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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云安全服务

绿盟网站安全监测服务，是一款托管式服务。您无需安装任何硬件或软件，

无需改变目前的网络部署状况。您只需将网站域名告知绿盟科技工作人员，

获得授权后即可享受7×24小时的远程网站安全监测服务。一旦发现您的网

站存在风险状况，绿盟安全专家团队会第一时间通知您，并提供专业的安

全解决建议。

网站安全监测

安卓应用渠道监控服务是一款“检测范围广、数据精度高、信息维度多、

分析时间短”的自动化盗版应用监控服务。监控包括所有主流应用发布市

场总数逾50个的应用渠道，通过“文件摘要、证书公钥”双因子验证的方

式精确判定应用的合法性，并反馈给您来源、版本、摘要、证书等多维度

的渠道应用信息，用充实的数据作为服务结果判定的依据。

安卓应用渠道监控

极光自助扫描

极光自助扫描，提供自助式的 系统漏洞扫描、网站漏洞扫描、安全配置检

查的公有云服务，用户从云端扫描内网安全漏洞，无需维护专门的软硬件

扫描工具。服务能够探测10种操作系统、常用数据库、Web中间件、常见

交换机路由器甚至是打印机的安全漏洞，协助您进行全面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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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等保对于日志管理要求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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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志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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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梳理金融等保标准中对于信息系

统、网络设备、安全产品的日志管理要求，

并对相关条款需采取的措施进行说明。

引言

图1 信息系统

等级保护工作主

要阶段

金融行业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工作是金

融客户信息系统管理的重要内容。围绕金

融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开展，需要一

系列适合金融行业的等级保护标准体系作

为支撑，以规范和指导金融等级保护工作

的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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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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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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原文

“日志管理”相关条款原文：

 应要求外包服务商保留操作痕迹、记录

完整的日志，相关内容和保存期限应满

足事件分析、安全取证、独立审计和监

督检查需要；

 制定规范化的故障处理流程，建立详细

的故障日志(包括故障发生的时间、范围、

现象、处理结果和处理人员等内容)；

 应指定专人对网络进行管理，负责运行

日志、网络监控记录的日常维护和报警

信息分析和处理工作，并有操作和复核

人员的签名，维护记录应至少妥善保存3

个月；

 应定期查看各类信息安全产品相关日志

和报表信息并汇总分析，若发现重大问

题，立即采取控制措施并按规定程序报

告；

 应定期对运行日志和审计数据进行分析，

以便及时发现异常行为。

要求解读

 应定期对各类信息安全产品产生的日志

和报表进行备份存档（三级系统至少保

存3个月）；

“日志管理”相关条款解读：

 重要信息系统需具备操作日志记录功能，

能够对用户操作行为、管理员操作行为

进行记录，日志内容需包含时间、用户、

操作模块、操作行为等信息，建议日志

保存一个月以上；

 运维人员需按照故障处理流程，建立详

细的故障日志，日志内容包括故障发生

的时间、范围、现象、处理结果和处理

人员等；

 运维人员（网络管理员）需定期查看网

络设备相关日志和报表（如防火墙），

建议日常每周至少查看一次，查看网络

设备运行和日志记录情况；

 运维人员需定期查看各类信息安全产品

相关日志和报表（如IPS、IDS），建议

日常每周至少查看一次，对支持报表导

出的设备，每周导出周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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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运维需备份存档

