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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解读【下】

 文/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 高级安全顾问 王宁

信息科技风险监管是银监会将在长期进行的重要工作，开始于2006年。通过几年的工作积累，此项工

作已经逐步展开并影响到全国的各个银行及相关机构。

银监会在2006年发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系统风险管理指引》，标志着全行业IT相关的风险管理工

作正式开展，同期发布的《关于开展2006年度信息科技风险内部和外部评价审计的通知》（313号文）及其

附件，是银行进行具体审计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全国相关的银行机构据此进行了IT系统风险的内审与外审工作，并将结果上报到银监会。2009年3月，

银监会发布了新一版的指引，并将其名称变更为《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银行业信息科技风险

管理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2015年底，伴随着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发布，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廖媛媛在银监会召开的有关盘点

银行业“十二五”展望“十三五”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结合中央的“十三五”规划建议的五大理念和银监

会党委的要求，“十三五”期间，银行业的发展应当更加注重六大方面。其中一方面就强调要注重金融安全，

而金融安全的核心关注点就是风险管理。

第五要更加注重金融的安全。首先要持续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信用市场、流动性操作风险等方面的

识别应对能力，加强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加强信息科技安全系统建设，充分发挥监管者的主动性和前瞻性，

坚持风险为本的监管原则，进一步强化风险监管，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不断提升银行业系统

性风险监管有效性，维护银行业安全稳健运行，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经过几年的建设，目前部分银行已经开展了信息科技相关的风险管理工作， 但仍有大多数银行尚未开

始或尚未完成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工作。依照国家有关法律、等级保护要求，银监会有关规定以及ISO27001

国际标准的要求，商业银行应通过信息科技风险评估，实现对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的识别、计量、评价和

控制；建立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的三道防线，并通过体系的有效实施、运作、维护和完善，使风险降低到可以

接受的程度，同时提升银行的信息安全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在这种形势下，商业银行为了贯彻落实《指引》的各项规定与要求，强化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工作，提

高自身信息安全管理能力，需要制订相应的明确工作方案。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从建设和咨询的角度出发对

《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进行解读，为银行在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工作中提供参考借鉴。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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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引》内容解读

银监会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指出：“和原《指引》相比，新《指引》具有以下六个较鲜明的特点：

一是管理范畴由信息系统风险拓展至信息科技风险，全面覆盖了商业银行信息科技活动的各个环节，进

一步明确了信息科技与银行业务的关系；

二是适用范围由银行业金融机构变为法人商业银行，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参照执行；

三是信息科技治理作为首要内容提出，充实并细化了对商业银行在治理层面的具体要求；

四是以三个独立章节的内容阐述了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和内外部审计要求，特别是要求审计贯穿信息科技

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

五是参照国际国内的标准和成功实践，对商业银行信息科技整个生命周期内的信息安全、业务连续性管

理和外包等方面提出高标准、高要求，使操作性更强；

六是加强了对客户信息保护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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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颁布的新《指引》共十一章七十六条，将对我国银行业信息科技风险管理产生积极作用。首先，

《指引》规定了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在信息科技风险管理中承担的主要责任，提出要构建信息科技风险管理

的“三道防线”（即信息科技管理、信息科技风险管理、信息科技风险审计），要求商业银行在决策层设立

首席信息官，有利于商业银行加强信息科技治理；其次，新《指引》对商业银行在具体操作层面提供了可供

借鉴、操作性强的较高要求，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水平的持续提升；另外，对敏感信息保

护要求的提出，特别是对外包服务环节信息保护的要求，将促使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强客户信息保护，为广大

储户提供更加安全的服务。

（续第一至三章见上期）本章内容由信息安全管理部门主要参考，建立自己的工作框架。在各银行，信

息安全管理部门通常为IT部门。《指引》明确要求信息科技部门负责落实信息安全管理职能，负责建立和实

施信息分类和保护体系，此章参考了信息安全最佳实践ISO27000系列标准，指导银行建立信息安全体系。

针对银行业内常见的问题，《指引》也专门强调了这些内容：建立有效管理用户认证和访问控制的流程

保障业务安全，通过设立物理安全保护区域保障物理安全，通过将网络划分为不同的逻辑安全域保障网络安

全，通过操作系统和系统软件的安全控制保障系统安全，同时加强信息系统、终端设备、传输控制、信息保

护等方面的安全，并对员工进行持续培训，信息科技部门，提出信息科技风险管理事中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息安全相关标准理论与实践，在安全业内已经比较成熟，可参考的制度文档与资料也较多，因此在项

目中不存在难点。需要注意信息安全最佳实践与银行特点的结合。

至本章为止，实际上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的主体内容已经说明完毕（除9、10章的审计外）。后面的开发、

运行、外包等，其实已经在第三章、第四章的内容框架里包含了。银监会之所以再用单独章节说明，是由于

在以往的监管工作中发现第五至八章的问题普遍存在于国内银行中，风险隐患严重。因此用专门章节，结合

银行的典型情况加以强调。

第四章信息安全

《指引》明确要求对信息系统进行需求分析、规划、采购、开发、测试、部署、维护、升级和报废，制

定制度和流程，采取适当的项目管理方法，控制信息科技项目相关的风险。采取适当的系统开发方法，控制

信息系统的生命周期。应制定相关控制信息系统变更的制度和流程，确保系统的可靠性、完整性和可维护性，

应制定并落实相关制度、标准和流程，确保信息系统开发、测试、维护过程中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

性等具体要求。

第五章系统开发、测试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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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章是针对软件开发与项目实施部门，提出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的事中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普遍存

在应用软件开发中只“注重业务功能，忽视安全功能”、“缺乏代码开发安全规范”等问题，导致软件开发

完毕之后，很多问题在上线运行时才发现。这一方面危害了业务运行的稳定性，一方面加大了问题解决的成

本。绿盟科技结合本章要求，运用创新的“应用开发安全生命周期模型（ADSL：Application Development

Security Lifecycle）”，以需求设计、代码开发、测试、上线、运行和终止的全过程为主线，可以为有需要

的银行客户解决问题。在《指引》的要求中，绿盟科技的重点在安全需求设计、代码开发的安全规范与代码

检查审计方面，并通过项目帮助客户掌握这些方法。

《指引》明确要求对信息系统进行需求分析、规划、采购、开发、测试、部署、维护、升级和报废，制

定制度和流程，采取适当的项目管理方法，控制信息科技项目相关的风险。采取适当的系统开发方法，控制

信息系统的生命周期。应制定相关控制信息系统变更的制度和流程，确保系统的可靠性、完整性和可维护性，

应制定并落实相关制度、标准和流程，确保信息系统开发、测试、维护过程中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

性等具体要求。

第六章 信息科技运行

明确要求商业银行根据自身业务的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制定适当的业务连续性规划，以确保在出现无

法预见的中断时，系统仍能持续运行并提供服务；定期对规划进行更新和演练，以保证其有效性。此章主要

参考了BCP最佳实践，针对业务运营部门，提出信息科技风险管理事中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银监会已经在2012年发布了《商业银行业务连续性监管指引》，绿盟科技会将本章内容与此指引内容

结合起来为银行设计。以RTO和RPO为中心，协助银行的信息科技风险管理部门梳理业务连续性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银行的信息科技风险管理部门可能不是业务连续性的管理部门，这种情况下，需要注意

两个部门的工作协调。

第七章业务连续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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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商业银行不得将其信息科技管理责任外包，应合理谨慎监督外包职能的履行，针对外包方选择、外

包谈判、外包协议，外包执行中的信息安全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章是针对商业银行各部门的外包合作，

提出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的事中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八章外包管理

明确商业银行内部审计部门应根据业务的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对相关系统及其控制的适当性和有效

性进行监测。至少应每三年进行一次全面审计。在进行大规模系统开发时，要求信息科技风险管理部门和内

部审计部门参与，进行专项审计等。此章主要针对内部审计部门职责，提出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的事后控制的

重要组成部分。

第九章内部审计

明确商业银行在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外部审计机构进行信息科技

外部审计。此章主要从外部审计角度，提出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的事后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外部审计由银行审计部门负责。绿盟科技的相关服务项目中，以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和信息安全管理为

主要咨询内容，而也会结合在IT审计方面的实践，为银行审计部门提供参考方案和意见，以保证信息科技风

险管理体系的完整性。

第十章外部审计

略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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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相关指引与规范

银监会在开展信息科技风险监管工作中，继《指引》之后，还不断出台新的指导和规范性文件。从宏观、

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银行进行要求，一方面正在逐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一方面也可以使银行在贯彻实

行中有更多可操作性的依据。这些文件有：

《商业银行数据中心监管指引》

《商业银行外包风险管理指引》

《商业银行业务连续性监管指引》

《银行业金融机构重要信息系统投产及变更管理办法》

《商业银行首席信息官管理办法》

《网上银行安全风险管理指引》

《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

《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

这些文件都将在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工作中参考借鉴，指导银行建立完备的信息科技风险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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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安全风险分析和防御措施

