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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金融行业等保标准“数据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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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安全

信息系统处理的各种数据（用户数据、系统数据、业务数据等）在维持信息系统正常运行上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一旦数据遭到破坏（泄漏、篡改、毁灭）， 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危害到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例如，

2015年8月，某线上票务营销平台被发现存在安全漏洞，600余万用户账户密码遭到泄露，该事件导致个人隐

私信息泄露，对当事企业的名誉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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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将梳理金融等保标准中对于数据安全方面的要求，保证数据安全和备份恢复主要从：数据完整性、

数据保密性和备份恢复三个控制点考虑。

06 05

如下列举金融等保标准中“数据安全”条款原文，并对条款进行解读，解读文字描述直接在原文下面。

A. “数据完整性”部分条款：

 应能够检测到系统管理数据、鉴别信息和重要业务数据在采集、传输、使用和存储过程中完整性受到破坏，

并在检测到完整性错误时采取必要的恢复措施。

• 为了实现完整性检测，并在完整性错误时恢复，信息系统应提供在网络层、主机层、应用层的完

整性检测和恢复措施，如在数字产品传递过程中采用数字签名技术，检测到错误后采用网络重发进行恢复。

对于金融行业企业的对外WEB应用系统，需要进行网站监测，建议包括网页内容防篡改监测、钓鱼网站监

测等措施。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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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作应根据场景不同，分别考虑。补充三个场景，A.对于银行交易记录，人民银行、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发布的《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29条第2款：客户身份识

别及交易记录，自交易记账当年计起至少保存5年。B.对于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国家网信办发

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7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应记录用户日志信息，

并保存六十日；C.日常运维需备份存档各类信息安全产品相关日志和报表，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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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B. “数据保密性”部分条款：

 应采用加密或其他有效措施实现系统管理数据、鉴别信息和重要业务数据采集、传输、使用和存储过程

的保密性；

为了实现数据保密性，需要在信息系统应用系统设计/验收文档中描述数据采集、传输、使用

和存储过程的数据保密性相关防护措施。

加密算法有对称加密算法和非对称加密算法，对称算法效率高速度快，主要用于对有效数据负载进行

加密。同时，非对称算法主要对密钥进行加密，保证密钥传输的保密性，如HTTPS协议协商密钥建立连接，

可采用TLS算法（非对称算法）加密密钥，防止中间人截包监听，保障数据保密性。

另外，结合网络层、主机层、应用层的访问控制，如在身份鉴别、用户身份标识唯一性等方面进行检

查，共同保障数据保密性。

解读

C. “备份和恢复”部分条款：

解读

 应提供本地数据备份与恢复功能，采取实时备份与异步备份或增量备份与完全备份的方式，增量数据备

份每天一次，完全数据备份每周一次，备份介质场外存放，数据保存期限依照国家相关规定；

06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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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提供异地数据备份功能，利用通信网络将关键数据定时批量传送至备用场地

信息系统应提供异地数据备份功能，具备定时、批量传送关键数据的功能。

 对于同城数据备份中心，应与生产中心直线距离至少达到30公里，可以接管所有核心业务的运行；对于

异地数据备份中心，应与生产中心直线距离至少达到100公里；

 为满足灾难恢复策略的要求，应对技术方案中关键技术应用的可行性进行验证测试，并记录和保存验证

测试的结果；

 数据备份存放方式应以多冗余方式，完全数据备份至少保证以一个星期为周期的数据冗余；

 异地备份中心应配备恢复所需的运行环境，并处于就绪状态或运行状态，"就绪状态"指备份中心的所需

资源(相关软硬件以及数据等资源)已完全满足但设备cpu还没有运行；"运行状态"指备份中心除所需资源

完全满足要求外，cpu也在运行状态。

• 实际工作应根据金融机构自身发展规模和业务现状，选择数据备份形式，应进一步依据行业监管

单位的专项要求，如银监会《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条款要求。

解读

解读

笔者已连续几期对金融等保标准中的网络、主机、应用、数据安全方面的重点条款做了解读，希望帮

助读者了解等保的作用和要求及实施等保提供指南。依据金融等保标准要求，经过备案、安全规划建设、

现状分析、整改和安全测评各阶段工作之后，通过测评的信息系统可具备多项信息安全能力(如下对应三级要

求)：

在统一的安全保护策略下具有抵御大规模、较强恶意攻击的能力，抵抗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的能力，

防范计算机病毒和恶意代码危害的能力；

具有检测、发现、报警、记录入侵行为的能力；

具有对安全事件进行响应处置，并能够追踪安全责任的能力；

在系统遭到损害后，具有能够较快恢复正常运行状态的能力；

对于服务保障性要求高的系统，应能立即恢复正常运行状态；

具有对系统资源、用户、安全机制等进行集中控管的能力。

小 结

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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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迷雾，探究互联网金融的生存之道
文/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 安全顾问 李俊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监管解读 数据安全

互联网金融，一个炙手可热但却极具争议的话题，改革、创新、停业、跑路、非法集资这些词汇都可以

赋予这个新兴的行业。随着越来越多的安全问题出现，监管机构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力度越来越大，发文间

隔也越来越短。在强监管的环境下，互联网金融企业为了满足“合规”而努力，但是目前监管机构没有释放

出明确的信号，如何满足“合规”，迷雾重重！

要想“拨开迷雾，重见天日”，就必须了解监管机构及其发文。互联网金融从业务层面划分为P2P网络

借贷平台，众筹，第三方支付。其中互联网支付业务由人民银行监管；网络借贷（即P2P网络借贷）由银监会

监管；股权众筹融资由证监会监管；互联网基金由证监会监管；互联网保险由保监会监管；互联网信托，互

联网消费金融由银监会监管。在搞清楚了监管机构之后，我们再来看看监管发文。

201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工商总局 法制办、银监会、证监

会、保监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文《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主要内容：

1、鼓励创新，支持互联网金融稳步发展

2、分类指导，明确互联网金融监管责任

3、健全制度，规范互联网金融市场秩序

在第三条中涉及了网络与信息安全：

从业机构应当切实提升技术安全水平，妥善保管客户资料和交易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泄露客户个人信

息。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分别负责对相

关从业机构的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进行监管，并制定相关监管细则和技术安全标准。

“
”

监管机构对于互联网金融是肯定的，鼓励创新的想法和实践，支持互联网金融稳步发展。但是

鼓励的同时也必须对其监管，确保互联网金融属于可控的范围，降低风险，因此规定了具体的监管机构。

最后对行业的发展做出了指导，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规范，其中在信息安全领域做了规定，从技术和管理

层面加强信息安全建设，并要求监管单位制定监管细则和技术安全标准。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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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4日，银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文《网络借贷信

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文中对网络借贷做了详细要求，从业务运营到网络信息安全。

主要内容：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完成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备案登记后，应当按照通信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申请相应

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应当按照国家网络安全相关规定和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的要求，开展信息系统定级备案和等级测试，具有完善的防火墙、入侵检测、数据加密以及灾难恢复等网络

