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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非银机构信息科技指导意见》解读（上）
金融事业部　陆　辉

2016年12月，银监会发布了[2016]188号文，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非银行金融机构信息

科技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

意见》”），对信托公司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企

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

消费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信

息科技建设、信息科技风险防范提出了要求。

《指导意见》共包含六个章节。

第一章节：指导原则。明确了非银机构自主开展信

息科技工作的要求；提出非银机构积极稳妥探索新技术

支撑业务发展，通过与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同合作提

高信息科技建设和管理水平；建立健全信息科技风险管

理架构，避免和减少重大信息科技事件发生。

第二章节：建立有效的信息科技治理架构。强调了

高层信息科技履职，应成立由高层、信息科技部门和主

要业务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信息科技组织架构，承担相关

项目审议、决策职责；非银机构应设立相对独立的信息

科技部门，配备专业人员，明确岗位职责和分工，通过

培训、绩效考核等方式建立健全人才队伍；同时定期开

展风险评估和审计，将信息科技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

体系，建立常态化的风险识别、监测和管控机制。

第三章节：科学规划，提升信息科技对业务的支撑

能力。提出非银机构应制定战略规划，确保落地实施；

运用新技术兼顾业务系统特性开展信息系统建设，满足

业务发展需要和全面风险管理要求；建立有效的数据治

理组织架构，满足监管和业务发展需求。

第四章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开发测试和运

维管理水平。参考数据中心建设相关要求进行基础设施

建设；通过开发测试相关管理制度、标准、流程建设，

规范开发管理工作，同时加强安全设计、研发和测试；

建立专业运维队伍，提高自主运维能力；关键岗位专职

专岗；完善日常运维工作的制度和流程，提升运维能

力。

第五章节：健全信息科技风险管理体系，加强重

点领域风险防控。非银机构应配备专职信息安全管理人

员，制定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严格落实国家相关政策

法规；加强网络区域划分和隔离，；通过部署防病毒、

防攻击、防篡改、防泄密、防抵赖等措施提升系统抵御

内外部攻击破坏的能力；定期开展安全评估和上线前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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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测试，确保系统安全；实现敏感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的

安全管理，对非法非法外联等各类违规行为的监控、阻

断和审计；开展业务连续性管理，重要系统应进行同城

或异地备份，制定信息科技应急预案，每年进行演练；

加强外包风险管理。

第六章节：加强监管指导。加强对非银机构的监

管；特别要加大重点风险领域的监管力度，严防重大风

险隐患；强化问责机制，要求非银机构按照《商业银行

业务连续性监管指引》有关要求，及时报送重要信息系

统服务中断或重要数据损毁、丢失、篡改、泄露情况，

妥善处置对本机构或客户利益造成较大损害的重大突发

信息科技事件。

从上文快速浏览中可以发现，《指导意见》对信息

科技治理、信息科技风险管理、信息科技战略规划、数

据治理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和运维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

内容涵盖了信息科技工作的方方面面，为非银机构信息

科技建设和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

绿盟科技将对《指导意见》中涉及信息安全技术

的内容进行着重梳理，通过三期的解读，分析《指导意

见》中相关要求，并就如何落地提出建设思路。

《指导意见》中涉及信息安全技术的内容包括开发

安全管控、安全意识教育、安全技术保障体系建设、网

络区域划分和隔离、安全漏洞管理、上线安全检测、数

据安全管控、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等八方面内容。

本期将对开发安全管控和安全意识教育两部分内容

进行解读，分析具体要求，并提出落地建设思路。

《指导意见》第四章节明确“非银机构应制定开

发测试相关制度、标准、流程，规范管理自主开发或外

包开发过程。安排专人负责项目管理，合理控制项目进

度。重视需求分析，规范设计，兼顾业务功能与非业务

功能需求。选取适当的开发测试方法，确保系统开发测

试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明确安全开发规范，加强信息系

统的安全设计、研发和测试。”

《指导意见》之所以指出应规范开发过程控

制，完善开发过程中需求、设计、测试工作，并着

重指出加强安全开发规范，加强安全设计、研发和

测试，是因为相关数据表明应用已经部署后再进行

修复漏洞的成本，最高可达需求阶段时进行完善分

析和设计所消耗成本的30倍，一旦漏洞需要在部署

上线后修复，除去相对固定的漏洞修复工程成本，

还将伴随着该用户一定程度上的业务能力损失。在

开发阶段从需求和设计阶段着手对漏洞进行管理，

可大幅度降低修复成本，同时在修复手段的选择上

也具有最大的灵活性。

解读

解决开发阶段的安全问题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

开发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控，通过应用开发的需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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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编码、上线和运维等阶段的安全管控，制定各阶段

安全目标和措施。期间，每个阶段都要实现本阶段的安

全目标，确保后续阶段工作的开始是建立在前一阶段

“正确”前提上的延续，从而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

控。

在应用开发的需求阶段，需要结合应用系统业务承

载、应用场景等进行安全需求分析，提出应用系统安全

目标；在设计阶段，通过受攻击面分析、威胁建模等手

段形成明确的基于业务流程的安全设计方案；在编码阶

段，针对系统的安全功能、安全策略、安全实现等三个

方面，明确应采用的安全编码方法，保证权限对象、数

据流、交互处理、数据存储、边界处理的安全性；在测

试和上线阶段对系统安全目标实现情况、安全缺陷等问

题进行检测，确保系统上线时已修复严重风险问题。

《指导意见》第五章节明确“非银机构应配备专职

信息安全管理人员，制定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严格落

实国家网络安全政策法规的有关要求，定期开展安全教

育，提高员工信息安全意识。……”