ATM机，又被称作“自动柜员机”，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

如果说有人告诉你他可以让ATM机自动吐钱，或许你只会说他是

白日做梦。而安全专家会告诉你，这并非痴人说梦，早在2010年

的国际顶级黑客大会Black Hat现场，来自美国的著名黑客巴纳拜

•杰克(见图)利用他独创黑客技术令自动提款机狂吐钞票，一跃成

为全球最牛的“明星黑客”，而同样是在Black Hat现场，2016年

威斯顿•黑客（Weston Hecker，姓“黑客”）再次演示了让

ATM自动吐钱的新技术。

看到这里，或许已让你目瞪口呆，而真正让人震惊的是，这

种针对ATM的攻击在现实中一直在不断上演，给金融机构造成了

严重的损失，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0607

 文/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 高级安全顾问 张龙飞

多个厂家ATM默认密码
（如：123456）未修改，
从而被犯罪分子利用进入
管理员界面，修改ATM钞
箱参数配置。该攻击手段
在2006年开始呈爆发态势。

由于ATM默认操作密码未修改，
宾夕法尼亚一家名为Mastrorocco
市场的便利店被一名身份未知的
男子窃取1540美元。

研究人员发现俄罗斯和乌克兰
的20余台ATM感染恶意软件，可
被攻击者控制吐钱。

由于ATM默认操作密码未修改，
两名21周岁男子在内布拉斯加州
分3次实施犯罪行为，总共窃走1 
400美元，第四次被发现遭警方
拘捕。

某银行雇员被指控利用职
务之便给ATM安装恶意软
件实现恶意取现，并且不
会有日志记录。该恶意软
件与2007年俄罗斯和乌克
兰ATM恶意软件有相似特
征。

由于ATM默认操作密码未修改，2010年，北卡
罗来纳便利店员工戴上假发洗劫了30个位于不同
地点的ATM，但是他被自己的一名同伙供出，他
最后被判入狱37个月。

两名犯罪分子（包含一名银行前雇员）利用发
现的ATM操作密码，从2009年开始的超过18个月
的时间里，洗劫了纳什维尔多台ATM，取出总数
超过40万美元的现钞，全部都是20美元面值。

Blackhat大会上，安全研究员巴纳比·杰克
(Barnaby Jack)采用两种不同的攻击方式实现了
“ATM自动吐钱”的演示，使用到的恶意软件命
名为Scrooge。

美8名犯罪分子在3个月内从ATM取款机
盗取4500万美元现金，攻击涉及到了20
个国家的ATM取款机。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处ATM机在没有插
入银行卡也没有触碰按钮的情况下时不
时自动吐出现金

一家没有公开名称的银行被犯罪分子
以“ATM吐钱”方式盗走了730万美元

研究人员发现一款恶意软件命名为
Backdoor.Ploutus（财神之路），该恶意
软件被安装在墨西哥的一些ATM机器上，
目的是通过短信控制“ATM吐钱”。

两名14周岁少年通过网上下载的ATM操作手册，
成功猜出蒙特利尔银行ATM机上的6位数字组成
的操作密码。两名少年立刻通知了银行，银行方
面则修改了密码。

卡巴斯基发现并报告了一种新型的恶意程序
Tyupkin，该恶意程序针对银行的ATM自动取款机
发起攻击，目标主要是东欧多个国家银行机构
ATM。

德国安全研究员在德国汉堡举行的“混沌通讯
大会”（Chaos Computing Congress）上披露了一
种攻击方法：偷窃者通过ATM机的USB接口将恶
意代码安装到ATM机上，导致ATM机上预留了可
以控制用户操作面板的后门。

卡巴斯基实验室发布报告，指认一个跨国黑客团体
Carbanak专门针对全球约30个国家的银行和金融企业发起
网络攻击并盗取银行账户资金，迄今所窃总金额高达10亿
美元。

FireEye发现了一种恶意程序命名为SUCEFUL，该恶意软件
可针对多个厂家ATM发起攻击，关闭安全传感器的检测，
并完全控制ATM。

安全服务商Proofpoint发现恶意软件被称为
GreenDispenser，该恶意软件会让ATM的界面显示“暂停服
务”的通知，黑客只要输入正确的PIN码就可以让ATM吐出
现金。

俄罗斯数字情报公司Group-IB发现俄罗斯网络罪犯使用了
一种称为“反向ATM攻击（Reverse ATM Attack）”的技术，
并成功地从至少五个不同的银行盗取了2.52亿卢布（合380
万美元）。

欧洲刑警组织和欧洲检察官组织在罗马尼亚逮捕了8名涉嫌参与和利用恶
意程序Tyupkin非法ATM取款的国际犯罪团伙。

Blackhat大会上，研究人员威斯顿•黑客（Weston Hecker，姓“黑客”）
再次演示了让ATM自动吐钱的新技术。

估计近100人的犯罪团伙洗劫了日本16州1400台ATM机，三小时内盗窃14
亿日元。攻击者采用了ATM Skimming的攻击手段。

泰国银行大约一千台ATM机被入侵，并且1200万泰铢已经被盗。

台湾第一银行旗下20多家分行的41台ATM遭遇黑客攻击，被盗8327余万
新台币。

安全公司Group iB发布报告指出全球14个国家的ATM机受到了攻击。

卡巴斯基发布两篇针对ATM目前和未来面临的安全威胁的研究报告，详
细地叙述了ATM机目前发现的各种安全问题、攻击思路以及防护建议，另
一份报告详细描述了未来ATM机可能会遇到的攻击方式及防范措施。

安全专家发现Ploutus
的新版本Ploutus-D出现
了，该样本主要以ATM
供应商Diebold为目标，
但恶意代码经过简单修
改即可攻击Kalignite软件
平台(多供应商ATM平台)
在80个国家的40个不同
的ATM供应商（包括
Die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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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安全专家或黑客组织到底使用了怎样的技术

来让ATM“自动”吐钱呢？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ATM的结构和工作流程：

犯罪分子取走ATM“自动”吐出的钱

结合以上的攻击事件来看ATM结构，可直接

或间接接触的模块都可能成为攻击的起点，而攻击

者会综合考虑攻击成本来选择攻击手段，并使利益

实现最大化。而在新闻中报道的多起开挖掘机抢劫

ATM的方法肯定不会被聪明的攻击者考虑。

男子凌晨开挖掘机砸ATM:结果钱没偷到 挖掘机也没开走 终被警察带走

ATM的多个功能模块如何协同工

作完成取现等操作呢？那就不得不提金

融 服 务 扩 展 （ CEN/XFS ） ， 这 是 在

Windows 开 放 式 系 统 体 系 结 构

（ WOSA ： Windows Open System

Architecture）基础上开发的一组标准

接口，目的是方便各制造商的金融设备

访问。如下图，全球大部分ATM运行在

Windows XP上，通过CEN/XFS实现对

设备模块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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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工作流程

银行的ATM机网络是封闭的内部网络，一家银行各地的

ATM机通过银行内部网络连接，而众所周知微软已停止对

Windows XP的技术支持，网上有大量随手可得的0day利用程

序，攻击者拿下一台ATM可迅速攻陷整个ATM网络，这就导致

这些ATM面临着极大安全风险，也成为了攻击者眼中的肥肉。

根据行业数据显示，2015年国产ATM机在

国内市场所占份额为60.13%。国内市场销量排名

前五名分别为广电运通、日立、恒银金融、御银、

怡化。排名第一的广电运通官网显示ATM产品使

用的操作系统均为Windows XP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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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对ATM结构和工作流程的了解，黑客的攻击手段基本就可以确定了：盗取用户银行卡信息制造伪

卡盗刷或“非正常手段”控制ATM吐钱。目前常见的针对ATM的攻击方式有以下5种：

1) 最常见的攻击方式就是ATM Skimmer

（ATM分离器），国内很多新闻报道中称之为

“银行卡信息窃取器”：使用伪装的读卡器覆盖

在ATM插卡处读取银行卡信息，并在键盘周围

安装针孔摄像头或直接在键盘上覆盖假键盘记录

用户输入的密码。此类攻击方式在国内近几年呈

现高发态势，银行、公安、媒体等均通过各种方

式提醒用户使用ATM机取钱时要注意周边环境

安全。2016 Black Hat大会上，两名研究人员就

使用了一款叫Shimmer的工具来演示盗取ATM

银行卡数据的过程。

可 访 问 ： http://krebsonsecurity.com

/all-about-skimmers/了解更多

2) 利用恶意代码操控ATM，这种攻击方式

主要是利用ATM的USB接口、CD-ROM接口、

读卡器接口、通信线路、路由器等让ATM后台

系统感染木马进而控制ATM机。这种攻击方式

一般会比较复杂，需要通过物理接触或银行内部

网络实现恶意程序的植入，有些需要银行内部人

员直接或间接的“协助”，如获取ATM面板钥

匙或点击钓鱼邮件等，这种攻击获利往往比较丰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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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mer
利用ATM本