安全设施和管理制度，建立信息科技管理、科技风险管理和科技审计有关制度，配置充足的资源，采取完善

的管理控制措施和技术手段保障信息系统安全稳健运行，保护出借人与借款人的信息安全。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2016年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工商总局 法制办、银监会、证

监会、保监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文《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并于2016年10

月13日，由国务院同意印发执行。

主要内容：

对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的工作原则、目标、重点、进度安排和职责分工等做出具体要求。银监会、

央行、保监会、证监会、工商总局等部委相继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明确整治重点。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随着监管机构的强力介入，此次发文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经营细则规定的更为详细，其中规定

互联网金融企业未取得相关金融业务资质不得依托互联网开展相应业务。国家对于不满足监管要求的企

业将依法查处，因此互联网金融企业要想“玩下去”，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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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明确规定了网络借贷机构必须要进行金融备案，并且要拿到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在信

息安全领域，明确规定了网贷机构需要按照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开展信息系统建设。

解读

看完了监管机构的发文，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互联网金融企业要满足“合规”，“合规”是什么？笔

者理了下思路，想要拿到ICP、EDI或是在线数据与交易处理许可证，其信息系统必须通过国家信息等级保护

测评，从企业自身信息安全考虑，可以借助合规的“东风”，建立完善企业信息安全技术和管理体系，可以

说等级保护是满足监管“合规”最重要的一环。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来说，强监管环境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在经营和监管“双压”之下，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数量会逐渐减少，一些想在行业深耕的企业将获得更多的机

会。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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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企业安全度量建设

基于企业业务对信息化的依赖程度逐步加大, 企业安全技术体系建设已经初见成效，信息安全防护手段

以消除业务的已/未知风险为目标被广泛应用，而众多安全手段的效率、效果乃至成本往往难以被客观的测量

和评价，缺失了测量手段和评价制度，将造成企业IT技术和管理体系在PDCA的持续改进过程中缺乏改进的客

观依据。

管理学中的有句名言：“无法度量的就无法管理”。为了提高企业信息安全工作的有效性和效率，需要

针对安全活动和安全防护手段，建立一套可量化、可重复测量的安全指标体系，并通过平台自动化收集和呈

现，形成对风险实时和阶段时间内的反馈和针对企业信息系统保障程度的有效度量，最终为信息安全决策和

态势感知提供客观的数据支撑。

06

一、引言

二、目标

 安全度量指标体系

根据行业监管要求、行业规范、外部信息安全状况、企业信息科技管理目标、信息科技管理工作实际情

况和行业最佳实践制定企业信息系统安全建设目标、度量指标体系和期望标准。

 安全度量系统

依照前期的信息系统安全建设目标、度量指标体系和期望标准，根据信息系统实际情况，建立安全度量

系统。度量系统将依照企业的实际需要，实现安全度量信息的收集、计算和展示功能。

三、思路

 对安全度量的流程，

不同的文献和标准中，表述不尽相同，但步骤大体上是相似的。Debra S. Herrmann认为，安全度量的

1307

文/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 安全顾问 胡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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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度量目
标

收集和确认度
量数据

分析度量数
据

抽取知识
改进产品、流程、
运行程序、决策

 图 1-1 ： Debra S.

Herrmann 的安全度

量流程

流程如下图所示：

NIST SP800-55 Rev1 中，将安全度量的过程分为两个流程：信息安全度量开发流程（如图1-2所示）

和信息安全度量实施流程（如图1-3所示）。

图1-2：信息

安全度量开发

流程

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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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信息

安全度量实施

流程

ISO 27004中，将安全度量分为四个步骤：1）开发测度、2）执行度量项目、3）分析并报告结果、4）

对度量项目自身的评估与改进信息安全度量开发流程。

无论怎样表述安全度量的步骤，有两个最关键的步骤是相同的，一个是度量指标的建立，另一个是度量

数据的采集。

 安全度量对象

广义上来说，安全度量的对象包含两方面内容：安全控制措施和安全控制目标（资产）。对应安全控制

目标的度量，主要度量资产的风险状态。这部分工作有相当部分属于风险识别的范畴。因此一般所说的安全

度量，更多的是强调对安全控制措施的度量。但是如果将人员也看作资产的一部分，人员安全也是安全度量

的一个重要内容。

本文中，主要侧重在信息资产，人员不作为度量对象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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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风险识别

信息安全领域，对风险的计算有着广泛的共识，即风险=资产*威胁*脆弱性，这种表述与风险的分类层

次（业务系统-场景-事件-方式）相符合。其中业务系统对应资产，事件对应威胁，方式对应脆弱性。场景是

威胁与脆弱性的多重组合。理论上资产根据其重要性，还应赋予不同的权重系数。本文中，默认所有资产的

重要性都是一样的，即权重系数都为1。同样的，实际的威胁根据其发生的概率和依赖的条件，也应乘以一个

系数。这个系数的取值依赖于历史的经验，本文中度量的初始威胁系数都为1。脆弱性在公开披露时就会被赋

予严重等级，根据不同的等级可以赋予其不同的系数。

资产的分类依照实际业务系统的具体情况进行。业界对威胁的分类没有公认的结论，我们根据经验，按

照威胁的手法，将威胁分为了六个大类（如图1-4）：

图 1-4：威

胁分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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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控制措施量化

经过多年的信息安全度量实践，不同的组织和学者提出了很多测度指标体系模型，可以用于安全控制

措施量化。这些模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民间的非盈利研究机构提出的模型，一类是基于能力成熟

度模型（CMM）的模型，最后一类是一些被广泛应用的标准规范。

企业可参考相关标准规范，并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编制一套适用的安全控制措施量化模型。

 度量结果与呈现

度量的最终结果体现在三个方面：潜在风险、控制能力、残余风险。我们将用从业务系统（资产）的

视角才呈现潜在风险（图1-5中左侧部分），从不同标准规范的视角呈现控制措施（图1-5中右侧和中间部

分），用总体态势呈现残余风险（图1-6）。

图 1-6：残余风

险态势图

图1-5：
信息安全
度量实施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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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机器在海量数据中识别未知威胁

在各类金融机构中，网络安全事件的处理，传统上归纳起来仅仅依靠两类方法，一是依赖经验数据进行

事件发现，二是依赖行为进行违规检测。无论是事前的漏洞扫描、配置核查，事中的安全设备防护动作，还

是事后日志审计，多是经验数据起了决定性作用，或是使用虚拟机沙箱进行事后分析和数据还原。

信息安全一直就是猫与老鼠的游戏。一道道已知安全检测规则就像数字迷宫中的一堵堵墙，虽然墙在不

断立起来又倒下去，但坏家伙仍然可以很快找到绕过去的方法。要想阻止他们，我们的安全策略构建能力需

要有一个巨大的提升，近些年在科研领域的一些成果，似乎为我们找到了智能的墙——机器学习技术。

一、引言

二、机器学习简介

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是一门人工智能的科学，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工智能，特别是