各类信息安全产品相

关日志和报表，为三

级信息系统服务的信

息安全产品的日志至

少保存三个月，导出

的报表也需妥善存档。

建议采取日志服务器

和文档服务器解决；

 运维人员和信息安全

人员需对已收集的信

息系统日志、网络设

备日志、安全产品日

志开展分析，建议编

制日志分析月报表、

季度报表。其中，报

表中可对一个时间周

期内已确认的异常操

作行为、网络攻击行

为等进行分类、数量

统计、趋势分析等，

并据此调整信息系统

访问控制、权限设置，

调整网络设备和安全

产品的策略。

•内容审计

NSFOCUS SAS系统提供深入的内容审计功能，可对网站访

问、邮件收发、远程终端访问、数据库访问、数据传输、文

件共享等提供完整的内容检测、信息还原功能；并可自定义

关键字库，进行细粒度的审计追踪。

•行为审计

NSFOCUS SAS系统提供全面的网络行为审计功能，根据设

定行为审计策略，对网站访问、邮件收发、数据库访问、远

程终端访问、数据传输、文件共享、网络资源滥用（即时通

讯、 论坛、在线视频、P2P下载、网络游戏等）等网络应用

行为进行监测，对符合行为策略的事件实时告警并记录。

•流量审计

NSFOCUS SAS系统提供基于协议识别的流量分析功能，实

时统计出当前网络中的各种报文流量，进行综合流量分析，

为流量管理策略的制定提供可靠支持。

图1 绿盟科技安全审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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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一名安全研究专家在印度银

行的系统中发现了一个安全漏洞，这个漏

洞可以允许任何人从印度最大的银行之中

轻松盗取二百五十亿美金。

安全研究专家Sathya Prakash通过研

究发现，在银行客户所使用的手机银行软

件之中存在一个严重的安全漏洞。

Prakash解释称，通过利用这个漏洞，

他可以从任何一名银行客户的帐号中窃取

存款。

Prakash负责任地将有关这一银行系统

漏洞的信息报告给了相关的金融机构，并

且正在帮助银行机构的技术人员修复这一

漏洞。

Prakash发现很多的移动端应用程序中

都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很多应用程序缺乏

强制性的证书绑定，这就有可能让应用程

序的使用者暴露于中间人攻击的风险之中，

因为攻击者可以通过伪造的证书来对用户

进行攻击。从这一角度出发，攻击者甚至

还可以窃听和修改用户的网络通信数据，

并进行欺诈活动。

Prakash在其博客中写到：”我尝试在

目标程序中安装一个自签名的证书，并且用

Burp来捕捉程序请求和响应的明文信息，

而这一系列操作进行得十分顺利。这也就意

味着，这个应用程序中并没有绑定证书。考

虑到这是一个移动端的银行应用程序，缺少

证书绑定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

除此之外，这名安全研究专家还在程序

进行身份验证的过程中发现了另外一个非常

严重的问题，攻击者可以利用这个漏洞来伪

装成银行用户，从而进行一系列例如转账和

查询余额的操作。

Prakash解释称：“攻击者可以通过

CURL（CURL是利用URL语法在命令行方

式下工作的开源文件传输工具。）直接调用

银行转账功能的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并且绕过银行账户的身份认证，将资金转移

到他人账户中。我可以将账户中的资金转账

给其他不在收款人列表中的银行账户。而值

得注意的是，我只需要使用五行代码，就可

以利用这个漏洞来枚举出银行的客户记录，

包括当前账户的余额和银行操作流水。”

只用几行代码就可以从银行窃取

25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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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专家证明，从理论上说，攻击者可以利

用这个漏洞从银行的任何一名客户账号中窃

取资金。为了测试他的PoC代码，用他自己

的帐号进行了一次转账交易测试，他用他自

己的客户ID和MTPIN码创建了一个交易请

求，但是付款人帐号（6254）并不属于他。

安全研究专家表示，他只需要使用十三行代

码，就可以对银行系统进行自动化攻击，相

关代码如图2所示：

图2 绿盟科技安

全审计系统

Prakash发现，银行的移动端应用程序

并不会对用户的ID或者转账交易授权码

（MTPIN）进行检测，但是这些信息对于

类似转账等涉及到资金的操作而言是非常

重要的。

安全研究专家在接受Motherboard的

采访时表示，他对这一漏洞进行了分析和

测试，并且成功地利用这个漏洞将他人银

行账号中的存款转移到了其他的帐号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漏洞是由一名非常负

责任的安全专家所发现的。但是，故事的

结局却十分的不尽如人意，虽然Prakash负

责任地将有关这一漏洞的信息报告给了银

行机构，但是相关的金融机构却没有给他

提供任何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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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Anonymous（匿名者）麾下的BannedOffline、Ghost Squad Hackers（幽