身的键盘与屏幕
来对恶意软件下
命令

2009

Scrooge
使用钥匙打

开ATM并通过
USB植入恶意程
序

2010

Ploutus
使用钥匙打开ATM并通过特制手机连接ATM的

USB接口
通过给特制手机发短信控制ATM
Anunak(Carbanak)
通过网络攻击进入银行内部网络 进一步控制ATM

2013

Padpin(Tyupkin)
通过CD-ROM植

入恶意程序控制ATM

2014

GreenDispenser
通过内部人员植入恶意程

序控制ATM
SUCEFUL
第一个针对多个ATM品牌

的恶意软件

2015

Skimer升级版
通过特制银行卡控制ATM执行指令
RIPPER
插入特制银行卡使ATM感染恶意软件
cngdisp
通过网络攻击进入银行内部网络 进一步控制ATM

2016

Ploutus-D
一款功能强大的可用于攻击

Kalignite平台(多供应商ATM平台)在
80个国家的40个不同的ATM供应商的
恶意软件

2017

（*恶意软件一般均具有定制特性，专门针对一个或多个ATM设备提供商进行攻击）

3) 利用银行对ATM设备不安全的配置或管理进行攻击，

如有些银行为了便于管理，所有ATM使用同一个钥匙或管理员

密码，有些甚至是默认密码，还有些网路隔离不到位，无审计

措施等导致ATM面临安全风险。

2014年加拿大温尼伯市两名14岁少年马修•休利特和卡莱

布•图隆，从网上找到了ATM机操作说明书，然后在蒙特利尔

银行的一部ATM机上，用默认密码成功获取了操作员权限。为

说服银行的大人们,他俩干脆把ATM机上的欢迎界面改成了“此

取款机已被入侵”，最终引起银行的重视，重新考虑系统运行

的安全策略。

关联业务的漏洞导致的攻击。安全公司Group-IB报告了2015年俄罗斯网络罪犯使用了一种称为“反向

ATM攻击（Reverse ATM Attack）”的技术盗取近400万美元现金，攻击者利用了俄罗斯国内信用卡交易所使

用的取款、转款和验证阶段的漏洞，并设法绕过了VISA和MasterCard推荐的检测（check）机制。



安全月刊 / 201702

行业研究

20

反向ATM攻击示意图

5) 针对ATM认证数据的攻击。最近卡巴斯基实验室发布了两份针对ATM安全的研究报告，其中一份详细

介绍了针对ATM攻击方式和防护建议，另一份介绍了未来针对ATM认证技术的攻击场景，其中提到了黑客已开

始着手针对部分新型采取生物识别技术的ATM进行攻击。由于生物特征数据通常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改变性，可

以在不同的多个认证场景使用，虽然安全便捷，但是一旦被盗，将直接导致使用该生物特征识别的所有认证场

景永久失效。

ATM基于XFS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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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攻击者与银行机构之间的攻防博弈没有停止键，这些安全事件的发生让银行机构暴

露出诸多安全问题，一方面，由于银行机构认为ATM在内部网络，因此一般没有较高级别的安全防护和管理；

另一方面，由于ATM使用了过时的操作系统和软件，因此为攻击者提供了有利条件。而随着近些年针对银行

ATM发生的重大案件增多，银行机构是时候对ATM的安全措施提升等级了。建议银行机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

虑：

1 ATM的物理安全措施：线路铺设（地上的明线和墙里的暗线）、视频监控（周围环境和ATM机内环

境）、访问管理（维修、加钞等钥匙的管理、操作过程管理）

2 ATM的网络安全评估：网络隔离、访问控制、操作审计、交易通信加密、异常交易监控、数据日志反

篡改和反删除、服务白名单策略、无线网络管控、关注设备厂家升级安装杀毒软件并保持更新，删除无关服务

和组件、消除网络配置错误和安全漏洞、

3 关注ATM威胁情报：关注针对ATM攻击的相关手段变化、涉及的ATM厂家等

4 升级ATM操作系统：这部分工作难度较大，但也是大势所趋，微软已停止Windows XP技术支持，而

银监会《应用安全可控信息技术指导意见》已经对国内银行设备国产化提出明确要求，加强自主可控能力，解

决ATM设备的安全隐患，国内也已经有银行机构和设备厂商积极研究使用国产操作系统的ATM设备。

参考资料：

1 2016年绿盟科技对泰国GSB银行ATM劫案样本分析报告

http://blog.nsfocus.net/gsb-bank-atm-robberies-sample-analysis-report/

2 2016年360安全团队对台湾第一银行ATM机“自动吐钱”事件分析

http://bobao.360.cn/news/detail/3374.html

3 卡巴斯基针对ATM的安全研究分析报告：https://kas.pr/57Dk https://kas.pr/uy5a

4 趋势科技针对ATM的安全研究分析报告：https://blog.trendmicro.com.tw/?s=ATM

5 2010 BLACK HAT https://www.wired.com/2010/07/atms-jackpotted/

6 2016年BLACK HAT http://thehackernews.com/2016/08/hacking-chip-pin-card.html

7 2014年卡巴斯基对tyupkin的样本分析

https://securelist.com/blog/research/66988/tyupkin-manipulating-atm-machines-with-malware/

8 金融时报2015ATM市场分析http://www.wtoutiao.com/p/18bGhIh.html

9 针对ATM攻击事件的新闻报道：

https://www.wired.com/ http://www.freebuf.com/ http://thehackernews.com/

https://secureli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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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小企业选择云服务的安全关注点

2006年，Google在搜索引擎大会上首次提出“云计算”的概念，发展至今已经经历了整整10个年头。

这10年，”云计算“得到了飞速的发展，随着其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接受，来

自Gartner报告显示，未来70%以上的企业不需要建设自己的数据中心或不需要拥有自己的业务IT资产，到

2020年，“云转移“将影响超过1万亿美元的IT支出，可以说，”云化”或者“云转移”已经成为IT发展的必

然趋势。

仅以中国为例，目前可以提供云服务的厂家主要有以下几大类（排名不分先后）：

 互联网公司：百度、腾讯、阿里、京东…..

 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

 IDC服务提供商：万国、中金、世纪互联、蓝汛……

 大型IT服务提供商：华为、金山、中兴、首信……

 其他……

对于中小企业，由于其公司规模，业务特点等属性，决定了其是第一批向“云转移”用户。那么问题来

了，云计算显然没有自建数据中心那么透明，同时云计算发展的这10年，也是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的10年，如

亚马逊数据中心安全事件、Google的Gmail事件、微软的Azure安全事件、阿里云的DDOS攻击等，这些安

全问题更给中小企业在选择云服务的同时蒙上了一层阴影。

根据调研数据， 信息安全风险是客户采用云计算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针对如此多的云计算提供商，中

小企业如何从安全角度出发选择适合自己的云计算提供商显得极为重要。

在我看来，中小企业在选择云计算同时，安全的考虑可以从两个方面出发：

一、标准化（适用于绝大多数用户）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安全技术人员相对较少，面多众多的云计算提供商，如何检查其提供的服务是

否安全，就显得尤为困难了，因此选择一个获得相关云计算安全认证的提供商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随着国家和行业对云计算或云平台提供商的监管要求越来越严格和标准化，安全已经成为组织或机构在

选用或建设云平台的重要考虑问题，涉及到云计算的规划、设计、建设等多个阶段。

目前安全指标可以参考两个认证，一个是国内的可信云服务认证（国内另一个比较有分量的标准是公安

部即将发布的云等保，由于目前还在审批阶段，因此不纳入本文），另一个是国际的CSA-Star认证。

 文/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 高级安全顾问 张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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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云服务认证是在工信部通信发展司的指导下，由云计算发展与政策论坛成立的“可信云服务工作组”

组织开展，认证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云服务商的评估体系，为用户选择安全、可信的云服务商提供支撑，并最

终促进我国云计算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可信云在2016年已经正式被写入ITU-T Y.3501（国

际电信联盟云计算框架性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目前可信云服务认证可以评估十二大类云服务，覆盖当前业界主流服务类型，包括云主机服务、对象存

储服务、云数据库服务、云引擎服务、块存储服务、云缓存服务、本地和全局负载均衡服务、云分发服务、

在线应用服务、桌面云服务和企业移动化管理服务。

可信云服务认证的具体测评内容包括三大类共16项，分别是：数据管理类（数据存储的持久性、数据可

销毁性、数据可迁移性、数据保密性、数据知情权、数据可审查性）、业务质量类（业务功能、业务可用性、

业务弹性、故障恢复能力、网络接入性能、服务计量准确性）和权益保障类（服务变更、终止条款、服务赔

偿条款、用户约束条款和服务商免责条款）。

目前获得可信云服务认证的用户主要为国内一些知名企业，如国内三大运营商，百度，腾讯，京东，华

为，中兴，搜狐等，根据提供服务的不同，获得的认证的类别也不同。

可信云服务认证（国内）

CSA-Star是云安全国际联盟（简称CSA）和英国标准协会（简称BSI）联合推出的云安全国际认证。

CSA-Star以ISO/IEC 27001认证为基础，结合云端安全控制矩阵CCM的要求，运用BSI提供的成熟度模型和

评估方法，综合评估组织云端安全管理和技术能力，最终给出“不合格-铜牌-银牌-金牌”四个级别的独立第

三方外审结论。

CSA-Star测评参考的CCW（云端安全控制矩阵）没有对大类进行分类，但同样包括16项控制域（检查

内容），分别是：应用和接口安全（4检查点）、审计保障（3检查点）、业务连续性及管理（12检查点）、

变更控制及配置管理（3检查点）、数据安全及信息生命周期管理（8检查点）、数据中心安全（9检查点）、

加密和密钥管理（3检查点）、风险管理（11检查点）、人力资源（12检查点）、身份及访问控制（13检查

点）、架构及虚拟化安全（12检查点）、操作和移植（5检查点）、移动安全（20检查点）、安全事件管理

及问题取证（5检查点）、供应链管理（9检查点）。

目前，通过的CSA-Star认证的组织主要为国内外企业 ，如阿里巴巴（金牌）、HP（银牌）、

Exponential-e、Pulsant等。

CSA-Star（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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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细化（适合对安全需求明确的用户）