如何在经验学习中改善具体算法的性能。

最早的机器学习尝试是1959年美国人塞缪尔(Samuel)设计的一个下棋游戏程序，这个程序具有自学习

能力，它可以在不断的对弈中改善自己的棋艺，从而在游戏中战胜人类。人们不断改进下棋游戏程序，游戏

种类由最简单的井字棋（Tic-Tac-Toe），到1997年IBM的“更深的蓝”战胜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再

到2016年Google的“AlphaGo”利用深度学习算法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

一个重要分支，是指多层的人工神经网络和算法训练的方法。一层神经网络会把大量矩阵数字作为输入，通

过非线性激活方法取权重，再产生另一个数据集合作为输出。这就像生物神经大脑的工作机理一样，通过合

适的矩阵数量，多层组织链接一起，形成神经网络“大脑”进行精准复杂的处理，就像人脑识别出物体，并

在脑海中标注出物体的抽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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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安全领域的研究

对于网络安全领域，机器学习是一种新兴技术，主要是利用机器学习算法解决现有技术问题或改进问题

处理效率。在网络安全领域应用的机器学习算法一般分为5类算法，分别为规则归纳、神经网络、事例推理、

遗传算法和归纳性逻辑。

 规则归纳

规则归纳是从训练集中产生一棵决策树或一组决策规则，来对被测数据进行分类处理。规则归纳主要优

点是处理大数据集的能力强，适合分类和预测型的任务，结果易于解释，技术上易于实施。网络安全领域常

见应用为违规协议处理、垃圾邮件分类等。

 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是由算法模拟类似人脑神经元的处理单元。神经网络由相互连接的输入层、中间层、输出层组

成。中间层由多个计算节点组成，完成大部分网络计算工作。输出层输出数据分析的执行结果。神经网络是

目前最流行的机器学习算法，网络安全领域适用于未知恶意软件识别、交易欺诈行为分析等复杂问题的分析

和理解等。

 实例推理

实例推理是将每个事例都由问题描述和问题的解决方法两部分构成。提出问题后，系统会寻找匹配事例

和解决方法，非常适用于有大量事例的场景。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应用为洗钱行为分析、邮件附件处理和违规

交易事务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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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传算法

遗传算法是一种基于生物进化过程的组合优化方法。其基本思想是适者生存，基本操作包括繁殖、杂交

和变异三个过程。将初始数据通过算法演绎，产生新数据，最后将新数据集中的数据比较，重复这个操作，

直到求得最佳或较佳的结果，也即算法收敛过程。遗传算法的优点是能够较好地处理污染数据和缺失数据。

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应用为安全事件溯源、入侵检测分析等。

 归纳逻辑

归纳逻辑是根据一定的规则对输入数据进行归纳，并根据这个归纳的结果与新数据来进行比较的预测算

法。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应用为拒绝服务攻击检测处理、网络入侵检测、审计事件深度检索、威胁情报归并等。

三、机器学习适用的数据规模

网络安全大数据处理领域是最适合机器学习技术的。所谓网络安全大数据是指大于一定时间内处理的数

据达到10TB量级（也有人认为是100TB），并不断增加非结构化的网络安全数据。对金融行业来说，交易数

据的反欺诈处理、电子渠道数据的恶意代码识别、办公数据的APT攻击防御等操作，都是大数据处理范畴。

机器学习技术“训练、学习、优化算法、再训练、再学习”的工作特点决定了在一定的计算能力下，样

本数据量越大，机器学习算法的效果越好。大数据量处理也带来了计算能力上的挑战，云计算技术、大数据

技术、GPU大规模并行计算技术、非结构化数据存储技术与机器学习技术的有机结合，才能较好完成相应规

模数据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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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学习与安全工具

尽管机器学习技术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应用已经有了广泛的学术研究，但业界才刚开始了解这项技术对安

全工具的影响。传统商用安全工具因设备计算能力、软件架构、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局限，无法较好实现机器

学习技术。

目前常见的机器学习应用方式是SaaS，即使用一定规模的云计算设备进行样本收集、算法训练和行为

收敛，终端设备负责发送样本或样本摘要至云端，及接收判断结果。

Invincea是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家专门检测恶意软件和维护网络安全的公司。这家公司的首席研究工程师

Josh Saxe认为，传统上的基于特征码和文件哈希值的分析技术并不擅长检测新的恶意软件，这也是当下网

络犯罪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即使你安装了杀毒系统，其他人还是能成功侵入你的电脑，因为特征码检测的

方法根本不起作用。他的主要研究成果主要是使用机器学习来检测恶意软件，包括反向还原恶意软件的运行

方式、在代码中进行社交网络分析、使用机器学习系统快速识别自然网络环境中出现的恶意软件新样本。目

前，Saxe有大约150万个良性或恶意软件样品用来训练算法，这些都在使用Python 工具的GPU中进行。他

希望，随着样本数据增加到3000万，机器学习系统的性能优势会使恶意样本的判断速度远远超过传统的杀毒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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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家用户行为分析工具提供商Exabeam也有卓著的应用机器学习经验。Exabeam的首席数据科学家

Derek Lin通过追踪用户的远程连接信息、设备、IP地址和认证凭证，建立了一张用户活动缩略图，使用各种

监督和非监督式机器学习算法来检测用户行为的异常模式。精明的犯罪分子知道稍微改变攻击的路径就能战

胜特征码检测，所以，如果被侵入的检测系统中存有一个IP黑名单，网络犯罪分子可以通过代理肉鸡、Tor网

络等方式，不断更换攻击源来绕过这个IP黑名单。Lin尝试对于网络上每个用户或实体，尝试建立一个正常的

简略图，以此训练机器学习算法。随着行为缩略图的不断扩充，计算机可以较为准确地给出样本是正常行为

用户，还是异常的网络攻击软件或黑客。

Symantec移动安全产品的安卓版本Norton Mobile Security采用了深度学习技术，可以在恶意软件伺

机引发损害之前，根据软件组成部分和行为锁定恶意软件，找出未知恶意软件对手机的威胁。当然，这个系

统需要依靠Symantec云端的强大计算能力和海量样本数据提供支持。

三、机器学习与安全工具

未来的网络安全研究热点将是机器学习有效处理大量未结构化数据。未来网络安全检测和防护是基于认

知计算的，互联网上大量的CPU和GPU计算能力可以广泛地用于分析和理解网络安全事件。非结构化数据之

间的维度关系，使安全事件的分析过程变得极其复杂，现今的经验数据和模式匹配技术已经无法处理如此海

量的数据，而量子计算技术的发展与机器学习的深度应用，可以化解海量数据处理为简单的数据画像识别，

而这正是人们可以理解和简单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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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在金融网络安全领域有多年技术积累，基于绿盟企业安全大数据平台和机器学习技术，提出了

“智慧 敏捷 可运营”的智慧安全2.0概念，构建了金融安全威胁情报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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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风险分析及风险防控