灵黑客小队）等黑客小组，针对全球范围内的多家银行网站，发动了一次短期性网络攻击。

匿名者发动OpIcarus行动：至少关闭

了4家银行网站

在完成了这次短期性的，也可解释为试探性的攻击之后，BannedOffiline和Ghost 

Squad Hackers又卷土重来。他们杀气腾腾地将目标锁定在了另一些国家的银行网站，

包括：约旦国家银行、韩国央行、摩纳哥以及黑山国家银行。Anonymous将此次攻击行

动称为：“Operation OpIcarus”。

针对所选定的攻击目标：约旦国家央行、韩国国家央行、摩纳哥央行以及一些设立

在摩纳哥的企业银行网站，Anonymous麾下的激进黑客们，已经对其实施了一系列的

DDoS（分布式拒绝攻击）攻击。在作者发表这篇文章时，这次攻击导致约旦、韩国以及

摩纳哥等央行网络系统陷入了半小时的瘫痪状态，使其无法进行正常工作，而黑山国家

银行网络系统则被迫关闭，停止服务。

在黑客新闻站点HackerRead.com网站记者与其中一名黑客的对话中，黑客表示：

“我们不会就此罢休，OpIcarus行动将会继续进行！”

图1 文章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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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还表示，“黑山共和国是目前全

球各国政治精英囤积腐败财富的中心。很

多来自ISIS或ISIL组织的恐怖分子曾经劫取

过一笔数额巨大的，从约旦和韩国的几家

银行流出的资金。他们证实，该笔资金正

是准备转入黑山某家银行的腐败所得财富。

它相当于美国向其在亚太地区军事基地投

入的军费数额，金额非常庞大。现在，

Anonymous的黑客们还会对更多的银行发

起攻击，并且还会有更多的，来自全球各

地的黑客加入到我们的行动中。到目前为

止，我们所发起的所有攻击都是针对各国

的央行进行的，并没有针对普通民众。我

们将会继续这一行动。OpIcarus还在继

续！”

图1是刊登在HackerRead.com上，

Anonymous成员发表的一段推文：

图2 Anonymous成员推文截图

Anonymous在之前就曾发起过

OpIcarus行动。而在今年3月，他们又继续

了这项攻击行动，并且在最近，这项行动

得到了很多黑客的好评，他们也都自愿地

加入其中。在行动期间，Ghost Squad 

Hackers等一些Anonymous麾下的黑客小

组，已经对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的中央

银行以及其他一些金融机构，实施了大量

的DDoS攻击。此前遭到DDoS攻击的对象

包括：希腊央行、塞浦路斯央行、荷兰央

行、英国格恩西银行、马尔代夫当局金融

机构（包括其央行和银监会），以及波黑

国家银行等众多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

在作者发表这篇文章之时，除了黑山

共和国央行系统，其他所有遭到攻击的银

行系统都已恢复正常工作。黑山共和国央

行系统在2016年5月11日遭到攻击之后，

就一直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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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前技术专栏作家Nick 

Bilton的普锐斯就屡次被盗，而“经验丰

富”的他表示窃贼需要利用信号放大设备

将他放在前厅的车钥匙转接至车辆的无钥

匙启动系统处。他最终想出了应对办法—

—将钥匙保存在冰箱里。

如今来自德国的车辆安全研究小组则

发布了新的成果，他们发现的这项无线入

侵方案恐怕会迫使成千上万司机养成将钥

匙搁在冰箱里的“好习惯”。位于慕尼黑

的ADAC汽车俱乐部于上周进行了研究成

果发布，他们在过程中对数十辆汽车进行

无线“放大攻击”测试，并顺利在司机毫

不知情的前提下利用其无线遥控钥匙打开

了车门甚至成功点火。ADAC研究员们指

出，目前来自19家厂商的24款车型都会

受到影响。这些车型不但能够接收指令开

启车门，同时也可顺利启动行驶。

“这一车辆安全漏洞使得窃贼们能够

轻松达到邪恶目的，”一篇评述ADAC研

究成果的文章指出。“钥匙与车辆间的无

线连接可轻松被扩展至数百米距离，而无

论原始钥匙位于何处——例如放在家中或

者是车主的口袋里。”