对于一些标准和要求比较高的中小企业用户，在选择云计算的时候，除了关注标准问题，还非常关注各

个标准的具体细节。

目前云计算安全最详细的标准当属CSA-Star的CCW（云控制矩阵），目前已经更新到3.0版本，CCW

具体条款这里不做介绍，感兴趣的用户可以通过CSA网站直接下载，这里我将CCW的条款概括为三大类核心

安全问题，分别是:数据、业务和服务保障。这里面尤为要提的是服务保障，因为绝大多数用户过分关注安全

技术问题，而忽略对应的安全服务及职责分工等问题。

以下从服务、数据以及业务三个方面出发，列出我们需要的重点关注的问题，以此为中小企业选择云计

算安全的时候提供参考。

 服务相关重点

a) 云平台使用的范围、策略、权利、变更、限制

b) 数据如何存储和保护；

c) 如何控制云平台提供商访问我的数据；

d) 服务终止后数据保留及销毁；

e) 事件的响应和报告；

f) 是否有其他适用条款

g) 对于企业不能接受的条款，需要与云平台提供商协商解决。

 数据相关重点

a) 云平台服务上是否可以访问我的数据

b) 数据自行删除后，云平台服务商是否可以保留数据；

c) 通过密钥对数据进行加密和管理

d) 数据隔离手段及步骤

e) 对于服务商层面的数据迁移，是否有解决方案并且易于实现；

f) 当终止服务，数据是否可以永久删除。

g) 确定数据类型：结构化、非结构化

h) 如数据需要共享，需要对共享人，IP等进行控制

i) 通过专业安全设备对数据库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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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相关重点

a) 云平台服务商提供的服务最好与企业自身业务有切合点。

b) 云平台服务商最好没有重大安全事件；

c) 云平台服务商技术人员水平及实力

d) 对业务中断、数据丢失等情况进行安全评估，并制定相应措施；

e) 如果云平台故障，是否有业务保障措施

f) 服务终止后的数据转移

g) 云平台数据存储及备份策略

h) 建立本地数据备份机制

中小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规模，人才储备，业务特点等情况从上面所述两个方面选择自己的云计算提供

商，当然也可以根据自己对安全的实际需求，制定适合自己的云计算选择策略。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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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企业安全基线建设

安全基线，是为了明确企业网络环境中相关设备与系统达到最基本的防护能力而制定的一系列安全配置

基准。

在很多企业都有安全基线的要求相应规范，但在与很多企业信息安全部门的人员沟通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很多企业的安全基线落实的并不是很好，甚至有些形同虚设，浮于形式。主要原因是安全基线制度与企业自

身业务的匹配性不高，长时间没有更新，适用和推广都十分困难。再加上安全部门人员和技术能力等客观因

素的限制，对安全基线落实情况的敦促和检查力度也不够。多个环节的彼此孤立，造就了现在安全基线制度

形同虚设的尴尬局面。

那么，企业如何才能把安全基线工作做到实处，让其真正起到信息安全防护第一道屏障的作用呢？

一、建立企业安全基线制度

首先企业信息或科技部门要从宏观层面制定企业安全基线管理制度，来保障安全基线工作的执行。

管理制度应明确规定安全基线工作执行的职责分工，基线使用要求，以及基线制度落实监督与检查责任。

职责分工中明确基线制定部门，修改及评审部门；明确网络设备，服务器，中间件，数据库等具体基线

的操作者；设备安全基线配置结果的监督和检查者；

基线使用要求中明确互联网、内网系统基线适用要求，以及不同等级系统基线适用要求。并明确规定新

上线系统，第三方系统接入，重要系统变更，以及系统重大变更时基线适用要求。对于确因业务需要，不能

达到基线标准的情况也应在基线使用要求中明确审批流程和备用处理措施。

监督检查中应明确基线工作监督检查力度与方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奖惩处罚措施。

 文/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 安全顾问 张海仓

二、建立企业安全基线标准

基于企业安全基线管理制度，企业信息安全部门结合自身业务系统特点，制定符合自身业务需要的安全

基线标准，制定过程具体可参考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要求。

一般做法按照系统进行分类，对每一类型的系统制定一个通用的基线安全标准。一般分为操作系统安全

基线标准，数据库安全基线标准，中间件安全基线标准以及网络设备安全基线标准。

以操作系统为例，在通用的安全基线标准中，按照等级保护要求，规定系统需要配置达到的要求。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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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保二级
 操作系
统安全
基线标

准 等保三级

身份鉴别

访问控制

安全审计

剩余信息保护

入侵防护

……

身份鉴别

访问控制

安全审计

入侵防护

资源控制

……

再以等级保护三级中身份鉴别

为例，安全基线标准应对等级保护

三级要求的关键点进行定义和要求。

如无用账户，远程访问，登录失败，

超时退出等等进行明确的定义。格

式可参照如下：

安全配置编号 操作系统（OS）—服务器（SERVER）—201710103

配置名称 口令设置更改策略

配置要求内容

要求操作系统的账户口令策略应符合相关管理规定，建议:

1）口令应符合以下条件：数字、大写字母、小写字母、特殊符号4类中至少3类，并且混排无规律的方式；

2）口令的长度至少为8位；

3）口令至少90天更换1次，更新的口令至少5次内不能重复；

4）如果设备口令长度不支持8位或其他复杂度要求，口令应使用所支持的最长长度并适当缩小更换周期；也

可以使用动态密码卡等一次性口令认证方式。

要求依据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主机安全---身份鉴别（S3）

“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系统管理用户身份标识应具有不易被冒用的特点，系统的静态口令应在7位以上并由字母、

数字、符号等混合组成并每三个月更换口令；”

备注

口令设置更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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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安全基线配置及检查手册

好的信息安全策略一定是管理和技术相辅相成的产物。前面的安全基线管理制度和基线标准，基本上全

部都是安全管理的要求，对技术层面的指导作用并不是很大。因此，我们需要操作手册来进行技术层面的指

导，帮助技术人员落实基线标准中的要求。

Windows

安全基线
配置与检

查手册
LINUX

UNIX

2003配置与检查手册

2008配置与检查手册

ubuntu配置与检查手册

Redhat配置与检查手册

AIX配置与检查手册

HP配置与检查手册

一般企业中，安全基线配置及检查手册

都是安全部门牵头，具体设备维护部门来进行

编制。也有采用专业的第三方安全公司来协助

完成的。其最主要的功能是解决技术人员安全

基线怎么做，监督检查部门怎么查的问题。应

该与基线标准一一对应，但在分类上却要比基

线标准更为详细，要为每一个分支的系统建立

配置与检查手册。以操作系统为例，如右图：

以Windows2008中口令复杂度策略为例，配置及检查手册内容格式可参照如下：

安全配置编号 操作系统（OS）—WINDOWS—201710103

配置项 操作系统口令复杂度策略

配置值
 口令复杂度策略: 已启用

 密码长度最小值：8个字符

配置操作指南

配置操作参考

 进入“开始->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帐户策略->密码策略”：

 “密码必须符合复杂性要求”选择“已启动”；

 “密码长度最小值”设置为“8个字符”。

检查操作指南

检查操作参考

 进入“开始->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帐户策略->密码策略”

 检查“密码必须符合复杂性要求”是否“已启用”，如果启用则符合，否则不符合。

 检查“密码长度最小值”是否是设置为“8个字符”，密码至少包含备注中四种类别的字符中的三种并且各个

字符之间没有规律排放，如果是则符合，否则不符合。

备注

启用本机组策略中密码必须符合复杂性要求的策略，即密码至少包含以下四种类别的字符中的三种：

英语大写字母 A, B, C, … Z  英语小写字母 a, b, c, … z

西方阿拉伯数字 0, 1, 2, … 9 非字母数字字符，如标点符号，@, #, $, %,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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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安全配置监督检查方面，可以采用专业的安全配置检查设备来进行快速检查，以提高检查的准