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移动支付业务呈高速发展态势。从2012年

支付宝手机支付上线，至2014年滴滴的出现，引爆打车移动支付，再到15年、16年春晚的“发红包”，迅速

掀起了一股“移动支付”的狂潮。2015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达十万亿，移动支付用户规模达

3.58亿。目前，移动支付业务及金额已占我国电子支付业务总量的13.15%和4.32%，已成为我国电子支付的

重要组成部分。移动支付的根本动力是“便捷”，但同时，“安全”仍是阻碍用户使用移动支付的最大顾虑。

移动支付目前还存在许多风险制约因素，只有全面认识并有效防控这些风险，才能进一步推动我国移动支付

向更加成熟稳定、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05

一、引言

二、风险分析

移动支付的相关政策与规范不健全。当前移动支付产业链主要由银行、移动运营商、移动支付服务提供

商（第三方）商家和用户构成，因此工信部、央行、银监会等多个政府部门均参与移动支付有关行业政策和

标准规范的制定，但是不同部门制定的行业政策和规范的侧重点不同，甚至会出现相互交叉重复或者冲突的

地方。

我国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监管体制，使移动支付这个由互联网和金融联合催生的混合经营模

式难以得到有效的监管，甚至部分监管业务范围可能出现监管真空的状态。同时，监管的法律依据制度体系

还不健全，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框架和体系来监管和规范移动支付领域。一旦发生经济

纠纷，用户将难以利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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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安全威胁，不断成熟的黑色产业链，更加剧了移动支付的技术性风险。

移动支付的技术性风险是指因技术原因给移动支付业务带来的风险，如因移动支付系统发生技术故障导致支

付过程中断、交易暂停、银证转账不畅，或因存储容量、运作能力等有限而无法保障支付业务的正常进行，

或因软件设计缺陷造成用户或支付机构的交易数据有偏差等原因，从而可能给用户造成损失、给金融机构带

来经济或声誉损失的风险，还包括因技术、病毒、攻击等原因造成的用户或支付机构交易数据被破坏、修改

或泄漏等的风险。

此外，我国消费者的安全意识普遍比较淡薄，对移动终端使用的随意性较大，移动终端容易被他人使用

而产生操作性风险。

移动支付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在最初绑定银行卡时基本上都离不开身份认证四要素--姓名、身份证、银

行卡号、银行卡预留手机。不法分子通过多种手段盗取四要素，例如，暴力破解网站数据库、利用钓鱼网站

引诱受害人泄露信息、种植木马病毒盗取信息（尤其是短信验证码）、通过社工诈骗获取敏感信息等。此外，

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法分子盗取资金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通过手机模拟器、养号、多天销账等手法把销账

行为伪装成正常支付行为，千方百计规避支付机构的风控策略。因此，要有效地打击移动支付欺诈行为，必

须全社会多方联动。

三、风险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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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移动支付保障体系。通过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规范移动支付的运行和发展，明确移动支

付的归属、应遵循的规章、各参与体的权力义务和法律责任等。二是从技术上制定“移动支付”统一的技术

标准，如身份识别、信息传递、支付加密等。三是落实监管制度，做到全面的实名认证，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欺诈交易的发生。

提高技术手段防范移动支付风险。作为第三方支付平台，需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从组织架构、制

度体系、人员管理等多个方面防范安全隐患，从制度上规避和降低管理风险。二是严格做好客户身份认证和

敏感信息防泄漏工作。三是加强网络安全防护。在系统安全和数据通讯层面采取措施，通过网络安全协议、

电子签名建立反钓鱼机制等来解决支付的安全问题。

加强消费者安全教育及风险提示。在用户安全教育上，第三方支付机构应通过多种渠道提高用户安全意

识，同时在传播过程中，需要将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起来。提醒用户：一是切忌“见码就扫”。“扫一扫”

前务必仔细查看，恶意二维码可能存在染毒风险，扫描后会自动下载恶意软件或是指向恶意程序。同时，安

装具备二维码恶意网址拦截的手机安全软件，扫描二维码时跳转网址，安全软件会对潜在风险进行提示，避

免损失。二是切忌“见网就上”。在提供免费上网的公共场所使用WIFI是，看清接入名，不可随意看到免费

WIFI就连接。涉及资金的操作，应优先使用通讯运营商的网络设备提供的信号。

移动支付在支付市场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中所包含的风险需要认真对待，各金融机构必须严格

地坚持合规操作，妥善地平衡安全性和便利性，动态地对抗欺诈行为，并且与相关部门形成风控安全方面的

联动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净化互联网金融的空间，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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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起萧墙：从“5.26信息泄露案”
谈银行征信系统数据库安全防护

近期，公安部挂牌督办的“5.26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告破，引起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本次涉案金

额高达230余万元，泄露公民个人银行信息257万余条。与前期曝出的信息泄露事件不同，本次案件不仅涉及

巨量的公民个人银行信息，更重要的是此案中的关键人物夏某竟是一位银行行长。

下面带领大家简单回顾下整个案件中信息泄露的过程。

06

一、引言

二、还原案发过程

5.26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主要涉及3个团伙：

1、号主团伙：掌握有银行征信系统账号，主要以“出租”账号获利。

2、出单团伙：能够登录银行征信系统内部网络，获取账号后，通过银行内部网络登录银行征信系统，

下载公民金融数据，然后出售获利；

3、中间商团伙：通过倒卖公民金融信息获利。

从团伙构成不难发现，这是典型的银行内部人员与黑产人员的共同犯案。通过银行征信系统盗取用户个

人信息，再到用户接到骚扰推销电话，整个过程可以分为4步。笔者用更为直观的犯案路线图呈现全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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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线是第一步：个人征信信息应用系统账号外泄