黑客利用无线攻击技术成功入侵24款

不同车型

车辆钥匙遭受黑客攻击早已不是什么

新鲜事：瑞士研究人员早在2011年就曾

经发表一篇论文，详尽阐述了此类放大攻

击行为。不过ADAC的研究人员们表示，

如今实施此类攻击的成本已经大幅下降：

相较于瑞士研究人员们发现的成本达数千

美元的软件定义无线攻击手段，如今的攻

击设备开销只需要225美元。另外，

ADAC方面还扩大了受测车辆范畴，并发

布了易受攻击的具体车辆品牌与型号;他

们总结称，如今停靠在路边及停车场中的

数以十万计的主流车型都可能受到无线盗

窃手段的影响。

高危车辆品牌与车型

下面来看调查结果给出的高危车型统

计，其中主要侧重于在欧洲市场发售的车

型：奥迪A3、A4与A6，宝马730D，雪

铁龙DS4 CrossBack、福特银河与翼博，

本田HR-V，现代Santa Fe CRDi、起亚

远舰，雷克萨斯RX 450h，马自达CX-5，

MINI Clubman，三菱欧蓝德，日产逍客

与聆风，欧宝Ampera，路虎揽胜，雷诺

Traffic，双龙Tivoli XDi，斯巴鲁Levorg，

丰田RAV4，大众高尔夫GTD以及途安5T。



2016.06 / 安全月刊 14

行业动态

目前只有宝马i3能够抵御研究人员的攻击，但窃贼仍

可顺利完成引擎点火。另外，研究人员推断——虽然尚

未最终证明——此类攻击可影响到其它更多车型，包括

那些在美国市场上较为常见的主流车型。

ADAC发布的一段视频展示了疑似使用该技术的真实

发生的盗窃案件，同时亦公布了内部研究影像。

入侵工作原理

ADAC研究人员首先设计两台无线设备，其一距离受

害者车辆数英尺，其二则位于受害者的钥匙放置处附近。

前者用于冒充车辆钥匙并接入其无钥匙启动系统，从而触

发车辆发出信号以搜索周边钥匙的无线响应。在此之后，

该信息会在攻击者这两部相距300英尺的无线设备之间传

输——包括将请求传递至钥匙，再将正确响应返回车辆。

整个攻击流程只需要使用几块廉价芯片、电池、无线发射

装置以及天线，ADAC研究人员们解释称。不过他们并不

打算公布完整的技术设置方案，以免这套设计被窃贼们直

接用于恶意活动。“我们不希望公布确切的接线图纸，否

则即使是对技术并不熟悉的年轻人也可能出于好奇实现设

备复制，”ADAC研究员Arnulf Thiemel指出。

事实上，这类设备非

常简单，“普通的大二电

子专业学生完全可以在无

需指导的前提下顺利构建

完成。”

无线钥匙的安全隐患

最令人震惊的问题在于，

瑞士研究人员发现相关攻

击可能性的五年之后，各

汽车企业仍然推出这么多

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媒

体就此事向汽车制造商联

盟——其成员包括来自欧

洲及美国的多家汽车制造

商——征求意见，一位发

言人表示该组织正在积极

跟进ADAC的研究结果，

但目前还无法发表评论。

而德国汽车制造商联盟

VDA则对ADAC的调查结

论持消极态度，并在接受

《经济周刊》调查时表示，

“由于汽车制造商采取一

系列行动以有效提升防盗

保护能力”，德国本土的

车辆失窃数字一直在不断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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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的结论显然无法令人安心。事实上，数以百万计无钥匙

启动车型内的安全漏洞在出现速度上远高于其修复速度。去年，研究

人员们披露称其成功破解了芯片制造商Megamos推出的加密方案，

而这项技术被应用于大众旗下多款豪华车型当中。另外，黑客Samy

Kamkar也在本届Defcon安全大会上展示了一款被他称为“RollJam”

的小装置。其可被放置在车辆当中以拦截并重播“滚动码”——滚

动码技术属于车辆锁定系统制造商的开发成果，用于应对早期出现的

某些重播攻击活动。

ADAC研究人员们警告称，他们所展示的安全漏洞很难被简单修

复。是的，车主当然可以使用Bilton的解决方案——将钥匙放在冰箱

里头——来屏蔽无线信号。但ADAC研究员Thiemel强调称，我们目

前很难断定到底需要多厚的金属隔断才能彻底屏蔽全部放大攻击。他

给出建议称，更理想的办法是由汽车制造商将防御机制引入其无线车

钥匙内，例如通过定时限制解决这种长距离信号中转型攻击。“这是

制造商需要负责解决的问题，”Thiemel指出。“无钥匙启动系统必

须要在安全水平上与普通钥匙相对等。”但在最终解决方案推出之前，

谨慎的车主恐怕只能暂时将车钥匙冻在冰箱当中。

图1 智能副驾手

机APP功能截图

信息来源：http://www.2cto.com/News/201605/5097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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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有四分之一Windows设备运行着过期以及不再受到支持的IE浏览

器版本，这意味着用户将面临超过700种已知安全漏洞的威胁，但只有五分

之二Flash用户选择升级，是不是很出乎意料?