确性和工作效率。例如绿盟科技安全配置核查（BVS）设备，该类设备可以定制符合自己企业的基线检查策

略，简单快速地生成检查报告，明确指出哪些基线配置项与基线标准中的规定不符合，并提供专业的配置建

议和整改建议。

5.1 网络结构规划

当前网络安全防护体系设计需要包含网络与信息安全风险检测、监测、评估和预警机制，发现风险隐患

并能及时处置。具体网络结构如下图：

总 结

企业信息安全基线建设是一个集管理与技术，安全部门与运维部门多方面配合的系统工程。而且随着企

业业务发展，技术更新，基线需要不断的更新和修改。不是一个部门，短期工作就能突显成就的工作。企业

在进行安全基线建设过程中可以参照如下框架图。

企业安全基线制度
总体要求，由科技部完

成制定

操作系统安全基线

标准

网络设备安全基线

标准

数据库安全基线标

准

中间件安全基线标

准

Windows

管理制度

基线标准

配置与检查

手册 LINUX

UNIX

思科

华为

华三

2003

2008

ubuntu

Redhat

AIX

HP

路由

交换

路由

交换

路由

交换
Oracle

MySql

DB2

9g

11g

5

4

11

9

Apache

Tomcat

Weblogic
12c

11g

具体要求，由信息安全

部完成制定

具体操作，由系统，网
络，中间件运维部门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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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现“熟人登录”漏洞
官方回应验证方式已升级

针对上述情况，支付宝方面回应称，验证方式已升级，用户资金安全还是可以得到保障。支付宝官方微

博10日11时56分紧急回应称，上述漏洞在“特定情况下”确实存在。“为了更好提升用户的安全感，在接到

网友反映后，我们于今日上午进一步提高了风控系统的安全等级。目前仅在用户自己的手机上，才能通过识

别近期购买商品以及识别本人好友来找回登录密码，通过其他手机设备是无法应用这一方式找回登录密码

的。”

网友“稻草人”表示，支付宝的这一风险设计的确让用户的安全感降到冰点，如果手机丢了简直不敢想

象。网友“肉嘟嘟”则说，现在大家都基本默认开启了“小额度免密支付”，建议“付款码”还是要添加输

密码或者指纹识别，提高安全等级。

事实上，关于登录，还有不少人对“刷脸登录”的安全性提出质疑。有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暴露的风险

问题——“刷脸登录”、熟人验证等登录方式，都是支付平台增强便捷性的手段。浙江智能硬件联盟创始人

曾珍云认为，“刷脸”本身的不便携性质和易变性，导致“刷脸”在一些领域还未能大规模使用。对一些保

密性比较高的应用，“刷脸”等生物信息识别只可能是一种辅助验证方式。

截至2016年年底，支付宝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有4.5亿实名用户在使用支付宝。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

杨建华说，伴随着交易方式的巨大变革，互联网支付安全近两年也成为了社会各界关心的热点，例如电信网

络新型违法犯罪更是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支付宝作为覆盖中国支付用户数很高的平台，如果安全性与便捷

性的博弈中，过度偏向便捷性，将带来极大的风险。

“便捷性”和“安全性”一直是金融领域不断摩擦、博弈的两个支点。杨建华说，如果想让自己的资金

更加安全，那么必然会在便捷性上有所损失。支付宝要担当好这份社会责任和企业责任，在保证安全性的前

提下，提高便捷性，在两者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来源：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110/15135722_0.shtml

新华社杭州1月10日新媒体专电（记者张璇）10日，有网友

发帖称，支付宝存在一个新的致命漏洞，陌生人、熟人可以极大

概率成功登录“你”的支付宝。

据该网友发布的截图显示，陌生人、熟人登录并篡改用户支

付宝密码的步骤有：登录手机账号后点“忘记密码”；验证方式

选择熟人验证；更改密码。在这一系列操作后篡改者即可登录成

功，同时拥有用户支付宝的全部功能，且支持免密支付消费。

记者于10日12时左右登录自己10.0.1版本的支付宝，发现仍

可进行以上操作修改新密码，熟人验证方式即淘宝买过的东西９

张图片选１个、好友验证９个好友图片选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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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劳埃德银行因DDoS攻击导致在线业务瘫痪

英国四大行之一的Lloyds（劳埃

德银行）被攻击？业务瘫痪？您没听错，

它就真是的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昨天！！！

看了小堤制作的这起新鲜出炉的

案例剖析，估计您也应该关注一下自身

企业的DNS权威域名服务是否能够经受

基于正常的DNS协议的DDoS攻击呢？

您是否正在使用错误的防护方案对关键

的权威域名服务器进行防护呢？ 相信小堤的提供值得所有企业客户的关注。

一、发现与分析

1）告警

1月11日下午18:00左右，小堤从中国电信全网DNS系统监测到异常流量，各个节点均有不同程度的流

量突增，且伴有特定域名递归流量异常告警。

表1. 某省DNS节点告警

从上表可以看出到lloydsbank.co.uk这个域名的递归解析量异常，其中到141.92.103.254的递归峰值每

秒超过21万次。

2）DNS流量图

图1和图2为选取的部分DNS节点流量图，从中可看出攻击为全国性行为，各地攻击流量大小不一，其

中图2节点的最高每秒峰值达到了143万次请求，约为平时流量的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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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DNS A节点流量图

图2 DNS B节点流量图

3）DNS抓包

为了进一步确认攻击详情，小堤在告警节点进行了抓包，捕获到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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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出大量频繁变换前缀的online.lloydsbank.co.uk域名，至此已经可以明确判断是一起针对

Lloydsbank.co.uk的典型DNS攻击。通过测试lloydsbank.co.uk的域名发现，其权威DNS服务器已经无法正

常提供解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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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议

在应对大流量的DNS攻击时，不仅需要部署足够多的DNS server以满足容量的要求，还要储备足够大

的带宽以吃下所有的攻击流量。无论是在带宽资源还是计算资源任意一个环节出现了瓶颈，都将会直接造成

业务的中断。目前绝大多数企业的带宽储备和DNS容量距离当今的攻击规模都至少差出一个数量级，如要通

过自行建设和扩容，安全的投资效益比又会极具下降。因此部署一个位于体外的DNS灾备节点将会是部署时

间最短、效果最好、最省钱的解决方案。

扩展阅读

电信云堤新浪微博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06341556704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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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叫停部分金融类微信小程序

1月13日消息 不久前有消息显示，监管

层已紧急叫停部分金融类小程序，接到通知

后多家金融企业的小程序已被迫暂停服务。

目前这一消息得到了证实，根据国内媒体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所知，部分被叫停的

金融类小程序基金公司表示收到了监管层的

书面指导意见，意见要求暂停小程序内基金

的交易、申赎、定投等功能。

06

据悉，本次被叫停的微信小程序包括“建信基金+”、“广发基智理财”、“华夏基金通”、“银华赢在

定投”等，目前已经无法直接搜索到这些小程序。根据记者调查，上述基金公司相关人士称，“证监会的监

管指导意见如下：一是暂停小程序内基金的交易、申赎、定投等交易功能，只能展示产品；二是开户只支持

页面跳转的方式。主要是出于网络安全的考虑，请立即执行。”

07

同时，其中一家券商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监管层要求暂停微信小程序交易、申赎、定投等功能的原因

主要是出于网络安全的考虑，可能存在券商使用微信平台进行开户和交易的过程中涉及到客户资料泄露和交

易安全问题的风险。需要等监管层论证完再决定是否要再上线。

目前尚不清楚后期是否会允许上述小程序修改后重新上线。

扩展阅读

来源：http://www.ithome.com/html/it/2886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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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发现ATM恶意软件PLOUTUS的新变体

Ploutus是过去几年中最先进的

ATM 恶 意 软 件 系 列 之 一 。 2013 年

Ploutus第一次在墨西哥被发现，犯罪

分子通过发送SMS短信或者使用外部键

盘连接到机器提空ATM，这是一种从

没出现的技术。

近期，Ploutus的新版本Ploutus-

D出现了，这是一款可以与KAL（ATM

软件提供商）的Kalignite软件平台(多

供应商ATM平台)相互作用的恶意软件。

样本以ATM供应商Diebold为目标。然而，由于Kalignite平台在80个国家的40个不同的ATM供应商运行，

恶意代码小小的更改将大大扩展其ATM供应商的目标。

一旦部署到ATM，Ploutus-D就可以短短几分钟内为钱骡子（指替人将偷来的钱或物转到另一国家的人）

拿到数千美元。为了从ATM分发钱，钱骡子必须具有打开ATM的顶部（或能够拾取）的主密钥，连接到机器

的物理键盘，以及由操作的负责人提供的激活码。虽然有被摄像头拍到的风险，但是迅速的操作使得钱骡子

的风险最小化。

本文介绍Ploutus-D的变革，改进和妥协指标（IOC），以帮助金融机构识别和防御这一威胁。

Ploutus-D以未被观察到的特征

它使用Kalignite多供应商ATM平台。

 它可以在运行Windows 10，Windows 8，Windows 7和XP操作系统的ATM上运行。

 可被配置用以控制Diebold ATM。

 它有不同的GUI界面接口。

 它带有一个启动器，识别和杀死安全监控进程以避免检测。

 它使用一个更强大的.NET Reactor混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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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utus和Ploutus-D之间的共性