世界头号黑客Kevin Mitnick曾说过一句话：

“人是最薄弱的环节。你可能拥有最好的技术、防

火墙、入侵检测系统、生物鉴别设备，可只要有人

给毫无戒心的员工打个电话……”。由于缺少足够

的信息安全意识，他们往往因为自己的便利而违反

信息安全规章，也往往意识不到，因为自己的这种

行为，会将其他同事乃至整个组织推向危险的境

地。在很多看起来不起眼的细节上，都隐藏着对组

织致命的安全隐患。

解读

为了保证信息系统和业务流程的正常运行，企业

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购买安全设备、制定操作规章

制度，但在花费大量财力和精力后，发现同样的简单安

全事件反复出现，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员工的安全意识

低、有章不循，大量的制度、规程形同虚设，导致上述

情况频繁出现。因此，组织迫切需要提升全员的信息安

全意识，对员工进行信息安全意识方面的教育，让员工

建立起保护企业的责任感，才能够整体提高组织的信息

安全水平。

安全意识教育包括安全培训、海报、员工手册、终

端屏保、员工手册等多种形式。安全培训最易组织和实

施，效果最直接，是最经常使用的方式之一，但安全培

训的弊端也比较明显，就是持续时间短，因此安全培训

常常结合终端屏保、海报和员工手册等方式，实现持续

的安全教育和宣传。

由于篇幅限制，后续解读请参见下期安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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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面对日益加剧的竞争及技术变革的加快，IT外包以

精专业、高效率、低成本等优势，成为了国内各大金融

机构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但IT外包强势进驻的

同时，给各金融机构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近年来外

包风险事件越来越多，也引起了监管单位的重视，2008

年初，银监会发布《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包风险管理指

引》（征求意见稿），并于2010年6月正式发布《银行业

金融机构外包风险管理指引》（银监发[2010]44号），且

先后下发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监管指

引》（银监发[2013]5号）、《关于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

信息科技非驻场集中式外包风险管理的通知》（银监办

发[2014]187号）及《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银行业

金融机构信息科技非驻场集中式外包监管评估工作的通

知》(银监办发[2014]272号)，要求各地各级银行业金融机

构遵照执行。

二、外包体系建设总思路

绿盟科技依据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针对银行业

金融机构IT外包管理现状，从组织架构、战略建设及风

险管理、生命周期管理、集中度风险管理、非驻场外包

管理、重点外包服务机构管理共六个方面为金融用户提

银行业金融机构
信息科技外包管理体系建设及
落地经验分享（上）
陈爱珍

供咨询建设服务方案，协助金融机构建立一套外包前、

中、后期的全流程风险管理体系，形成有效外包风险内

控机制，同时建立完善外包风险管理持续改进机制，并

促使金融用户满足行业监管合规要求。

重点外包
服务机构
管理

管理
组织架构

战略建设
风险管理

生命周
期管理

集中度
风险管理

非驻场
外包管理

外包

◆◆ 外包管理组织架构：包括但不限于外包管理制度

与流程；外包管理职责及权限；外包管理报告路径；外

包管理效果评价等。

◆◆ 外包战略建设和风险管理：包括但不限于外包战

略制定；外包战略合理性评估；外包风险管理情况等。

◆◆ 外包服务生命周期管理：包括但不限于外包风险

评估及准入；服务商尽职调查；外包服务合同及要求规

范性；外包服务安全管理；外包服务监控与评价；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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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安全与应急等。

◆◆ 外 包 集 中 度 风 险 管

理：外包服务提供商机构集中

度风险识别；外包服务提供商

机构集中度风险防范等。

◆◆ 非驻场外包管理：包

括但不限于非驻场外包风险管

理；非驻场集中式外包风险管

理；非驻场集中式外包监管评

估等。

◆◆ 重点外包服务机构管

理：包括但不限于重点外包服

务机构准入；重点外包服务应

急管理；重点外包服务机构风

险管理及审计要求执行等。

◆◆ 其他方面：包括但不

限于关联外包管理；内部人员

风险管理；监管报送等。

三、外包管理组织架构建设

《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包风险管理指引》中“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董事会和高级

管理层应当承担外包活动的最终责任”明确了金融机构IT外包风险的最终责任承担

者；并将外包管理体系分成了三个层级，分别为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及外包管理团

队，同时明确提出了各自的职责范围；《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监管指

引》明确了外包活动执行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的职责，绿盟科技结合《商业银行信

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的决策机

构为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具体

机构为信息科技管理委员会、风

险管理委员会和招标委员会。

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的第一道防线为信息科技部，主要

由承担信息科技外包项目的项目经理与相关业务部门的

信息科技外包管理人员组成。信息科技部及相关业务部

门须指定一名专职或兼职的信息科技外包管理人员，所

有开展信息科技外包活动的业务部门均需要将外包项目

及相关数据报送信息科技部集中管控。

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的第二道防线为风险管理部，承担

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的集中管控和日常工作的组织与开展；

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的第三道防线为审计稽核部，承担

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的独立审计职责。

董事会

行长

信息科技管理委员会

各部门
综合岗
（外包
风险管
理接口
人）

各部门
综合岗
（外包
风险管
理接口
人）

项目经理
（信息科
技外包项
目）

项目经理
（信息科
技外包项
目）

业务部门 风险管理部 审计稽核部

风险管理委员会

招标委员会

决策监督

管理审计

一道防线集中管控科技外包项目

信息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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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要求，对

