场景，

也需要在本地进行防护。

• 典型代表：绿盟、华为

• 防护方法：近目的清洗

• 防护目标：最终客户自身的业务

 第五层-终端级DDOS防御策略

• 背景概述：有些时候防御DDOS攻击最有效的方法不是部署设备或购买服务，

而是提高自身系统的健壮性，比如像DNS缓存投毒这类攻击，使用任何防护

算法或防护设备都不如在DNS缓存服务器上增加DNS回应包的判断机制来的

更有效。

• 典型代表：防DNS缓存投毒，防反射攻击

• 防护方法：近目的防护

• 防护目标：终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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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技巧

抗拒绝服务系统ADS产品使用技巧

X-Forwarded-For(XFF)是用来识别通过HTTP代理或负载均衡方式连接到Web服

务器的客户端最原始的IP地址的HTTP请求头字段。

当今多数缓存服务器的使用者为大型ISP，为了通过缓存的方式来降低他们的外部

带宽，他们鼓励或强制用户使用代理服务器来接入互联网。而DDOS攻击很多情况下，

也都是利用代理服务器或肉鸡来完成的，换句话说，到达ADS设备的数据包，有些是代

理服务器的地址，或者经过CDN转换之后的地址。

如果没有XFF这种技术，所有连接只会显示代理服务器的IP地址(而非连接发起的原

始IP地址), 这样ADS防护设备将无法识别真正的攻击发起源，而看到的都是相同的IP地

址，这无法满足某些用户的防护需求场景。

因此为了让抗DDOS设备能识别真正的攻击源，您可以在HTTP防护策略中，启用

“代理防护”，如此，ADS将实现在代理或CDN环境下，透明识别真实源IP的功能。

不忘小配置，解决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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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