 主要目的是提空ATM，而不需要ATM卡。

 攻击者必须使用连接到ATM的外部键盘与恶意软件交互。

 攻击者生成激活码，该激活码在24小时后过期。

 两者都是使用.NET创建的。

 可作为Windows服务或独立应用程序运行。

详解ploutus-D

Ploutus-D （ 文 件 名 “ Agilis-

ConfigurationUtility.exe” ） 可 以 作

为一个独立的应用程序或由启动程序

（ “ Diebold.exe ” ） 启 动 的 Wind-

ows 服务运行。虽然两个组件之间共享

多个功能，但主要区别是Ploutus-D是

具有分发钱的能力的组件。

MD5 C04A7CB926CCBF829D0A36A91EBF91BD

.NET Obfuscator Reactor

File Size 198 kB

File Type Win32 EXE

Time Stamp 2016:11:16 04:55:56-08:00

Code Size 199168

File Version 0.0.0.1

Internal Name Diebold.exe

Legal Copyright Copyright © 2015

Original Filename Diebold.exe

Product Name Diebold

Product Version 0.0.0.1

表1：启动器属性- Diebold.ex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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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攻击者试图通过从.NET Confuser切换到Reactor来

混淆代码并组织代码逆向。如图1所代码示保护方式。

图1：由Reactor保护的

代码

图2：启动器的服务描述

检查启动器

一旦解决代码混淆问题，就可以很容易理解代码工作过程。在

启动器执行开始之前，它将对自身执行完整性检查，以确保其未被

更改。

启动器可以在命令行中接收不同的参数，作为服务安装，运行

Ploutus-D或从计算机卸载。 服务属性可以在图2中看到。

持久性

使用非常常见的持久性技术，恶意软件会将自己添加到

“Userinit”注册表项中，以便在每次重新启动后允许执行。注册

表键位置：

\ HKLM \ Software \ Microsoft \ Windows NT \

CurrentVersion \ Winlogon \ Userinit

与启动器进行交互

攻击者必须通过将键盘连接到ATM USB或PS / 2端口与启动

器进行交互。 下面的图3显示了此设置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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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连接到ATM端口的键盘

一旦启动器安装在ATM中，它将执行键盘挂接，以便攻击者通过外部键盘读取指令。 将使用“F”键的

组合来请求动作执行（参见图4）。

图4：通过键盘与启动器进行交互

支持的主要任务

按需启动程序，其中一些程序从启动器的资源部分解密：

 C ： \ Program Files \ Diebold \Agilis Startup\

AgilisShell-Start.exe

 Main.exe

 XFSConsole.exe

杀死过程：

 NHOSTSVC.exe

 AgilisConfigurationUtility.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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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FSConsole.exe

删除文件：

 NetOp.LOG - 安全远程管理解决方案

重新启动机器：

 “wmic os where Primary='TRUE' reboot”

如图5所示，已发送请求从命令行运行Ploutus-D（AgilisConfigurationUtility.exe）。

图5：启动器启动Ploutus-D 图6：启动器删除的文件

合 法 的 KAL ATM 软 件 与

Ploutus-D一起被放入系统，如图6所

示。这样是为了确保正确运行恶意软

件所需的所有软件和版本都存在于同

一个文件夹中，以避免出现任何依赖

性问题。 同样的技术也被第一版的

Ploutus使用。

K3A.Platform.dll DLL 将 加 载

Kalignite平台，允许Ploutus-D控制

ATM。

这 表 明 攻 击 者 可 以 访 问 目 标

ATM软件。 他们可以从授权经销商

那里购买物理ATM，它们预先装载了

供应商软件，或者他们可以直接从银

行窃取ATM。 墨西哥报告的一个真

实事件的例子如图7所示。

图7：攻击者实际上窃取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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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utus-D – AgilisConfigurationUtility.exe (.NET)

MD5 5AF1F92832378772A7E3B07A0CAD4FC5

.NET Obfuscator Reactor

File Size 274 kB

File Type Win32 EXE

Time Stamp 1992:06:19 15:22:17-07:00

Code Size 29696

OS Version 4.0

Image Version 0.0

Subsystem Version 4.0

表2:Ploutus-D性质

Ploutus-D性质如表二。

类似于启动器，这个二进制也受到

Reactor 混淆器的保护（见图8）。

图8.用Reactor保护

再来看下未受保护的代码（见图9），因为大多数函数的名称与第一版

本相同，恶意样本与Ploutus的关系显而易见。

Ploutus-D将确保系统中不存在名为“KaligniteAPP”的互斥体，以

便开始运行。 与启动器类似，Ploutus-D将钩住键盘，以便攻击者与其进行

交互; 然而，除了从“F”键接收命令之外，它还从数字键盘读取。

类似于以前的版本，GUI将通过输入“F”键的组合启用。 然后，在

GUI中输入有效的8位码，就能拿到钱了。 Ploutus-D还允许攻击者输入要

提款的金额（billUnits - 4位数）和循环次数（billCount - 2位数），以重

复提款操作（见图10）。

图9：不受保护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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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解析量和循环

Ploutus-D GUI显示在图11中。它被配置为列出18个cassettes（C1-C18）的属性。 字母“D”表示

cassettes的状态，“CV”是从注册表获取的值。 如果输入了有效的代码，则显示消息“Estado：

Activado”，表示“状态：已激活”。 ATM ID和HW_ID对于ATM是唯一的。 要检索的金额显示为：

“Cantidad：500”（如果在GUI中没有输入金额，则为默认值）。 总金额取决于恶意软件的计算。

所 有 操 作 都 将 记 录 到 名 为

“Log.txt”的文件中。 在图12中可

以看到提取结果。

图12：日志文件记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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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钱

在提钱之前必须要输入8位有效码。有效码由攻击者根据每个ATM生成的唯一ID以及攻击日期来计算。

一旦输入了有效的激活代码（在24小时后过期），提钱过程将从外部键盘按“F3”开始。

恶意代码首先从Diebold Dispenser逻辑名“DBD_AdvFuncDisp”中查询注册表命名表来识别cassette

的名称：

\ HKLM \ SOFTWARE \ XFS \ PHYSICAL_SERVICES \ DBD_AdvFuncDisp \Denomination Table

接着用类似的策略获得cassette的状态和类型，以确保它们正常工作，并且更重要的是，要识别出至少有

一个账单是提款账单。

Ploutus-D将加载由Kalignite平台（K3A.Platform.dll）实现的“KXCashDispenserLib”库用以与XFS管

理器交互并控制分配器（参见图13）。

图13：装载分配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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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显示了XFS Manager及其通过KXCashDispenserLib与Kalignite平台的交互的图形表示。

图14：XFS管理器

代码中所示的正确实现所有不同的类和方法以控制分发器的知识表明，恶意软件的开发者在开发期间已经

访问到真实的ATM或者雇用了具有在这些机器上编码经验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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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Ploutus扩展到其他ATM供应商

正如在2017年预测报告中所预计的，ATM恶意软件的使用将继续增加，特别是在那些安全控制较弱的欠

发达国家。通过利用Kalignite平台，可以轻松地修改Ploutus，攻击各种ATM供应商和操作系统。

图15：获取Diebold cassette参数

由于Ploutus-D与Kalignite平台进行交互，因此只需对Ploutus-D代码进行少量修改即可满足全球不同的

ATM供应商。

结论

Kalignite 平台支持 40个ATM供应商。 在提钱的代码上 ，唯一调整的片段是用不同的注册表项

（DBD_AdvFuncDisp）读取cassette的参数。（参见图15）。

经常问及的问题

1.首次发现Ploutus-D是什么时候？

Ploutus-D于2016年11月上传到VirusTotal。

2. Ploutus-D是否持卡人信息为目标？

否。从ATM内部作用并提款。

3. Ploutus-D是否已经广泛影响ATM？

是。可以在拉丁美洲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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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什么类型的ATM受到影响？

Ploutus-D影响Diebold ATM。

可对Ploutus-D进行少量修改以影响使用Kalignite平台的其他供应商。

5. Ploutus-D如何安装在ATM上？

通过物理访问ATM。

6.攻击者如何与Ploutus-D互动？

通过需要连接到ATM的外部键盘。

IOC

文件系统：

[D-Z]：\ Data \ P.bin

C：\ Diebold \ EDC \ edclocal.dat

以下文件应该位于服务Diebold.exe所在的位置：

Log.txt

Log2.txt

P.bin - 系统的Mac地址，加上字符串：“PLOUTUS-MADE-IN-LATIN-AMERICA-XD”

PDLL.bin - P.bin的编码版本

互斥名称：

Ploutos

DIEBOLDPL

KaligniteAPP

服务：

服务名称：DIEBOLDP

注册表：

\\ HKLM \ Software \ Microsoft \ Windows NT \ CurrentVersion \ Winlogon \ Userinit

=“Diebold.exe，％system32％/ userinit.exe”

来源：微信公众号malwarebenchmark http://mp.weixin.qq.com/s/snrzU7u1TFADN3IquXV-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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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ticSearch遭遇勒索攻击