信息科技部门、风险管理部门以

及审计稽核部门进行了职责界定

以及管理工作流程梳理。

外包指引对于金融机构信

息科技外包管理进行了非常全面

的要求，具备有权威且专业的指

导意义，但我们在评估咨询活动

中发现，在大多数金融机构，尤

其是农商行、城商行等中小银行

机构落地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岗

位职责界限不清晰、人员变动频

繁等问题，针对此类问题，绿盟

科技建议现有的IT外包组织架

构一道防线中，增加设置项目经

理和部门外包风险管理接口人角

色，其中项目经理主要负责落

实管辖项目内的所有执行工作，

包括项目立项、合同签订、项目

实施及验收等全阶段外包管理活

动；而考虑到项目经理角色的易

变性，我们在每一个外包一道防

线部门都需要设置一个外包管理

接口岗位，由其进行所在部门外

包风险管理的培训、宣贯、推动

及定期的外包考核归档汇报，使

本部门负责管理信息科技外包项

目的项目经理能够及时地、正确

地理解和遵循本行信息科技外包

管理的制度要求和工作流程。

四、落地难点对策

在对多家金融机构进行交流和咨询服务后，我们发现有部分金融机构存在一

个共性问题：有部分IT外包项目是由业务部门主导并开展实施的，且现有工作流

程并未流转到信息科技部门，因此无法在一道防线进行IT外包统一监管。如何能

不改变现有工作流程且满足监管要求下实现IT外包风险管理，绿盟科技根据行业

建设经验建议参考如下框架进行组织架构优化调整：

一道防线分散管理自主管控型外包管理组织架构的优势在于不改变现有组织

架构及工作流程，业务部门和信息科技部门共同承担IT外包一道防线，并为本部

门所管辖的IT外包项目负责，且可并行向信息科技管理委员会沟通汇报，归口管

理设在二道防线风险管理部门，由风险管理部门进行机构内IT外包风险管理及监

管汇报。

（此文由于篇幅限制将分期刊登，后续我们将继续对银行业金融机构IT外包

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建设及落地进行分享。）

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的决策机

构为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具体

机构为信息科技管理委员会、风

险管理委员会和招标委员会。

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的第一道防线为信息科技部及开

展信息科技外包活动的相关业务部门，主要承担信息科

技外包项目的项目经理与相关业务部门的信息科技外包

管理人员组成。信息科技部及相关业务部门须指定一名

专职或兼职的信息科技外包管理人员。

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的第二道防线为风险管理部，承担

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的集中管控和日常工作的组织与开展；

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的第三道防线为审计稽核部，承担

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的独立审计职责。

董事会

行长

信息科技管理委员会

各部门
综合岗
（外包
风险管
理接口
人）

各部门
综合岗
（外包
风险管
理接口
人）

项目经理
（信息科
技外包项
目）

项目经理
（信息科
技外包项
目）

业务部门 风险管理部 审计稽核部

风险管理委员会

招标委员会

决策监督

管理审计

一道防线分散自主管控科技外包项目

信息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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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一代数据中心对网络安全部
署带来的新挑战

新一代数据中心开始大量应用云计算技术，采用了

计算、存储及网络资源松耦合模式，虚拟化各种IT设备

及系统、模块化与自动化程度较高。正因为新一代数据

中心的优势和特点，使其吸引并整合了更多的资源，同

时伴随着国内运营商光进铜退的网络演进方向，公众用

户接入网带宽也以10-50倍标准提升，这些都造成了新一

代数据中心网络出口带宽大幅度增长，对安全产品的部

署提出了新的挑战。

新一代数据中心动辄的网络出口带宽形成的大流量

场景对于网络入侵检测、网络安全审计、网络DLP、流量

分析等旁路部署的网络安全产品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

二、新一代数据中心旁路安全分析
产品的部署需求

基于旁路部署的安全产品在新一代数据中心大流量

场景下存在明显的性能瓶颈，单机性能与实际待分析流

量的差距亟待解决。

其主要差距如下：

◆◆ 部分交换机、路由器支持的SPAN端口数量有

限，当存在多个镜像需求时，如网络协议分析设备、流

量流向分析系统、网络安全审计设备、网络入侵检测设

备、网络DLP设备时，往往不能满足，必须通过部署多台

设备或者只能分层部署上述设备。

◆◆ 新一代数据中心力推的扁平化设计架构，汇聚

接入层整合后，数量非常庞大，对旁路分析安全产品端

口数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分层部署很难实现，使得旁

路分析产品的更为集中的部署在核心交换层或网络出口

层。

◆◆ 新一代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大量使用40G、100G

接口，而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大多只有10G端口，基本的端

口镜像就存在一个数量级的差异。

◆◆ 分析设备还希望对监控的流量进行细粒度的筛

选，比如针对协议、端口、TCP◆Flag等信息进行过滤。

◆◆ 新一代数据中心数据中心网络出口设备大量使用

了10GE◆WAN、40G◆POS等广域网封装格式，而目前旁路

安全分析设备大都只支持10GE◆LAN的封装格式，需要专

业的协议转换设备实现格式转换。

◆◆ 新一代数据中心网络出口大多是双活架构以及链

路捆绑技术，即便部署的多台安全分析产品还是无法克

服流量会话不完整的问题。

新一代数据中心
网络安全产品的旁路部署方式探讨

金融事业部　陈炜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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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迫切需要一套专业的解决方案帮助用户克服上述的部署困难。

三、解决方案

3.1  基于流镜像的解决方案

部分交换机产品可以支持基于ACL的的镜像策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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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司内的各部门之间使用不同网段的IP地址，其中销售部和技术部分