由移动双因素验证厂商Duo Security公司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目

前五分之三(60%)Flash用户仍然运行着过期版本，而72%用户在使用过期的

Java版本——意味着其需要面对数百项安全漏洞。

黑客天堂：企业环境下的过期IE浏览

器与Flash

这一数据取自Duo Security公司全球客户目前所使用的超过200万台设

备(从小型初创企业到财富五百强企业皆有涵盖)。糟糕的Windows设备更新

节奏确实令人忧心，这是因为员工们将很容易受到偷渡式下载攻击活动的影

响——黑客们特别偏好利用Angler漏洞工具包等方案实施此类破坏活动。这

些攻击行为则常常被用于传递各类恶意负载，包括勒索软件。

Mac用户在操作系统内各软件的更新及时性方面要远高于Windows用户。

谷歌的Chrome浏览器则在Duo的样本抽查中被列为更新最为及时的浏览器

选项。上个月，Duo发布了一份针对各个行业的研究报告，其中发现医疗卫

生行业在基础安全实践水平方面与金融服务领域存在着巨大差距。

信息来源：http://netsecurity.51cto.com/art/201605/5111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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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期待的威瑞森《2016数据泄露

报告》(DBIR)终于出台。今年的报告在67

家贡献合作伙伴支持下编译完成，包含了

对82个国家，超过10万起安全事件和

2260起已证实数据泄露事件的分析。

关于《2016数据泄露报告》：你需要

知道的

毫无意外，威瑞森及其合作伙伴在

2015年调查的大量数据泄露事件中表示，

人的因素是其中最弱的一环。

网络罪犯在依靠诸如网络钓鱼之类

熟悉的攻击模式的同时，一直持续利用

着人类的本性弱点。今年的报告中，公

司终端用户的各种小失误，占据了安全

事件根源榜首位置。

这些多种多样的用户失误包括不恰

当的公司信息丢弃、IT系统的错误配置，

以及遗失和被盗的笔记本、智能手机等

公司资产。此类失误中26%都涉及敏感

信息误发行为。可以说，今年报告的所

有发现，归根结底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

主题——人的因素。虽然在信息安全研

究和网络检测解决方案及工具方面有了

长足的进步，我们却依然见证着十几年

前就熟到不能再熟的那些错误一犯再犯。

简直不能忍！

虽然业内几乎每天都会有只服务自身

的报告和调查数据涌现，威瑞森的年度

DBIR依然是一份必读报告，还有火眼旗下

曼迪安特的《M-Trends》和其他极少数安

全公司的年度报告也颇值得一看。

不过，即使被认为是必读物，对长期

关注业内趋势和整体威胁态势的人而言，

今年的DBIR并没有包含太多惊艳之处。但

报告本身及其结论还是很重要的。

图1

智
能
副
驾
手
机A

P
P

功
能
截
图

在2260起已证实数据泄露事件的

分析过程中，可以确定，63%都涉及到

弱口令、默认口令或被盗口令。

登录凭证让入侵变得如此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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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口令、默认口令或被盗口令的利用