上周，有超过34000多台存在安

全风险的MongoDB数据库遭到了勒索

攻击，数据库数据被攻击者擦除并索要

赎金，在收到赎金后攻击者才会返还服

务器中的数据；紧接着，2017年1月18

日 ， 在 短 短 几 个 小 时 内 又 有 数 百 台

ElasticSearch服务器受到了勒索攻击，

服务器中的数据被擦除，并被索要赎金。

虽然在整个勒索攻击过程中并没有使用任何勒索软件，也没有涉及常规漏洞。但是ElasticSearch却仍然面临

着严重的数据损失和数据泄露的风险。此次针对ElasticSearch服务器的攻击同上周攻击MongoDB数据库的攻

击手法极其相似，安全研究人员Niall Merrigan（此前一直跟踪关注上周针对MongoDB数据库的攻击）表示，

截止到目前，受攻击的ElasticSearch服务器已经超过了2711台。这些服务器大多数位于美国本土，少数位于欧

洲、中国和新加坡等地。

在受到攻击的服务器上，可以看到类似下面的文本，要求支付比特币以便恢复数据：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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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dan搜索引擎的创始人John Matherly表示，目前互联网中大约有三万五千多台ElasticSearch服务器存

在安全风险，其中大多数由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托管。

ZDNet数据显示中国境内有59台服务器受到影响，但据NTI绿盟威胁情报中心称，国内暴露在互联网上的

ElasticSearch设备数字已经达到1956个。

ZDNet在2017年1月13日给出的ElasticSearch分布图如下图所示：

ElasticSearch简介

但根据NTI绿盟威胁情报中心给出的数据显示，

国内暴露在互联网的ElasticSearch设备总数达到

1956个，如下图所示：

NTI绿盟威胁情报中心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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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各省、直辖市分布情况如下图所示：

绿盟科技威胁情报中心探测到暴露

在Internet公网上的ElasticSearch数目

达到39590个，监测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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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ticSearch 安全风险

ElasticSearch如果设置不当，则存在较为严重的安全风险！有两种访问ElasticSearch的方式：使用默认

端口为9300的TCP模式和使用默认端口为9200的HTTP模式。然而在同ElasticSearch服务器进行通信的过程中，

通信流量是明文形式的，没有加密；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不做任何防护措施地将ElasticSearch暴露在公网上，

那么对它的访问将没有任何安全认证，任何连接到服务器端口上的人，都可以调用相关API对服务器上的数据进

行任意的增删改查。

防护措施

ElasticSearch顾问Itamar Syn-Hershko的文章《Don't be ransacked: Securing your Elasticsearch

cluster properly》和ElasticSearch工程师Mike Paquette的文章《Protecting Against Attacks that Hold

Your Data for Ransom》分别讲述了如何配置和部署ElasticSearch服务器以防止勒索攻击，其中提到：

 将ElasticSearch重新部署在隔离的网络上：强烈建议不要将ElasticSearch暴露在Internet公网上，可以通

过network.bind_host或者network.host对其监听的IP地址进行设定，使其只监听私有IP（或者本地IP），

不要监听任何公网IP或DNS。

 如果确实有必要通过Internet对ElasticSearch进行访问的话，应该对访问进行限制，包括：

 使用防火墙。

 使用VPN。

 使用代理，让代理负责客户端和服务器的通信，可以借此进行身份认证和访问授权。

 不要使用默认端口。

 在不需要的地方禁用HTTP：ElaticSearch最好的部署方式是设成一组服务器，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控制

节点，数据节点和客户端节点，只有客户端节点需要启用HTTP访问。

 禁用脚本：如非必须，可以禁用脚本功能。另外ElasticSearch 2.x以前的版本使用的脚本语言不具有沙箱

功能，建议ElasticSearch 1.x和0.x的用户尽快升级；使用ElasticSearch 2.x的用户，其默认脚本语言也是

不具有沙箱功能的groovy，应将其从配置中删除。

 使用官方付费插件：ElasticSearch 5.0版本可以使用插件X-Path进行防护；5.0以下的版本可以使用插件

Shield。

 对所有数据进行备份，可以使用Curator snapshots。

扩展阅读

http://code972.com/blog/2017/01/107-dont-be-ransacked-securing-your-elasticsearch-cluster-properly

https://www.elastic.co/blog/protecting-against-attacks-that-hold-your-data-for-rans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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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oop遭遇勒索攻击

最近，部分黑客组织针对几款特定产品展开了勒

索 攻 击 。 截 止 到 上 周 ， 已 有 至 少 34000 多 台

MongoDB数据库被黑客组织入侵，数据库中的数据

被黑客擦除并索要赎金。随后，在2017年1月18日当

天，又有数百台ElasticSearch服务器受到了勒索攻击，

服 务 器 中 的 数 据 被 擦 除 。 安 全 研 究 人 员 Niall

Merrigan表示，截止到目前，受攻击的ElasticSearch

服务器已经超过了2711台。紧随上述两次攻击事件，

目前已经有黑客将目标瞄准了Hadoop集群。这些勒

索攻击的攻击模式都较为相似，在整个攻击过程中并

没有使用任何勒索软件，也没有涉及常规漏洞，而是

利用相关产品的不安全配置，使攻击者有机可乘，轻

而易举地对相关数据进行操作。

摘要

Hadoop简介

Apache Hadoop是一款支持数据密集型分布式应用并以Apache 2.0许可协议发布的开源软件框架,由

Java语言实现，以计算机集群的形式实现对海量数据的分布式计算，可编写和运行分布式应用、处理大规模数

据。Hadoop框架的两个核心设计是HDFS（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和MapReduce。HDFS是一

个分布式文件系统，具有高容错性的特点，并且被设计用来部署在廉价的硬件上；而且它能够以高吞吐量来访

问应用程序的数据，尤其适合那些有着超大数据集的应用程序。MapReduce是一个使用简易的软件框架，基

于它编写出来的应用程序能够运行在由上千个商用机器组成的大型集群上，并以一种可靠容错的方式并行处理

上T级别的数据集。

勒索攻击模式

最近出现的针对MongoDB、ElasticSearch和Hadoop的勒索攻击模式都较为相似。在攻击过程中并没有

涉及勒索软件和常规漏洞，而是利用相关产品不安全的配置，这为攻击者打开了方便之门。以MongoDB为例，

这些受攻击的数据库没有采取任何身份验证，直接暴露在Internet公网上，一旦攻击者登录到这些开放的数据库

就可以对其中的数据进行删除等恶意操作了；而针对ElasticSearch服务器的勒索攻击手段也是类似，

ElasticSearch的TCP访问模式的默认端口为9300，HTTP访问模式的默认端口为9200，如果这些端口不做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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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端口不做任何保护措施地暴露在公网上，那么对它的访问将没有任何身份认证，任何人在建立连接之后，

都可以通过相关API对ElasticSearch服务器上的数据进行增删查改等任意操作。

而黑客针对Hadoop的勒索攻击，也是利用了暴露在公网上的端口。Hadoop集群的使用者往往出于便利

或者本身安全意识不强的缘故，会将Hadoop的部分端口，比如HDFS的Web端口50070直接在公网上开放。攻

击者可以简单使用相关命令来操作机器上的数据，比如：

使用上图格式中的命令可以递归删除test目录下的所有内容。

根据shodan.io的统计结果显示，在中国有8300多个Hadoop集群的50070端口暴露在公网上，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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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措施

 关闭不必要的端口。Hadoop所使用的端口见下表：

HDFS NameNode默认端口：50070

SecondNameNode默认端口：50090

DataNode默认端口:50075

Backup/Checkpoint Node默认端口：50105

YARN ResourceManager默认端口：8088

JobTracker默认端口：50030

TaskTracker默认端口：50060

Hue Hue默认端口：8080

列表中的端口如果用户并不需要，建议将其关闭或者添加防火墙策略阻断相应数据包。

 启用Kerberos。在Hadoop1.0.0或者CDH3（CDH是Cloudera公司对Hadoop源码修改后的商业

发行版）版本之前，Hadoop并不存在安全认证。在Hadoop1.0.0或者CDH3版本后，加入了

Kerberos认证机制。集群内的节点需使用密钥进行认证，只有经过认证的节点才能正常使用。

 使用绿盟科技的wvss产品进行扫描。MongoDB、CouchDB、Sorl、ElasticSearch、Hadoop等产

品都是默认安装方式下无身份认证的，wvss可以检测在访问上述产品时是否添加了身份认证机制。





漏洞
聚焦



漏洞
聚焦



201702 / 安全月刊

漏洞聚焦

57

PHP是广泛使用的通用目的脚本语言，特别适合于Web开发，可嵌入到HTML中。

PHP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PHP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CVE-2017-5340)

PHP 7.0.15之前版本、7.1.x < 7.1.1版本，Zend/zend_hash.c对需要大数组分配的情况处理错误，可使远程

攻击者通过构造的序列化数据，执行任意代码或造成拒绝服务。

漏洞危害

无

不受影响的版本

07

 PHP PHP < 7.0.15  PHP PHP 7.1.x < 7.1.1

受影响的版本

目前厂商已经发布了升级补丁以修复这个安全问题，请到厂商的主页下载：

https://bugs.php.net/bug.php?id=73832

https://github.com/php/php-src/commit/4cc0286f2f3780abc6084bcdae5dce595daa3c12

来源：http://www.nsfocus.net/vulndb/35763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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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网银木马在2015年4月被IBM反欺诈平台发现，它是