别使用192.168.1.0/24和192.168.2.0/24网段，通过启用基于ACL的流镜像功

能，使IDS-1可以监控技术部访问互联网的WWW流量，IDS-2监控技术部在

工作时间发往销售部的IP流量。

该方案提供了将监测待流量分解的方法，但并不智能，一旦配置的镜像

流量超过单台设备的处理上限，还会出现性能瓶颈，而且也能不能实现协议

转换、流量裁剪等需求。

3.2  基于分流器的解决方案

对于上述问题，业界目前推荐采用基于分流器产品的完整解决方案。

从早期的TAP发展到现在的网络分流器，已经可以实现对镜像、分光流

量的复制、汇聚、过滤，通过协议转换功能实现10G/40GPOS数据转换成万兆

LAN数据，按照特定的算法进行负载均衡输出，输出的同时保证同一会话的

所有数据包，或者同一IP用户的所有数据包从同一个接口输出。

分流器主要功能特性：

◆◆ 支持过五元组（源IP、目的IP、源端口、目的端口、协议）收敛的方

式来提取特定IP、特定协议、特定端口的数据流量。

◆◆ 支持根据特定的HASH算法，确保同源同宿、负载均衡输出，保证回

话完整性。

◆◆ 支持按照字符串特征码过滤转发、支持会话管理。

◆◆ 支持多用户。命中同一条规则的数据包可以同时提供给第三方，或者

可对输出接口上数据的镜像和复制，保证了多套应用系统的数据接入。

◆◆ 支持100G、40G◆POS、10G◆POS/WAN/LAN、2.5G◆POS、GE多种接

口。

◆◆ 支持40G◆POS、10G◆POS和2.5G◆POS到10GE◆LAN或者GE之间的协议

转换，支持10GE◆WAN到10GE◆LAN、GE的双向协转。

3.2.1◆◆基于分流器负载均衡的部署方式

如下图所示，分流器设备使用两个40G端口接收交换机的镜像流量，然

后将镜像的流量经过同源同宿处理后，采用10GE◆LAN◆接口平均输出给4台入

侵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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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基于分流器加权负载均衡的部署方式

如下图所示，分流器设备使用两个40G端口接收交换机的镜像流量，然后将

镜像的流量经过同源同宿处理后，采用10GE◆LAN◆接口按照设备性能选择流量的

输出比例提供给4台不同档次的入侵检测设备。

3.2.3◆◆基于分流器多业务复用的部署方式

如下图所示，分流器设备使用两个40G端口接收交换机的镜像流量，复制成

为两份，将镜像的流量经过同源同宿处理后，采用10GE◆LAN◆接口将两份流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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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输出给入侵检测设备及网络DLP设备，其中网络DLP设备采用负载均衡的输

出策略，入侵检测设备采取加权负载输出的策略。

3.2.4◆◆协议转换

如下图所示，分流器设备使用两个40GPOS端口接收边界路由器的分光

流量，流量经过协议转换及同源同宿处理后，采用10GE◆LAN◆接口将流量以

负载均担的方式分别输出给DPI设备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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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金融行业飞速发展，网银、互联网金融等

的繁荣令人瞩目，与此同时安全风险也在不断积累，暴

露出诸多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

告再次提及互联网金融，要求警惕累积风险。今后，金

融科技风险的防范将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许

多金融企业采取了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以降低金融科

技安全风险，并部署了一系列的安全防护类、访问控制

类，以及安全审计类安全设备，如防火墙、入侵检测、

入侵防护、网络审计、漏洞扫描等等。但随着金融机构

的不断扩容和业务不断增加，金融安全的信息量也在迅

速膨胀，使得金融行业信息安全从业人员逐渐感到利用

传统的安全产品很难快速定位和解决安全问题，从而降

低了信息安全保护的效果和投资效益。

目前，信息安全部署和实施存在诸多隐患问题，比

如安全信息量的不断迅速膨胀，信息安全技术人员的匮

乏问题逐渐显现，这些问题暴露出了单点部署、非统一

结构的安全运维体系的脆弱性，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网络中安全设备、网络设备、主机服务器系

统等各类设备产生大量安全日志数据，使得安全技术人

员无法快速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海量数据导致信息处理

工作量增大；

第二，各类设备，不同型号、不同厂家，所产生的

海量安全日志数据格式均不相同，异构的安全日志数据

浅谈企业安全平台金融行业应用
金融事业部　杨　毅

很难做到信息共享，导致无法实现网络安全日志数据的

集中处理和关联分析；

第三，安全事件发生后，虽然单一的安全设备能够

提供一定的解决方案，但是缺少合理详细的处理建议和

针对事件处理流程的跟踪机制，导致安全事件不能被快

速和有效的处理，同时安全技术人员的工作效率也无法

得到衡量；

第四，缺少统一的安全知识共享平台，导致组织整

体的安全水平不高；

第五，信息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相对孤立，缺乏衔

接二者的接口，使得管理和技术都只起到事倍功半的效

果。

针对上述种种安全隐患问题，出现了以信息资产为

核心，安全事件为主要流程，风险管理为导向的第一代

安全管理平台。但是，随着当今网络技术在不断发展，

云计算技术不断成熟，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络用户的

信息安全也正在经受考验。大数据带来新的机遇的同

时，也带来了更多网络安全风险，传统安全管理平台中

的事件分析及管理能力已经越来越难以应对APT攻击等未

知特征的威胁形式。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网络环境、海量

的报警数据、恶意事件的艰难追查等，传统单点式的安

全运维体系已经不足以支撑企业现在的安全环境。企业

需要更智能化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日益增加的未知安全威

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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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还应从信息安全风险管理视角，采用大

数据技术，在物理、网络、主机、应用、数据及进一步

细化的层次上，建立起风险感知、监控及预警平台，实

现量化的安全风险管理、图形化的安全风险定位、可交

互的安全事件监控和实时的安全态势感知，并形成一系

列知识库、规则库等最佳实践成果。

企业安全平台在安全体系架构中，把关注技术细节

的信息安全产品、关注事件处置流程的运维、关注整体

安全态势的管理层面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因此企业安全

平台的建设不仅是安全技术手段的快速提升，同时也是

管理体系上的高效改进。

企业安全平台基于全网海量多源异构各类安全日

志数据、告警数据、业务数据、网络流量和网络运维

数据，通过数据的集中分析，构建金融大网安全场景分

析，实现安全风险与态势的实时感知。将事前风险合规

性管理运维流程成果量化、事中发生的各类安全告警和

异常行为及时感知，事后安全平台监测到的业务异动和

事件处置运维流程情况，全部汇总统一成风险感知的业

务数据链。

企业安全平台的应用，应该是将风险可视化技术应

用到信息安全风险管理全生命周期，从决策、管理和执

行的视角，以及事前、事中、事后的不同维度，研究多

层面、多视角信息安全风险量化评估模型、态势评价模

型、可视化展现框架和可视化交互技术，将被动式信息

安全管理转为主动式信息安全管理，逐步提升信息安全

风险精确管控、动态决策和持续改进能力。

最后，平台还应该面向各类使用者，包括决策者、

管理者、安全运维人员、业务部门人员、系统管理员，

为不同视角人员提供不同的安全业务数据和统计分析。

综上所述，企业安全平台的建设解决了海量数据和

信息孤岛的困扰，整体上简化了安全管理的数据模型。

将来自网络中各类IT基础设施的多类数据都会存储到一

个通用数据库中，根据科学的策略进行智能关联分析。

企业安全平台已经逐步成为信息安全技术人员在工作过

程中的一把利器，能够更有效地回应不断变化的安全风

险。

文献参考：

刘庆华,◆朱传生.◆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可视化安全态势感知[J].◆网

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15(11):46-46.