问题不是什么新鲜事，一点都不前沿，也

不令人着迷，但确实有用。静态身份验证

机制从来都是攻击目标。从信息安全角度

出发的密码猜解，至少从莫里斯蠕虫开始

就有了，并且进化到了像狄厄(Dyre)和宙

斯这类能捕获击键动作的主流恶意软件。

另外，93%的案例中，攻击者只需要

几分钟就能攻破系统。而公司企业却需要

数周乃至更长的时间才会发现自家防线早

已破洞——而且通常是客户和执法机构敲

响的警钟，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安全措施发

出警报。

报告囊括的领域很庞杂，鉴于每个安

全从业人员都应该自己读读这份报告，此

处就仅列出几条必知亮点了。

零日漏洞使用不频繁——尽管利用零

日漏洞的高级攻击很能抓人眼球，威瑞森

却发现大多数攻击利用的还是补丁早已推

出数年却依然没被打上的那些已知漏洞。

成功漏洞利用案例中，仅前10位已知漏洞

就占据了85%的份额。

Web应用攻击是痛点——Web应用

攻击总计5334起(另外19389起伴随有衍

生动机)，其中908起造成了数据泄露。

95%的已证实Web应用数据泄露都是出

于经济原因。

更大的复杂性，包括Web应用代码

和其下的业务逻辑，以及作为通向存储

器或进程中敏感数据的跳板潜力，都让

Web应用服务器成为了攻击者的明显标

靶。

网络钓鱼依然是主要攻击手段——

由于是特别有效的技术，还能为攻击者

提供诸如快速渗透和精准定位之类优势，

网络钓鱼长盛不衰，甚至有所增长。

移动设备和物联网是未经证实的攻

击方法——就如去年的DBIR报道，移动

设备和物联网攻击在今年的企业攻击中

依然几乎踪影全无。

那些期待今年曝出移动设备攻击令

人跪服，或物联网攻击杀人无数的人，

大概会比较失望。使用此类技术作为企

业攻击手段的现实例子依然匮乏。不过，

移动和物联网威胁不应该被忽视，依然

需要纳入风险管理决策考虑过程中。概

念验证例子都是真的，影响移动和物联

网设备的大规模数据泄露发生只是时间

问题。这意味着公司企业应继续保持对

智能手机和物联网设备防护的警惕性。

三步攻击法

三步攻击法的兴起——网络罪犯频繁重

复使用一种“三步攻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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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发送网络钓鱼电子邮件，内含指向恶意

网站的链接，或恶意附件；

② 下载恶意软件到目标PC，建立突破桥头

堡，为后续针对敏感信息的进一步恶意

软件铺路；

③ 利用窃取的凭证进行进一步攻击，比如，

登录到网银或网购第三方网站。

在可行性建议方面，威瑞森团队列出

了以下可大幅减小风险界面的招数：

 了解自身行业内最遭受的攻击模式；

 自身系统和其他应用，比如流行社交网

站，采用双因子身份验证措施；

 及时打补丁；

 监测所有输入：审查所有日志以帮助发

现恶意行为；

 加密数据：如果被盗设备是加密的，攻

击者读取数据就难得多；

 培训员工：在公司内培养安全意识是非

常关键的，尤其是在网络钓鱼攻击盛行

的现在；

图 2  威瑞森数据

泄露报告

今年的报告再一次表明，根本没有什

么不可渗透的系统，但即便是最基础的防

御措施，也经常能够挫败网络罪犯挑软柿

子捏的意图。

事实上，威瑞森自己也是数据泄露的

受害者。据称，有攻击者利用该公司网站

的漏洞盗走了150万客户的资料。

这份85页的2016DBIR包含了统计数据、

事件概览和你能挪给自家安全团队用的一

些可行性建议。安全公司领导者一定要仔

细解读这份报告，并鼓励员工也看一看。

威瑞森网站上放有报告的摘要和完整版文

档(PDF)，不用注册就可获取。

完整报告下载链接：

http://106.186.118.91/201605/2016_dat

a_breach_investigations_report_verizon.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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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Magick是一个免费的创建、编辑、合成图片的软件。它可以读取、转换、

写入多种格式的图片。它遵守GPL许可协议。它可以运行于大多数的操作系统。

以C语言开发的ImageMagick软件套件可用来显示、转换及编辑图像，支持逾200

种图像格式，并可跨平台运作，粗略统计至少有数百万台的网页服务器采用

ImageMagick 。目前互联上有很多网站后台依赖于ImageMagick的后端图像处理，这

些网站以PHP、Ruby、Java、Nodejs为主，所以后端使用了ImageMagick的网站都会

受到此漏洞影响。

ImageMagick命令执行漏洞

ImageMagick是开源的，此次出现问题代码

就在：

https://github.com/ImageMagick/Image

Magick/blob/e93e339c0a44cec16c08d78241f

7aa3754485004/MagickCore/delegate.c。这

里使用了使用 system(sanitize_command)指令

调用来处理 HTTPS 请求，而对用户传入的参数没

有做好过滤，导致能注入任意指令执行。

<delegate decode=\"https\" 