夏某利用自己湖南省邵阳市某农商银行支行长的权利，擅自修改该支行登录征信信息中心应用的密码后，

将登陆账号进行租用式贩卖。账号经姚某被贩卖至从事黑产的吴某。再通过胡某将登陆账号卖至出单团伙中

的邹某等。至此银行征信系统登陆账号已经流到黑产人员手中。下一步就是如何利用征信账号进行数据盗取。

蓝线是第二步：出单团伙利用征信系统账号密码盗取用户信息

银行的征信系统是一个内网系统，走专线，外网无法访问。故此出单团伙邹某找到辽宁省某中信支行的

员工戴某和韩某。二人利用中信银行的专线访问征信系统，使用夏某的账号和密码非法登入到征信系统中，

利用第三方工具批量获取数据。

绿线是第三步：用户个人信息通过层层黑产人员流向最终客户贷款公司或诈骗公司

出单团伙拿到数据后再向黑产圈子中的各级数据商进行分销。本案中已知邹某至少把数据分销给了6名

中间商。6名中间商再向下一集分销商分销用户信息或直接把用户信息出售给诈骗团伙或相关公司。

紫线是第四步：销售人员利用手中掌握的信息对被害人进行恶意推销

本案中的绵阳市杨女士陆续收到的小额贷公司电话，正是不法分子利用数据信息实施精准推销。

二、从犯案过程看暴露出的安全漏洞

通过分析犯案过程，笔者发现本案例中银行征信系统存在两个安全隐患点：

1、缺乏对IP和征信系统用户名之间的安全绑定，没有发现异常登录行为

每个支行访问征信系统时都使用专线。征信系统可以获取用户名和请求ip。专线的ip是固定的，与用户

名一一对应。本例中银行行长夏某出售的是湖南省邵阳市某农商银行的账号，然而最终在辽宁省某中信支行

登银行征信系统。在此过程中，征信系统一旦发现访问ip和所用账号不符合关系表，应当立即向管理人员进

行告警，确认登陆是否异常。如果该案例中征信中心做了IP和用户名的绑定，应该可以有效阻止银行内部人

员韩某和戴某盗取数据。

2、缺乏对特征数据库行为异常的识别能力

案例中夏某的账号有效期只有2-3天。韩某和戴某在三天内，利用第三方工具获取公民个人征信信息50

余万份。相当于1天查询量达到16万份。这样的日查询量对于一个支行网点来说显然属于异常行为。短期下载

大量数据无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批量下载，一种是高频下载。无论哪种方式，无疑和银行征信系统数据库

日常处理的数据量及模式存在巨大差异。征信系统数据库却并没有针对这种异常的查询进行及时告警，甚至

直接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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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安全漏洞隐患提出防护建议

基于上述两个安全隐患，安华金和数据库安

全专家提出两点防护建议。

数据库审计系统旁路部署于应用服务器与数

据库服务器间。对数据库进行实时监测，对异常访

问行为，例如异常登录，批量操作进行实时告警。

数据库防火墙部署于应用服务器与数据库服

务器间，将账户与IP地址进行绑定，从而实现账号

的访问控制，必要时进行数据库访问行数阀值控制。

征信系统信息被盗事件虽已告破，但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反思，数据安全已刻不容缓。如今，当安全

威胁逐渐由外部转向内部，我们看到，涉案的内部人员出现越来越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利益的驱使下，人

心难防。在提高人员素质的同时，更要加强系统对内的安全防护能力。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安全漏洞，都可

能最终导致数据泄露。

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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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安全：“弱口令”导致美国
大规模互联网瘫痪

近期，互联网上披露了有关“大量物联网设备存在弱口令漏洞”的相关情况。北京时间10月21日19:10

左右，美国主要DNS服务提供商Dyn Inc.的服务器遭到大规模DDoS攻击，该攻击大部分流量来自于受恶意

代码感染的物联网设备，导致美国东海岸地区的大量网站无法访问，引发全球范围的高度关注。国家信息安

全漏洞库（CNNVD）对此进行了跟踪分析，情况如下：

05

一、引言

二、事件概述

此次大规模DDoS攻击事件是由于大量摄像头、DVR以及互联网路由器等物联网设备存在弱口令漏洞，

从而被攻击者利用，植入恶意代码、构建僵尸网络，而引发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该服务器无法进行DNS

解析，造成大量网站无法正常访问，其中受影响网站包括Twitter、Tumblr、Netflix、亚马逊、Shopify、

Reddit、Airbnb、PayPal和Yelp等知名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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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件解读

经分析，本次攻击与名为"Mirai"的恶意程序有关，该程

序集成了大量的常见默认账号密码及特定设备的默认密码，可

自动通过密码字典尝试连接物联网设备的远程控制端口（如

telnet端口）。攻击者可利用上述攻击控制大量受影响设备组

成僵尸网络，从而对其他正常网络设备进行DDoS攻击。

目前，CNNVD已发现互联网上公开了用户名和密码的受

影响物联网设备列表右图所示。

建议雄迈科技、大华技术等受影响厂商对其市场中正在

使用的设备进行安全排查，确保其未被感染，并及时更新固件、

修补漏洞，关闭telnet端口、2323端口，以防后续二次感染。

建议使用相关物联网设备的用户在产品使用前修改默认

口令，增强口令的复杂度，以及在后续的使用过程中跟踪

厂商针对使用中的设备的更新固件，及时将使用中的物联网设备固件升级至最新，消除物联网设备的

安全隐患。

*本报告由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工控安全技术实验室、北京白帽汇科技有限公司、安天实验室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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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土重来：警惕Carbanak犯罪团伙
针对SWIFT的高级金融攻击

10月12日讯，赛门铁克公司发现证据表明，一款主要针对银行业的新型木马与Carbanak犯罪团伙有关。

Carbanak犯罪团伙2013年至2014年间，从30个国家100家银行盗窃逾10亿美元。

这款新型木马名为“Odinaff”，首次于2016年1月被识别。这款木马大量银行业的企业网络中被发现，

此外还针对证券、交易和payroll行业（介于人力资源和会计之间）。

虽然赛门铁克公司称，该木马出现在多个行业的企业计算机上，但几乎所有计算机均运行财务软件应用

程序，从而表明该团伙的攻击动向偏向于金融财务。

05

一、引言

二、Odiaff通过恶意文档传播

赛门铁克公司称，攻击者使用鱼叉式网络钓鱼电子邮件，通过精心设计的电子邮件感染目标群，其电子

邮件包含恶意Word文档。

这些带有病毒的文件会安装Odinaff恶意软件。研究人员指出，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工具。

研究人员还指出，该木马的主要目的是在被感染的计算机上立足，获得引导持久性，然后下载其它恶意

软件，继而实施更复杂的攻击。

赛门铁克公司称，Odinaff下载的一些工具包括Mimikatz密码转储应用程序、PsExec进程执行工具包、

Netscan网络扫描器、Ammyy Admin远程桌面工具，以及作为另一用户运行进程的工具Runas。

三、Odinaff基础设施与先前的Carbanak攻击有关

赛门铁克公司表示，在某些情形下，Odinaff下载了Batel后门木马，这款木马曾主要由Carbanak犯罪

团伙用来部署攻击。

该公司还表示，除了Batel，Odinaff还使用了与Carbanak 攻击有关的C&C服务器IP地址。另外，有一

个IP地址与近期Oracle MICROS数据泄露事件有关。安全研究人员Brian Krebs称这起泄露事件的幕后黑手便

是Carbanak犯罪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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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Odinaff曾攻击SWIFT系统

除了银行和金融企业部署的常规财务软件，Odinaff的目标似乎是SWIFT银行间交易系统—银行必须采

取高级安全防护措施防护的IT系统。

研究人员表示，“赛门铁克发现的证据表明，Odinaff团伙已对SWIFT用户发起攻击，使用恶意软件隐

藏欺诈交易有关的客户SWIFT消息记录。这类工具专门设计用来监控与客户某些交易有关的关键词本地消息

日志，攻击者之后将这些日志从客户的本地SWIFT软件环境中移走。”