http://www.ccidnet.com/2015/0612/9992332.shtml

http://netsecurity.51cto.com/art/201111/3011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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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知威胁

1.1 未知威胁来源

谈到未知威胁，首先还是从APT攻击开始谈起。APT

（Advanced◆Persistent◆Threat）高级持续性威胁，是指隐匿

而持久的计算机入侵过程，通常由某些人员或组织精心策

划，针对特定的目标。

◆◆ Advanced高级——采用先进的攻击技术和复杂的

攻击工具，利用多种0day漏洞。

◆◆ Persistent◆持续性——长期潜伏监或控制特定目

标。

◆◆ Threat威胁——人为参与策划的攻击行为。

综上所述，APT攻击由于利用0day漏洞，攻击技术复

杂，具有特点：

◆◆ 不易发现

◆◆ 渗透性强

金融行业未知威胁检测探知之道
金融事业部 张政祺

——对于信息安全而言，建立完善的安全体系和纵深的防御

措施是目前主流的安全理念。相较于防护，针对已经存在于

系统中的威胁检测，特别是由 APT 攻击带来的未知威胁检测，

就显得手段单一，架构模糊，效果也就差强人意。因此，本

文针对未知威胁检测探知的思路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APT攻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且极其隐蔽，不易被

发现，具有特点：

◆◆ 潜伏周期长。

因此在系统中，有别于传统的病毒、蠕虫或各类已

知攻击手段，APT攻击带来的是真正的未知威胁。基于以

上特点，未知威胁存在于网络中的可能性更高，且更隐

蔽。

1.2 攻击目的

上文中提到“APT攻击带来的是真正的未知威

胁”，那么攻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的信息系统中，

攻击者最在意的是什么？下图中，列举了几项知名的APT

攻击事件，通过分析攻击者的攻击行为与攻击结果，总结

出APT攻击背后的真实意图。

行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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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目的总结为三类，获取信息，既攻击者通过数

据窃取方式得到敏感信息和关键信息；控制主机，既攻击

者取得主机控制权以便监视行为和远程操控，大部分情况

下，作为跳板机，目的同样是获取信息；摧毁目标，既破

坏物理设备。

从上述7个APT事件结果来看，其中6个都是以获取

信息为目的，占比为85%；仅有1项是以破坏物理设备为

目的，占15%。

1.3 金融行业未知威胁

未知威胁在金融行业中，数据窃取为目的占比远高

于行业平均，也就是几乎所有攻击全都指向关键服务器，

目的是获取有用的客户信息（银行和保险）、机密的交易

数据（证券和基金），最终通过这些信息获得经济利益。

知名的“证券幽灵”就是典型的针对数据窃取的攻

击。长期潜伏在证券业者网络内的未知威胁，慢慢积累大

量交易信息，通过这些内幕信息交易获利。

因此，在自己的网络内是否存在此类未知威胁，成

为了金融行业信息安全从业人员的一个心病。在建立完善

的安全体系扎紧篱笆后，是否存在之前潜伏的未知威胁？

该如何去发现它？

2. 未知威胁探知

2.1 未知威胁防御

谈未知威胁检测前，简单来介绍下未知威胁的防御

之道。

对于未知威胁的防御，传统的安全解决方案，如

IPS、防病毒等基于签名技术的防护手段已经不再有效。

目前比较理想的方式是采用沙箱虚拟执行，构造一个可

控，可记录的真实模拟环境，运行可疑文件，通过其触发

的行为和网络连接状态来判断是否属于未知威胁。

行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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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未知威胁检测之殇

目前信息安全技术措施主要落在“防”上，“检”的手段单一，效果欠

佳；安全管理理念建好防护体系，没有安全事件发生的网络环境默认安全，

忽视“检”的作用。意识形态上检测的不必要性，安全手段上检测能力的差

异性，导致安全威胁、未知威胁检测发展步伐缓慢，严重滞后，是整个安全

防御体系中的一大短板和隐患。

2.3 未知威胁检测探知之道

那么沙箱虚拟执行的防御模式能否应用到未知威胁检测中来呢？答案是

否定的。通常需要被检测的网络内设备众多，设备中的文件类型繁杂，数量

更是惊人，要完成每个文件的虚拟执行来判别是否为未知威胁是不现实的。

未知威胁检测探知的思路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展开，以◆APT攻击的目标终

端为本，未知威胁的异常行为为导向，通过逆向的思维来推导出如何对未知

威胁进行检测。

逆向的第一步是判断终端设备是否为安全的，如果是安全的终端，则不

考虑检测方法；如果是不安全的终端则判断其是否为APT攻击的最终目标。

前文中提到金融行业APT攻击目的是数据窃取，因此攻击者需要最终到达关

键服务器和存储关键信息的终端设备。所以，未知威胁的检测目标进一步可

以细化为跳板机和目标机。

跳板机

跳板机，APT攻击的非最终目标，通过它作为中转站将未知威胁传送到

真正的目标主机。

行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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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威胁存在于跳板机中有两种状态，一是潜伏期，二是活跃期。