command=\"&quot;wget&quot; -q -O 

&quot;%o&quot; &quot;https:%M&quot;\"/>

因此可以在传递的链接中直接利用管道命令来构

造PoC：convert 'https://example.com"|ls "-l' 

out.png

到这里已经可以看到，本次漏洞应该属于本

地的命令执行，当然如果攻击者构造攻击场景诱

导用户触发PoC，如在图片中插入攻击性的代码也

可以导致远程命令执行的效果，所以这个漏洞有

可能进化成一个很严重的命令执行漏洞。

漏洞成因与检测方法 漏洞影响范围

采用ImageMagick技术的网站

都会受到影响，目前国内采用这一

技术常见的如：Discuz！、

Wordpress、phpBB、MediaWiki

等。

漏洞影响范围

目前ImageMagick官网最新版

本仍然存在问题，并未完全修复。

imagetragick.com(官网)提供

了一个修复方法：配置策略文件禁

用ImageMag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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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是一款国内外云平台常用的应用程序轻量级容器，AWS，百度等都有使用。

通常用于轻量化部署应用。

Docker Swarm Manager远程管理

端口访问漏洞

① 目前还在使用的所有版本的

Docker

② 所有使用 Docker swarm 的企业

③ 可能影响对 Docker 默认配置进行

修改的企业

影响范围在Docker Swarm的部署文档中，由于

默认存在某些不安全的配置样例，导致

Manager的2375管理端口对外，可以造成

写文件并通过写入ssh key文件获取系统

root权限。

漏洞分析

利用 Docker 节点上开放的 TCP

端口 2375 远程执行 Docker 命令，进

而可获取服务器 Root 权限。
限制访问Manager的2375和3375端

口，不要对外网开放，或者设置ACL

修复方案

图1 do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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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be Flash 0day漏洞告急

Adobe的一个0day漏洞成为焦点，该漏洞影响Windows、Linux和Mac OS X系统中的

Flash软件，攻击者利用该漏洞可以控制目标系统。这个漏洞的编号为CVE-2016-4117，

影响21.0.0.226及更早版本的Flash Player，横跨Windows、Mac、Linux和Chrome OS

平台，Adobe表示漏洞非常危险，允许攻击者以不安全的方式让Flash Player崩溃，然后

获得系统的控制权。

 FCC与FTC两大通讯协会，推动移动设备厂商即使更新漏洞补丁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和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着手调查各类移

动设备补丁发布的实践情况，希望规范和推动厂商更新设备的安全补丁。它已让苹果、黑

莓、谷歌、HTC、LG、微软、摩托罗拉和三星提供需要修补漏洞的相关信息。据FTC和

FCC的调查表明，现有设备的安全性值得商榷，随着网络攻击和安全补丁出具的相应迟缓，

让更多用户的敏感数据有泄密的可能性。

 FBI参与调查一起涉案金额为8100万美元的银行盗窃事件

这起事件由FBI参与调查，源于孟加拉国中心银行遭遇到一起高达8100万美金的网络盗窃

事件。经调查是因为方便工作，技术人员建立了一个无线连接，这样可以从银行其他的办

公室直接访问到SWIFT。工作完成后，这个远程访问通路也没有断开，而这个访问的唯一

保护就是一个简单的口令。孟加拉警方表示中央银行的SWIFT消息系统可能被广泛的接入。

微软公司的一个0day漏洞使得众多POS设备暴露在攻击之中

北美的100多家公司被骗子利用微软公司的一个0day漏洞进行攻击，因为Microsoft 

Windows某些版本内核模式驱动程序未正确处理内存对象，存在权限提升漏洞，本地用

户通过构造的应用，可获取提升的权限。Microsoft Windows Win32k权限提升漏洞

(CVE-2016-0167)使得众多PoS设备暴露在攻击之中，攻击者可以通过该漏洞进行远程控

制。

（数据来源：绿盟科技 威胁响应中心 收集整理）

威胁信息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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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动态