虽然Odinaff包含用C语言编写的自定义模块，用来隐藏非法SWIFT银行交易，但赛门铁克公司认为

Odinaff不是近期一系列SWIFT攻击的罪魁祸首。

这些攻击的幕后黑手是Lazarus Group，他们使用名为“Banswift”的系列恶意软件发动攻击，

Banswift似乎并未与Odinaff共享代码，尽管这两种恶意软件的目标都是SWIFT网络。

就这次攻击而言，用户不必提心吊胆，因为Odinaff只针对银行及银行员工，而非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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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互联网系统协会（ Internet Systems

Consortium）官网发布了一个安全通告，公布

了编号为CVE-2016-2776的漏洞及其修复情况。

该漏洞位于文件buffer.c中，当程序在为精心构

造的查询请求构建响应时会遇到断言失败，导

致程序崩溃，从而造成拒绝服务。详情请见如

下链接：

https://kb.isc.org/article/AA-01419

ISC BIND 9拒绝服务
漏洞

综述

 BIND 9 version 9.0.x -> 9.8.x

 BIND 9 version 9.9.0->9.9.9-P2

 BIND 9 version 9.9.3-S1->9.9.9-S3

 BIND 9 version 9.10.0->9.10.4-P2

 BIND 9 version 9.11.0a1->9.11.0rc1

影响的版本

 BIND 9 version 9.9.9-P3

 BIND 9 version 9.10.4-P3

 BIND 9 version 9.11.0rc3

不受影响的版本

什么是BIND?

BIND（Berkeley Internet Name Daemon）是现今互联网上最常使用的DNS服务器软件，

使用BIND作为服务器软件的DNS服务器约占所有DNS服务器的九成。BIND现在由互联网系

统协会（Internet Systems Consortium）负责开发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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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漏洞分布情况

截止到10月14日，我们统计全球范围内存在此安全漏洞的设备数量就已经达到70,392个。

这些受此漏洞影响的设备数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占全部的43.13%，其次是俄罗斯联邦，占10.7%，

第三是中国，占8.58%，剩余国家分别是印度、瑞典、印度尼西亚、巴西、德国、乌克兰、保加利亚等。

Top20国家的受此漏洞影响的设备数量占全球总数的83.87%，其余16.13%的设备分散于其他国家和地

区内。

受此漏洞影响的设备全球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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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受此漏洞影响的分布国家TOP20占比

中国地区受此漏洞影响的设备分布情况

中国各省份及地区分布的受此漏洞影响的设备总数量达6039个。其中台湾地区所占数量最多，有1752

台设备受影响，其次是北京、山东等地区。

TOP10省份的受此漏洞影响的设备数量占中国总数的84.47%。其余15.53%的数量分散于其他省份或

地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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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漏洞影响的设备中国各省份及地区分布图

受此漏洞影响的设备中国TOP10省份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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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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cat本地提权漏洞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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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不受影响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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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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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5日，思科官网发布了存在于Cisco Nexus 7000系列和7700系列交换机中的一个缓冲区溢

出漏洞，此漏洞编号为CVE-2016-1453。该漏洞位于Overlay Transport Virtualization(OTV)技术的GRE隧

道协议实现中，由于对OTV包头部的参数没有进行完整校验，导致攻击者可以通过向受影响设备的OTV接口

发送精心构造的OTV UDP数据包来执行任意代码，最终获得目标设备的全部权限。当这两个系列的产品启

用OTV技术时会受到该漏洞的影响。

Nexus 7000系列在Cisco NX-OS 5.0(3)及其后续版本中引入OTV技术；Nexus 7700系列在Cisco NX-

OS 6.2(2)及其后续版本中引入OTV技术。用户可以通过命令show running | include otv来检查交换机是否

开启了OTV，举例如下：

nxos-switch# show running-config | include otv
feature otv
otv join-interface ...
nxos-switch#

上面的结果表明开启了OTV。

详情请见以下链接：

https://tools.cisco.com/security/center/content/CiscoSecurityAdvisory/cisco-sa-20161005-otv

Cisco Nexus 7000,7700系列交换机OTV
缓冲区溢出漏洞

综述

 Nexus 7000 Series Switches

 Nexus 7700 Series Switches

影响的版本

什么是OTV？

OTV是一个在分布式地域的数据中心站点之间简化2层扩展传输技术的工业解决方案. 使

用OTV技术可以方便地在两个站点部署Data Center Interconnect (DCI),而不需要改变或者重新配

置现有的网络.此外,使用OTV技术可以将不同地域的数据中心站点构建成统一的虚拟计算资源

群集,实现工作主机的移动性,业务弹性以及较高的资源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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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思科官方已经发布了对Cisco NX-OS的版本更新，建议用户升级到最新版本，下载链接如下：

https://software.cisco.com/download/navigator.html?mdfid=281717634&selMode=null

作为变通方案，可以按如下方式设置ACL，从而丢弃恶意的OTV包：

IP access list OTV_PROT_V1
10 deny udp any any fragments 
20 deny udp any any eq 8472 packet-length lt 54 
30 permit ip any any

实施以上规则时，有一下几点需要注意：

(1)deny udp fragment访问控制项必须放在ACL的第一行；

(2)在上述ACL例子中，序号10-20之间以及20-30之间可以添加其他访问控制项，只要不跟序号10和20冲

突即可；

(3)该ACL必须配置为OTV连接接口的入口ACL；

(4)上述ACL例子中作为目的地址的“any”，可以以多条访问控制项的形式替换为多个具体的OTV接口IP

地址。

规避方案

 Multilayer Director Switches

 Nexus 1000 Series Switches

 Nexus 2000 Series Fabric Extenders

 Nexus 3000 Series Switches

 Nexus 3500 Series Switches

 Nexus 4000 Series Switches

 Nexus 5000 Series Switches 

 Nexus 9000 Series Switches in NX-OS mode

 Nexus 9000 Series Switches in ACI mode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UCS) 6100 Series Fabric Interconnects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UCS) 6200 Series Fabric Interconnects

不受影响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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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2日，github上对OpenSSL 1.1.0分支进行了更新，修补了一个二次释放漏洞。该漏洞存

在 于 版 本 OpenSSL 1.1.0b 中 ， 该 版 本 是 OpenSSL 1.1.0 分 支 的 最 新 版 本 。 漏 洞 代 码 位 于 文 件

crypto/x509/x_name.c中，触发该漏洞需要一定的条件：内存分配失败。成功利用该漏洞可导致本地拒绝

服务或本地信息泄露。

详情请见以下链接：

https://github.com/openssl/openssl/commit/15ef80b5b12ddd1b9496ca6e1bbae78b2dfdda98

二次释放漏洞

综述

37

 OpenSSL Project OpenSSL 1.1.0b

影响的版本

 OpenSSL Project OpenSSL < 1.1.0b

 OpenSSL Project OpenSSL 1.0.2

 OpenSSL Project OpenSSL 1.0.1

不受影响的版本

什么是二次释放?