第一种状态暂时对终端设备没有任何威胁，且不易被监测到，因此不考

量此状态下的检测手段。

第二种状态下，未知威胁会通过一系列行为向真正的攻击目标转移，

在此过程中通过网络、主机层的安全检测手段来进行未知威胁探知。此过程

中，通常的攻击行分为两步，判断终端——攻击跳转。

1）APT攻击在前期准备过程中，会有大量社工行为，充分掌握攻击目标

的人员资料、网络情况等等信息，所以通过主机信息可以判断终端是否为最

终攻击目标，既关键服务器等。扫描主机的过程会是一个异常的终端行为，

因此，对于跳板机的未知威胁检测第一种方式就是针对异常的终端行为日志

分析。采用绿盟企业安全平台ESP对终端设备日志收集，将大量的日志数据精

细化到安全日志，结合其他安全设备日志，达到未知威胁检测的目的。

2）攻击者判断终端为跳板机后，未知威胁必然会通过网络传播，自我复

制传输到其他的终端设备。APT采用较多的水坑式或鱼叉式攻击，针对办公

网络，在此类型网络内，使用者网络行为较为固定，因此可以绘制出网络行

为白名单作为安全基线。因此，在传输过程中，通过安全基线可以很容易的

发现网络中的异常行为，结合绿盟成熟的NGTP方案（IPS+TAC）便可在此

阶段检测出未知威胁。

目标机

目标机，APT攻击的真正目标，窃取此终端上的关键数据。

未知威胁在目标机上的行为模式与绿盟态势感知攻击链模型中的几个阶

段相对应。

攻击链模型分为七个阶段：侦查——工具制作——投送——攻击渗

透——安装工具——命令控制——恶意活动。

目标机的未知威胁行分为是：判断终端——下载工具——安装工具——

数据窃取——数据传输。对应攻击链模型中后四个阶段，覆盖了APT攻击整

个事中阶段。

行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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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跳板机相同的终端判定，未知威胁的检测方式同上，不予累述。

2）攻击者判定为目标机后，大部分的APT攻击会从CC服务器下载病

毒、木马或者其他恶意程序，从而产生异常的网络行为，采用IPS+TAC组合

拳在网络层进行检测防护。同时，绿盟威胁情报中心NTI拥有的恶意IP情报，

能定位出CC服务器，结合IPS更加准确的抓住网络内的未知威胁。

3）4）木马安装和数据窃取阶段产生的异常用户行为，采用用户行为

基线结合绿盟NGTP方案（IPS+TAC）便可做到未知威胁检测。当数据存储

于数据库中，绿盟DAS能对关键数据库操作进行防护检测，判定用户操作行

为、操作权限，从而发现可能存在的未知威胁。

5）与行为2下载工具阶段的网络数据流向相反，但产生相同的异常用户

和网络行为，可以采取上述相同的威胁检测手段。

未知威胁探知在APT攻击的各个阶段采取的手段措施多样，是一个综合

性的解决方案。真正要做好对APT的防护，未知威胁的检测，还需要用户和

安全厂商的共同努力。

在做好“防”的情况下，完成“检”或许才能真正的让用户的信息安全

水平得到提升。

行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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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

事件综述

IBM◆X-Force安全团队近日发现了一个Dridex银行木

马的升级版本，该版本被称为Dridex◆v4。Dridex是最为流

行的银行木马之一，最早于2014年被发现，由于它当时

使用了GameOver◆ZeuS(GoZ)恶意软件的相关技术从而被

认为是GoZ的继任者。新版本的Dridex◆v4的重要改进是

其使用了AtomBoming技术注入恶意代码从而躲避杀毒软

件的查杀。AtomBoming技术由enSilo公司提出，利用了

Windows操作系统原子表(Atom◆Table)的设计缺陷，可将

恶意代码写入其中，并在之后检索和执行。

样本概述

样本是一个64位dll文件，采用AtomBombing技术将

代码注入到explorer.exe完成流量劫持。设置注册表键值完

成自启动，创建计划任务每隔1小时执行一次。

样本分析

分析环境

系统 Windows 7, 64bit

使用工具 ProcessMonitor, Xuetr, Wireshark, 
x64dbg, IDA,

TAC检测结果 

绿盟科技详解 Dridex 网银木马升级版本
发布时间：2016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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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

文件结构

文件名 MD5 功能简介

4599FCA4B67C9C21
6C6DEA42214FD1CE

4599FCA4B67C9C21
6C6DEA42214FD1CE

劫持 443 端口的数据流
量发往远程服务器

版本信息

主要功能

1.◆修改本机的秘钥集文件，生成新的秘钥对用于劫持https通信。

2. ◆ 样本会创建计

划任务运行应用程序，

对其进行dl l劫持来运

行 自 身 ， 通 过 在 注 册

表HKCU\So f tw a r e \

Microso f t\Windows\

CurrentVersion\Run设

置开机启动项来运行正

常 应 用 程 序 ， 对 其 进

行dll劫持实现开机自启

动。

3.◆通过创建并运行

cmd文件添加防火墙规

则，允许explorer.exe进

行端口监听，随后监听

本地443端口。

4.◆劫持443端口的

数据流量发给远程服务

器。

执行流程概要图如

下所示：

开始

注入代码从原程序映射解密后

的代码和数据，创建线程执行

解密代码将原程序所在内存映

射过来并转入入口执行（带参）

通过 atombombing 方式先后

将导入表和数据注入目标线程

修改秘钥集文件，生成新

的密钥对

创建一个事件，apc 注入方式

寻找可被唤醒线程为目标线程

设置开机启动项（dll 劫持完

成开机启动），创建计划任务

实现内存永驻

在 axplorer.exe 进程中寻找目

标线程

向防火墙添加白名单规则后监

听本地 443 端口

解密
劫持 443 端口的流量发往远

程服务器

创建新线程执行恶意代码

修改目标进程的
GlobalGetAtomNameA函数的
前七个字节为跳向注入代码的入口
点，通过 apc 注入执行注入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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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

该样本的各个功能简单介绍如下（包括代码片段与解释说明）：

一、获取目标线程

对自身进行解密，构造新的dll文件：

读取进程快照，查找explorer进程：

获取将被注入的导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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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