基于Shiz源代码进行构建的，并且借鉴了包括Zeus、Gozi和Dridex

等在内的多个著名木马的相关技术。该木马曾主要以日本境内14家

银行为攻击目标，随后2015年9月22日开始，“师傅”木马开始在

英 国 出 现 ， 并 且 至 少 攻 击 了 十 余 家 银 行 。 2017 年 1 月 6 日 ，

researchcenter.paloaltonetworks.com网站刊文称，“师傅”木马

的作者在2016年对其进行了改进，早期的“师傅”通过利用CVE-

2015-0003来获得被入侵主机的系统权限，现在改为使用编号CVE-

2016-0167的Windows提权漏洞来达到同样目的。

本报告所分析的样本是网银木马“师傅”的变种，通过利用其

内置的系统漏洞利用模块来提升自身的权限，进而以系统级权限

“师傅”时间线跟踪如下图所示：

“师傅”网银木马技术分析与防护方案

综述

窃取用户登录网银业务的凭证来造成危害。

2015年4月

2015年9月22日

2016年1月6日

2017年1月7日

Shifu木马被IBM反诈骗平台发现，主要针对日本银行

该木马在英国出现

Palo Alto Networks研究发现Shifu的作者在2016年改进了Shifu木
马，在感染和躲避检测方面增加了新的技术

绿盟科技安全团队关注跟进此事件，开始搜集样本

绿盟科技安全团队获得样本，开始进行分析2017年1月9日

2017年1月12日 绿盟科技安全团队完成样本分析，发布技术分析与防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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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E-2016-0167

Microsoft Windows是美国微软（Microsoft）公司发布的一系列操作系统。win32k.sys是Windows子

系统的内核部分，是一个内核模式设备驱动程序，它包含有窗口管理器、后台控制窗口和屏幕输出管理等。

Microsoft Windows的内核模式驱动程序中存在特权提升漏洞，该漏洞源于程序没有正确处理内存中的

对象。攻击者可利用该漏洞提升本地权限并运行任意代码。

受影响的系统版本如下：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SP2

Windows Server 2008 SP2和R2 SP1

Windows 7 SP1

Windows 8.1

Windows Server 2012 Gold和R2

Windows RT 8.1

Windows 10 Gold和1511

传播与感染

文件绑定

邮件附件

样本分析

 分析环境

系统：Windows 7, 32bit 使用工具：ProcessMonitor,Xuetr,Wireshark, OllyDbg, IDA

 TAC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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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同源样本如下表：

 文件结构

MD5 文件大小 威胁等级

f25528baf3d68444fa7d7fda382e9835 338948 中威胁

ebf3e72f8b698bbb0d026416d7a75a6a 338948 中威胁

e98459c647a6e328c8b65945884ef29a 338948 中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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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样本文件

（MD5：
7E8EBA7FB31CEAB0
49FE43D020DC34BF

）

第一个释放的文件

（仅存在于内存）
MD5:66E4714D89D
A482428FFB402C97

55BB4

漏洞利用程序载体
(MD5:6129788D44A
347C611EECCFA5F9

174CD)

注入svchost中的文

件(MD5：
FBA16E1443D5CAA
859943A5486A4FE8

4)

x86漏洞利用程序

（MD5:6995C0B91
5562569DD3E96E4

D001B79E）

x64漏洞利用程序

（MD5：
694AA60F5782D6FE
997C1125162C7D48

）

释放EXE

（MD5：
7E197AA40282B19F
05DC133ABA659F7

C）

释放bat文件

（MD5:E6552307A
6232878DC1E94F46

3536C56）

 主要功能

[1]隐蔽攻击：通过多次解密和进程注入完成攻击。

[2]网络行为：样本收集本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本地时区、当前时间、操作系统版本、杀毒软件版本、主

机名）上传至远程服务器，并持续与远程服务器通信，保持对用户的控制和对用户信息的窃取。

[3]沙箱检测：样本有反调试与反虚拟机功能，可通过对比文件名、进程名、用户名以及系统特征等方式判

断自身是否可能存在于沙箱中。

[4]杀软对抗：样本可以对多款分析工具/杀毒软件/沙箱进行检测。检测到杀软后样本会处于sleep死循环

中，表现为无恶意行为；检测到沙箱后，通过结束脚本解释器、流量抓取工具、二进制分析工具等进程，从而

切断沙箱与外部的交互或阻止沙箱对其的自动化分析。

[5]持续攻击：样本通过自身的隐藏与自启动，实现对目标主机的持续攻击，主要包括：通过注入

svchost.exe等进程进行进程隐藏；通过在开始菜单启动文件夹下创建js脚本完成自启动。

该样本执行流程概要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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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解密injector覆盖原

有代码

反虚拟机反调试反

沙箱

判断当前权限

高低？

Exploit提权

高权限 低权限

查看是否存在杀
软来决定创建的

进程？

创建wuauclt.exe 创建svchost.exe

存在
不存在

释放PE文件到

C:\ProgramData中

解密自身的tls段数

据

将解密后的数据加
密后存储在注册表

中

创建进程

svchost.exe启动释

放的PE文件
进程注入

子进程运行

HOOK系统函数

创建两个线程

线程1：监控注册
表项，如果修改注

册表就获取

ae000000的值

向服务器发送操作

系统信息

更新浏览器

线程2：设置注册

表项ae000000的键

值

创建开机启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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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定位

样本查询其真实C&C服务器所需的三个DNS服务器（IP地址分别是92.222.80.28、78.138.97.93和

77.66.108.93）所在地区分别如下图所示：

总结

该样本通过利用内置的本地系统漏洞利用模块

进行提权，从而以系统级权限窃取用户登录网银业务

的凭证来造成危害。

由于该其具备种类繁多的反调试/分析/检测手段，

所以一般的杀毒软件会认为它是安全的程序而放行；

而一般的沙箱检测对其是无能为力的。这对于用户

群体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在网络通信方面由于其使用了.bit域名，使得攻击更具有隐蔽性和匿名性，使攻击者难以被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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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方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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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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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防护（金山

V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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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主中样本详细分析过程请联系当地金融售前顾问获取，或关注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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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攻防学习及实训方案

近年来，随着攻防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更新，越来越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都逐渐认识到提升机构自身安全

攻防能力的重要性。金融机构一方面要确保自身业务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

而一次次成功抵御信息安全威胁的案例告诉我们，除了与第三方安全企业保持紧密合作以外，金融机构自身

安防技术能力的高低往往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要想切实提升机构自身的信息安全防护能力，就要从网络

安全级别提升、安全人才培养、管理制度完善等多方面着手开展工作。

俗话说：不知攻，焉知防。通过对一些典型安全事件的攻防全过程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能成功发现攻击

并阻止攻击再次发生的前提，必须是充分了解了此次攻击使用的技术、渠道以及自身的脆弱性在哪。

从这一点上我们得到启发，通过一个安全攻防平台，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可以学习里面提供的知识课件，

也可以定制适用于自身网络环境和训练要求的特殊课程，而不需要在互联网上到处搜寻学习视频及教程，也

不用再为难以模拟自身环境而发愁了。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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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一个攻防平台优劣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1）课件配套：这一点不应只看课件数量，而应看课件的完善度，1个从百度上谁都能找到的视频资料，

不能简单的就称为1个课件，围绕这个视频，应该还有相关理论基础知识，实验课程指导，知识理论体系等配套

内容。

（2）课件分类：每个人的技术水平不同，对于基础相对低一些的人员来说，合理且丰富的课程分类绝对

事半功倍。有些人关注PKI，有些人关注安全开发，有些人关注移动安全等等，平台都应提供完善的学习环境。

（3）仿真环境：除学习技术知识外，能否将机构自身网络环境完整复制到攻防平台的仿真环境里，也是

很重要的功能。他可以让机构人员寻找自身的脆弱性，真正了解自己每天工作的网络环境。

（4）平台性能：攻防实验大部分使用各种类型的虚拟机，因此虚拟机并发能力是体现平台性能的主要指

标。这一点对于安全人员较多，分支较多的大型金融机构尤其重要。

（5）配套设施：攻防平台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结合外部实际的网络环境使用，搭建一个实验环境时，

完全可以与独立的防火墙、IPS、WAF等设备进行联动，达到更好的实验效果，这块考验平台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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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践检验：如果定位在自身学习，可以选择课件类

型丰富，划分合理且仿真能力较强的平台，如果定位是实现复

杂环境的攻防实验，团队对抗等，则推荐选择性能较高，且举

办过安全竞技攻防大赛的攻防平台为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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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审计产品DAS使用小技巧

——应用用户关联

在B/S架构中，很多都采用：客户端浏览器、Web应用服务器、后台数据库三层架构的典型部署方式。

而所有的后台数据库访问都是通过中间的WEB应用服务器来完成的。

58

这种架构的规律是，应用服务器一般使用一

个公用的服务帐号访问后台数据库，这就导致在

对数据库访问做审计和记录时，产生了一个实际

问题即：如何透过应用服务器的公用账号，找到

真实的客户端起始访问账号。

绿盟DAS提供了这一功能支持即：应用用户

关联。该功能用于添加一个需要关联的应用系统，

从而获得应用用户身份。

单击蓝色链接文字“下载组件”，弹出下

载组件窗口，部署完成后，登录应用系统，数

据库审计系统即可捕获到该应用系统用户的身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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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小配置，解决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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