二次释放是指这样的情形：程序分配一块内存之后，经过使用将这块内存释放，但并没

有将指向这块内存的所有指针清零或回收，并在其他地方再次将指向同一块内存单元的指针

交给内存分配器去进行释放操作。该问题可能导致程序崩溃、信息泄露或任意代码执行等后

果。

github上已经对该版本代码进行了修复，建议用户升级到最新版本。相关地址如下：

https://github.com/openssl/openssl/tree/OpenSSL_1_1_0-stable

修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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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SH在秘钥交换过程中存在一个内存耗尽问题，一个未经认证的客户端，可以通过重复KEXINIT

过程，使服务器上每个连接的内存分配增加至384MB，如果攻击者利用该漏洞，发起多个连接，会使服务器

的内存耗尽，造成拒绝服务攻击。该漏洞存在于函数kex_input_kexinit()中，该漏洞编号为CVE-2016-8858。

相关链接如下：

http://www.securitytracker.com/id/1037057

OpenSSH远程拒绝服务漏洞
技术分析与防护方案

综述

46

什么OpenSSH?

OpenSSH是SSH（Secure SHell）协议的免费开源实现。SSH协议族可以用来进

行远程控制，或在计算机之间传送文件。而实现此功能的传统方式，如telnet(终端仿

真协议)、 rcp ftp、 rlogin、rsh都是极为不安全的，并且会使用明文传送密码。

OpenSSH提供了服务端后台程序和客户端工具，用来加密远程控件和文件传输过程中

的数据，并由此来代替原来的类似服务。

 OpenSSH 6.8-7.3

影响的版本

 OpenSSH < 6.8

不受影响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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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漏洞的触

发原理是：当服务器端收到发

送的SSH2_MSG_KEXINIT包时，

会在请求对应大小的内存，最

大可达到384MB。在默认情况

下，服务器的并发处理能力达

到100条时，就会损耗服务器上

的38400MB内存，导致远程拒

绝服务漏洞。

漏洞分析

图1：SSH握手过程

SSH传输层握手过程如右图所示，在认证阶段，SSH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起认证请求， 服务器端

对客户端进行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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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该 漏 洞 的 修 复 在 于 向 函 数

kex_input_kexinit()中添加对KEXINIT消息的

处理。如图2所示，修复代码中增加的语句是：

ssh_dispatch_set(ssh, SSH2_MSG_KEXINIT,

NULL)。

图2：修复代码

ssh_dispatch_set()函数的定

义 如 图 3 ， 由 此 可 得 ssh-

>dispatch[SSH2_MSG_KEXINIT]

= NULL，也就是说在接收到

图3： ssh_dispatch_set()函数实现

KEXINIT消息后，直接将其设置为NULL，及时将占用的内存释放掉，从而避免该漏洞的产生。

全球漏洞分布情况

截止到今天，我们统计全球范围内存在此安全漏洞的设备数量已经达到274,371个。这些受此漏洞影响

的设备数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占全部的52.79%，其次是德国，占6.3%，第三是中国，占4.87%，剩余国

家分别是法国、英国、俄罗斯联邦、荷兰、加拿大、意大利等。

TOP20国家的受此漏洞影响的设备数量占全球总数的91.61%，其余8.39%分散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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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漏洞影

响的设备全球

分布图

全球受

此漏洞影

响的分布

国 家 TOP

20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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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区受此漏洞影响的设备分布情况

中国各省份及地区分布的受此漏洞影响的设备总数量达14,606个。其中台湾地区所占数量最多，有

4,192台设备受影响，其次是浙江、北京、香港等地区。

TOP10省份的受此漏洞影响的设备数量占中国总数的81.91%。其余18.09%的数量分散于其他省份或

地区内。

受此漏洞影响的设备在中国各省份及地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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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建议

官方尚未发布新版本，但是提供了源代码的修复。建议用户对源代码进行升级和编译。代码修复链接如

下：

http://cvsweb.openbsd.org/cgi-bin/cvsweb/src/usr.bin/ssh/kex.c#rev1.127

在官方给出版本更新之前，如果OpenSSH服务不是必需的，建议临时将其关闭；如果用户确实需要

OpenSSH服务，建议用户在使用时添加针对内存使用状况的监控。

限制OpenSSH的并发连接数，由于攻击者发起的每个连接最大可以消耗服务器384MB的内存，用户可

以根据内存使用上限设置最大并发连接数：

最大并发连接数=内存使用上限(MB)÷384MB

使用绿盟云紧急漏洞在线检测服务进行免费检测，链接地址如下:

https://cloud.nsfocus.com/#/krosa/views/initcdr/productandservice?service_id=1026

使用绿盟科技的远程评估系统RSAS进行安全评估。

使用绿盟科技防护类产品（IPS/IDS/NF）进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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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此漏

洞影响的

设备中国

TOP10 省

份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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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内核的内存子系统在处理写时拷贝(Copy-on-Write，缩写为COW)时存在条件竞争漏洞，导致可

以破坏私有只读内存映射。一个低权限的本地用户能够利用此漏洞获取其他只读内存映射的写权限，进而可

以获取整个系统的最高权限。漏洞详情如下：

https://github.com/dirtycow/dirtycow.github.io/wiki/VulnerabilityDetails

Linux内核本地提权漏洞技术分析与防护方案

综述

该漏洞从Linux内核版本>=2.6.22以后就开始存在，影响全版本Linux，直到2016年10月18日才修复。

其中Red Hat、Debian和Ubuntu三个发行版的受影响及修复情况见如下链接：

Red Hat: https://access.redhat.com/security/cve/cve-2016-5195

Debian: https://security-tracker.debian.org/tracker/CVE-2016-5195

Ubuntu ：http://people.canonical.com/~ubuntu-security/cve/2016/CVE-2016-5195.html

影响范围

POC链接地址如下：

https://github.com/dirtycow/dirtycow.github.io/blob/master/dirtyc0w.c

漏洞验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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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建议

使用前一节所提发行版Linux的用户，可以参考上述链接，根据官方建议进行升级或按要求采取规避措

施。

用 户 可 以 根 据 如 下 链 接 ， 修 改 内 核 源 码 ， 重 新 编 译 并 安 装 Linux 内 核 ， 即 可 修 复 ：

https://git.kernel.org/cgit/linux/kernel/git/torvalds/linux.git/commit/?id=19be0eaffa3ac7d8eb6784

ad9bdbc7d67ed8e619

使用绿盟科技的远程评估系统RS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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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洞分析