导入表中的函数包括：

为了寻找一个可警告的线程，样本打开explorer.exe的所有线程（当前进程线

程为0x26个）进行测试：

创建一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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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

在其他线程通过NtQueueAPCThread◆API请求执行ZwSetEvent：

然后调用WaitForMultipleObjects来选择第一个设置信号的线程：

二、向目标写入注入代码的导入表

向全局原子表添加一个字符串，并验证其是否添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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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

通过NtQueueAPCThread◆API使目标线程调用GlobalGetAtomW，它检索数据

并将其放在目标线程ntdll模块的RW内存空间中（写入一个，删除一个）：

通过读取写入目标线程中的数据并与本地原始数据比较，来确定数据是否写

入成功：

将目标线程中的一块内存设置为RWE属性，通过多次和写入导入表同样的

方式将解密出的汇编代码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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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

完成后将内存属性改为RE：

用同样的方式将目标线程中GlobalGetAtomNameA的前7个字节进行更

改，改为跳向shellcode的指令:

修改后的GlobalGetAtomNameA函数：

通过NtQueueAPCThread◆API使目标线程调用GlobalGetAtomA，由于该函

数的前7个字节被更改，因此会执行shell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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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

shellcode部分：

恢复GlobalGetAtomA处的修改：

将数据从原始样本处映射进内存，并复制到新申请的本地内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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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

修改复制过来的数据处的内存区域属性为读和执行：

创建线程执行复制过来的代码，完成后设置事件，之后返回执行原线程。

该线程会获取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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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

将样本内存映射过来复制到自己内存后，转去执行(带有参数，参数为之前复

制过来的数据所在地址)：

检验参数是否有效：

如果参数有效则创建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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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件

修改了密钥集文件，新建密钥对。该部分操作是为了后面劫持https通信：

新生成密钥对：

读取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的exe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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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导入表中挑选出了要伪造的目标文件，将其读取进内存查看导入表等内

容：

新创建了一个PE格式的文件（该文件为样本根据正常的动态链接库文件的导

出表伪造的，用于实现dll劫持），将其保存在临时文件夹下：

创建了一些*.cmd文件，功能为给防火墙添加规则，允许explorer.exe监听本

地端口：

安全事件



行业研究

2017.04  /  安全月刊 35

将新创建的临时文件放入新建的文件夹并命名为appwiz.cpl（appwiz.cpl为

样本选择伪造的目标文件，具体哪个跟调用它的应用程序有关，伪装成appwiz.

cp l文件的恶意样本，获得执行权后执行内容和解密后的样本文件一样），

并将OptionalFeatures.exe（调用appwiz.cpl的正常应用程序）放入该文件夹

（OptionalFeatures.exe为目标应用程序，运行时会调用appwiz.cpl文件，恶意样本

对其进行劫持），并通过注册表将正常应用文件设置为开机启动项。

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有两个类似的文件夹，只有其中一个的应用程

序被设置开机启动，另一个通过创建计划任务来执行，每隔一小时执行一次，实

现内存永驻:

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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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创建的*.cmd文件路径设置到注册表项HKCU\Software\Classes\MSCFile\

shell\open\command\(Default)：

通过创建进程eventvwr.exe来执行各个cmd文件，由于之前对注册表相关项

的修改，该进程会运行HKCU\Software\Classes\mscfile\shell\open\command下的程

序，随后将与此有关的注册表项复原，执行一个清除一个：

完成以上操作后，样本开始执行网络部分的功能。

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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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行为

该样本的网络功能为劫持443端口流量。

监听本地443端口，无限循环select，如果成功则accept后创建线程：

模拟连接之后，样本会创建一个新线程：

尝试接收数据：

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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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数据后调用connect函数：（连接的IP地址是无效的0.0.0.0）:

模拟连接后发现程序将443端口接收的数据发送给新连上的服务器，然后开

始重复该接受和发送动作：

启动方式

创建类似这样的开机启动项：应用程序为正常程序，它的同目录下会有一个

该应用程序运行时所需的动态链接库文件，在应用程序运行时对其进行劫持完成

自启动：

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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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软对抗

样本通过动态链接库劫持获得执行，采用AtomBombing技术注入shellcode，

注入完成后恢复原程序环境以创建线程方式运行恶意代码，不影响宿主程序正常

执行，动态获取API增加检测和分析难度。注册表中通过将正常程序设置为开机

启动项然后对其所需动态链接库进行劫持完成开机启动，不会被检测到。使用

EVENTVWR.EXE和修改注册表的方式执行*.cmd文件。

防护方案

1. 用户自我检测

（1）有两个C:\Windows\System32\0485[随机]\目录，目录下分别有一个exe

文件和它运行时所需的dll或cpl文件。

（2）在HKCU\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注册表项含

有检测方法（1）中exe程序的启动项。

（3）查看计划任务列表，会发现样本创建的名为检测方法（1）中exe程序名

的计划任务。

（4）explorer.exe程序会监听443端口。

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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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查看C:\User s\用户名\AppData\Roaming\Microso f t\Crypto\

RSA\S-1-5-*\*文件是否被修改

（6）检查防火墙规则，如果感染木马，会发现名为“Core◆Networking◆-◆

Multicast◆Listener◆Done◆(ICMPv4-In)”且程序名为“C:\Windows\Explorer.EXE”

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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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对此恶意样本进行检测，保护客户系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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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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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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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门铁克曝朝鲜黑客组织
网络攻击全球 31 家银行

据赛门铁克研究人员称，朝鲜◆APT◆组织“Lazarus”