绿盟抗拒绝服务系统ADS系列产品的

新版本ADS V4.5R89F00，于2016年4月

20日正式发布。新版本更新了ADS的防护

算法，重要更新如表1所示。

绿盟科技产品更新提示

表1
 

A
D

S

新
功
能

抗拒绝服务系统ADS新功能

特性 新功能 功能介绍 客户价值

攻击

防护

水印

算法

ADS与业务配合，业务在TCP(PUSHACK)

或UDP报文中添加水印，ADS检查对应的

水印。

对于私有协议及应用能更准确的

进行合法性验证，更贴近实际业

务。

IP

信誉云

ADS与绿盟云端信誉平台联动，云平台每

24小时给ADS推送恶意IP地址库。ADS可

以根据IP信誉等级配置策略进行防护。

弥补本地信誉体系的局限性，充

分利用公司整体攻防研究的积累

成果，有效降低本地肉鸡的产生。

绿盟网络流量分析系统NTA系列产品

的新版本NTA V4.5R89F00，于2016年4

月20日正式发布。新版本更新了NTA的网

络适用性，重要更新如表2所示。

网络流量分析系统NTA新功能

近日，黑暗幽灵（DCM）木马广受

安全圈人士热议。 “黑暗幽灵”木马的

新变种功能强大，主要以信息情报收集为

主，能够绕过几乎全部的安全软件主动防

御，且可通过网络劫持导致用户无感中毒，

持续时间可长达数年，符合APT攻击的特

性。RSAS目前已发布该木马的紧急检测

插件。

目前，绿盟远程安全评估系统

(NSFOCUS RSAS）已发布该黑暗幽灵木

马的紧急插件升级包 rsas-vulsys-

V6.0R02F01.0202，请绿盟RSAS用户尽

快到绿盟官网升级页面

（http://update.nsfocus.com/）下载检

测插件，及时检测，以防成为攻击受害者。

远程安全评估系统RSAS紧急插件升级包

特性 新功能 功能介绍 客户价值

部署

场景

HA

功能

当一台NTA发生故障，切换

到另一台NTA，不影响攻击

检测和防护。

流量分析系统具备冗余性，更好的为DDOS清

洗提供监测支持，并满足使用方在系统高可用

性方面的合规要求。

表 2  
N T A

新 功 能

图 1  
R S A S
升 级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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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防御新一代威胁，最直接的要求是能够检测、防御采用零日漏洞、多

态及变形等逃避技术的高级恶意软件，防止攻击者通过这种手段，进入组

织的内部网络，接近更有价值的目标。基于这些关键性要求，这里提供两

个解决方案架构，NGTP完整版及NGTP精简版。

完整版包括：云端（威胁情报分析系统NTI、大数据平台分析系统）

+本地（沙盒TAC、攻击入侵防御NIPS），完整版优势是使用本地信誉+

云端信誉，不断发现和同步新的未知威胁因素，因此数据分析准确度高，

覆盖面广。

图1 威胁

防护解决方

案-完整版

新一代威胁防护解决方案

精简版则考虑用户系统建设成本，数据同步周期，资源占用情况等因

素，只采用本地信誉（沙盒TAC+NIPS）防护的方式，这种小快灵式的方

案也是很多中小规模用户所青睐的。

图2 威胁防护解决方案-简版

IPS+TAC集成方案，

TAC作为IPS的高级威胁检

测模块，检测特种木马、未

知威胁等，再利用IPS的阻

断能力，实现威胁检测和威

胁阻断的闭环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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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技巧

网络流量分析系统NTA产品使用技巧

众所周知，流量分析系统的主要使用场景是及时通知管理员此刻网络

的健康性（是否有攻击）、可用性（流量是否超出正常业务量范围），但

同时也面临一个问题，即分析系统是否会产生误报，大量的误报不仅不会

提高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更可能使真正的网络攻击溜之大吉。

图1 NTA

策略配置图

因此在对流量分析系统进行检测阀值定义的时候，除明确定义出检测

到多大的流量为“肯定存在攻击”的流量阀值，不要忘记，还可多一步小

配置，我们引入“告警潜伏期阀值”的概念，即在一定时间段内，设定

“疑似发生攻击”的流量阀值，该阀值的作用是，如在这个时间段内，流

量一直高于“疑似发生攻击”的阀值，系统将自动转换为“肯定存在攻

击”，并做后续清洗的工作，如在该时间段内，流量忽高忽低，则不认为

发生攻击，继续持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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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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