COW=Copy On Write写时复制，当程序准备写一块映射的区域，则会生成一块映射的复制，对此区

域的任何修改都不会写回原来的文件。在通常的情况下，如果在COW时候发生了缺页异常，则处理缺页异常

的函数handle_mm_fault()函数则会停止页表写入并重试COW。

通常情况下，当一个程序写一个内存页，且这个物理页不可写的时候，会触发异常，因为当前物理页在

用户空间，不在内核空间中。所以调用handle_pte_fault，这个函数经过一系列的判断，发现是因为内存页

不可写导致的异常，则会调用do_wp_page来完成写时复制（COW）。不过，父子进程是以匿名映射来共享

内存的，所以只需要完成reuse_swap_page即可。但是，会丢失FOLL_WRITE标志位。

如果另一个线程不停的告诉内核这个物理页不再需要、可以释放，当内核释放掉那个物理页后，

handle_mm_fault在处理一个读错误（!pte_present）从而获得一个pagecache也就是文件的缓存。从而破

坏私有映射完成只读文件的写入。

作者在修复代码中是这样处理的，在解除映射的时候检查了COW状态和页表的脏位(dirty bit)，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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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代码中增加了一个COW的标识来表示COW是否完成，设置COW位为未完成。而且，当程序要

写一块内存时，必须满足以下条件：这块内存可写或者完成COW而且脏位被设置。这样就保证了程序不会在

没有COW的情况下完成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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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lists.org网站发布了一条关于OpenSSL远程拒绝服务漏洞的通告。OpenSSL在处理未定义告警数据

时候存在缺陷：攻击者可以通过重复发送SSL3_AL_WARNING类型告警数据，使得目标程序的CPU占用率

过高，导致拒绝服务攻击。该漏洞编号为CVE-2016-8610，由360公司Gear Team的石磊上报。相关链接如

下：

http://seclists.org/oss-sec/2016/q4/224

https://git.openssl.org/gitweb/?p=openssl.git;a=commit;h=6915f39e68f02ad08a635516d46e7

2bbf0379914

https://git.openssl.org/gitweb/?p=openssl.git;a=commit;h=22646a075e75991b4e8f5d67171e

45a6aead5b48

OpenSSL告警处理不当远程拒绝服务漏洞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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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SSL Project Version >= 1.0.2i

 OpenSSL Project Version >= 1.1.0a

不受影响的版本

规避方案

官方已对该漏洞进行了修复，建议用户升级到不受影响的版本，官方下载链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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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OpenSSL Project 1.1.0*分支的用户，也可以根据以下链接，修改OpenSSL源码，重新编译，即可修复

该漏洞：

https://git.openssl.org/gitweb/?p=openssl.git;a=commit;h=6915f39e68f02ad08a635516d46e72bbf0379914

使用OpenSSL Project其他分支的用户，也可以根据以下链接，修改OpenSSL源码，重新编译，即可修复

该漏洞：

https://git.openssl.org/gitweb/?p=openssl.git;a=commit;h=22646a075e75991b4e8f5d67171e45a6aead5b48

什么是Open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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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 Version = 0.9.8*

 OpenSSL Project Version = 1.0.1*

 OpenSSL Project Version <= 1.0.2h

 OpenSSL Project Version = 1.1.0

影响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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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防泄漏解决方案

目前多数企业已经规划或开展信息安全管控策略及措施的实施，但在数据安全保护层面的措施仅限于传

统网络安全、存储冗余、备份及集中化管理、桌面安全管理等层面，对于信息系统、业务平台、网络通讯、

办公终端以及存储介质中的数据均以明文形式存在，在核心数据资产的使用、传输、保管、销毁的过程中存

在较多安全风险，因此进行有效的敏感数据保护便成为关键性问题。

概述

（1）DLP服务器

DLP服务器内包含SIP智能管理平台、DLP内容扫描服务。

管理员可通过管理平台对所有办公区域的终端/网络DLP系统进行统一的管理，如策略管理，事件管理，

用户管理，日志展现等。

当客户端与DLP服务器正常建立通信后，即可通过管理员的配置，开始敏感数据的保护工作。

（2）DLP网络监控服务器

DLP网络监控服务器提供对数据的外发监控能力。

当网络监控DLP设备接收到管理平台下发的策略后，即可开始工作，对所有数据流过的数据进行分析，

识别敏感数据，产生事件后通过网络服务器上传至管理平台供管理员进行查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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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解密服务器

加解密服务器提供数据加解密能力（由绿盟全资收购的亿赛通公司提供），当DLP下发对敏感数据进行

加密控制的策略时，将调用加解密服务器中的密钥，对需要加密的文件进行加密，非指定文件不做加密处理。

（4）AD域服务器

统一管理的用户信息，DLP服务器和加解密服务器的组织架构通过AD域服务器进行同步统一。

（5）客户端

被管理计算机中将安装两个客户端程序，分别为DLP客户端和加解密客户端，DLP客户端主要作用为内

容识别（托盘可隐藏），加解密客户端主要作用为加密授权管控（托盘可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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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态势感知平台

绿盟安全态势感知平台（Nsfocus Threat Situation Awareness Platform ，以下简称TSA）是基于绿

盟日志数据安全性分析平台（BSA）开发的大数据安全分析应用，用于解决目前运维过程中产品日志量巨大、

分析困难及可视化效果差的问题。通过大数据技术，TSA可以对多种绿盟安全产品日志数据进行集中收集、

关联分析，最终实现安全事件的集中可视化呈现，大大降低客户运维难度。

概述

丰富的态势感知可视化展示能力

TSA具有丰富的可视化展示能力，支持各种柱状图、饼状图、趋势图等图形化展示，支持安全事件的可

视化呈现及同比环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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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灵活可扩展

TSA包含网络入侵态势、异常流量态势、僵木蠕态势、系统漏洞态势、网站安全态势五种态势感知能力，

且使用模块化设计，五种安全态势感知能单独或任意组合进行销售，适应各种安全分析场景。态势感知平台

底层使用BSA作为基础平台，采用大数据架构，具有很高的采集、分析能力，并能够轻易的进行性能扩容。

多元日志接入及分析

TSA支持对多种绿盟安全设备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可视化呈现，延伸安全产品能力，大幅度降低运

维难度。目前支持下图设备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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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日志类的产品，主要的作用是为用户提供备查依据，当已经发生或怀疑发生安全事件的时候，可

以用安全审计系统进行线索查询分析，找到与该事件相关的各个要素，如发生时间、依托的网络协议、人等。

评估一个安全审计系统的好与坏时，人们往往纠结在它所支持的应用数量是否够多，日志存储空间是

否够大上，然而当一个用户真真正正发生安全事件，并想到用审计系统进行事件分析的时候才发现，审计系

统其真正的价值在于：

（1）、日志查询速度是否够快

（2）、查到的日志是否能让我找到对应的人

日志查询速度取决于产品使用的架构和技术，而能否找到真实的人，就是我们此次引出的产品特色功

能“智能身份关联”。如下图：

网络安全审计系统SAS产品使用小技巧

“智能身份关联”功能的应用场景

当仅仅使用IP地址或MAC地址，不能找到真正的人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该功能，从各类虚拟身份入手，

如其使用的即时聊天账号、登录账号，或结合用户网络中现有的身份认证系统，将其虚拟身份与事件发生的

其他因素结合起来，放在一条日志里，展现给客户。

这些虚拟身份中，总能找到具有唯一性的某个身份，由此我们可将事件处置顺利推进到下一步。

不忘小配置，解决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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