曾对全球◆31◆家银行进行了一系列网络攻击。其中，孟加

拉国央行、韩国索尼损失最为严重。

专家表明，◆2014◆–◆2015◆年◆Lazarus◆APT◆组织的攻击

活动频繁增加，其成员主要使用专门定制的恶意软件对

各组织进行攻击。Lazarus◆自◆2009◆年以来一直活跃在朝鲜

领域，或许早在◆2007◆年，该组织就已经参与了网络间谍

活动。

赛门铁克专家表示，Lazarus◆在使用“◆loader◆”进行

攻击的同时，还会安装其他恶意程序。美国和韩国政府

指责过来自朝鲜的攻击，但朝鲜政府并没有出面做出解

释，目前暂时赛门铁克也无法提供◆Lazarus◆窃取受害人钱

财方面的证据。

据赛门铁克的专家调查显示：Lazarus◆上月发起的

网络攻击曾导致了整个波兰银行系统感染恶意软件。波

兰银行也证实，他们的工作人员在访问波兰金融监管局

（KNF）的网站后系统受到感染。据赛门铁克专家表

明，这一攻击事件背后实施者与◆2016◆年◆10◆月攻击全球◆

31◆家银行的黑客来自同一组织。

在本次事件中，攻击者◆IP◆地址显示他们来自◆31◆个

国家的◆104◆个特定组织。其中，受害者人数最多的是波

兰，其次是美国和墨西哥。

原作者：Pierluigi◆ Paganini　译者：青楚　本文由◆

HackerNews.cc◆翻译整理。

原文链接：http://securityaffairs.co/wordpress/57226/

apt/symantec-lazarus-apt-banks.html

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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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支付巨头Verifone遭遇网络攻击！知名网络安全

记者布莱恩·克雷布斯(Brian◆Krebs)声称，信用卡和借记

卡支付服务商Verifone的内部计算机网络遭遇网络攻击。

根据克雷布斯的分析，这起入侵事件发生在去年。

Verifone为美国领先的信用卡终端提供商，作为全

球安全电子支付领导者,◆其业务范围遍布全球150多个国

家，全球员工近5000名。该公司提供销售点(PoS)服务，

销售终端设备，旨在为各类企业(包括加油站、零售商和

出租车)提供信用卡和借记卡刷卡服务，以协助处理付

款。

Verifone得知遭遇入侵的消息后，于2017年1月23日

美国支付巨头 Verifone
遭遇网络攻击

已向员工和承包商发送了一封紧急电子邮件，提醒他们

在24小时内修改所有密码。

这封电子邮件由高级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官史蒂

夫·霍兰(Steve◆Horan)撰写，邮件如下：

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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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积极调查Verifone环境遭遇IT控制一事。我们正

采取相关措施提升控制能力。”

从邮件内容可以看出，Verifone的员工不能在公司手提电脑

和PC上安装任何软件。这就表明，这起入侵事件可能因下载恶

意软件所致。在Verifone发送上述电子邮件的前几天，信用卡公

司Mastercard和Visa向Verifone通知了这起事件。

这起入侵事件影响了一些使用Verifone销售点解决方案的公

司。Verifone称，这起事件的影响范围仅限于公司网络内部，暂

未涉及支付服务网络，因此影响到支付服务系统。Verifone已快

速确定被攻击的信息类型，并已采取响应措施控制了这次入侵事

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滥用信息的可能性不大。

Verifone随后还发发表了一份声明：

“根据迄今为止获取的取证信息，大约24

个加油站的控制器(Controller)受到影响，且攻击

持续的时间较短。我们热认为，攻击者没有针对

其它商户。公司网络和商户的支付终端仍是安全

的，运作完全正常。”克雷布斯在他的博文中

称，Verifone已经聘用了战略合作伙伴--英国数

字取证公司Foregenix◆LTD--秘密调查调查这起

入侵事件。

克雷布斯援引某消息来源称，该事件影响

了Verifone位于佛罗里达州科利尔沃特的客户支

持部。该部门为美国的加油站提供支付解决方

案，包括加油站信用卡支付处理系统、安装在加

油站商店内的手动收银机、远程技术支持和客户

忠诚度计划。

这份消息来源有证据指出，因攻击支付服

务和酒店而臭名昭著的俄罗斯黑客是攻击部分

Verifone内部网络的幕后黑手。自2016年年中以

来，Visa和MasterCard似乎就被告知，入侵者潜

入了Verifone的内部网络。攻击者使用的工具和

技术与2016年入侵甲骨文MICROS部门的网络犯

罪团伙的类似。

来源：ht t p : / /www . 2 c t o . c om/n ew s /◆

201703/611270.html

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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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报道朝鲜黑客将各国银行作为袭击目标

《纽约时报》报道，安全研究人员透露，去年年

底，与朝鲜有关的黑客试图闯入多家波兰银行时留下

了一些信息，显示他们企图从全球100多个机构窃取资

金。朝鲜黑客留下的攻击清单显示目标包括世界银行、

欧洲中央银行等机构，以及美国银行等，唯一一个与中

国有关的目标是中国银行在香港和美国的分支机构，俄

罗斯、委内瑞拉、墨西哥、智利和捷克的央行都在名单

上。

安全研究人员表示，它表明了朝鲜黑客能力的长

进。除了进行宣传鼓吹和窃取数据，以及扰乱敌国的政

府和新闻网站之外，他们的目标现在还转向了资金。越

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朝鲜这个被全球大部分经济体所孤立

的国家胆子越来越大，正在越来越多尝试利用其网络攻

击能力来获取现金。据韩国官员估计，朝鲜拥有一个巨

大的黑客网络，拥有1700名黑客，并由5000多名培训师、

主管和其他人员做后援。由于该国的基础设施不佳，黑

客通常在国外工作，比如中国、东南亚和欧洲等。为了

赚钱，朝鲜黑客还开始使用勒索软件。黑客们会让受害

者支付赎金——通常是比特币——以换取解密密钥。

来源：http://www.solidot.org/

外媒：http://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70327/

north-korea-hackers-global-banks/

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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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Apache◆Struts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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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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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che Struts2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S2-045）
技术分析与防护方案
发布时间：2017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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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盟威胁情报中心NTI关于Struts2漏洞范围分布图

（1）全球分布图

（2）国内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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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球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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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内排行

浙江 北京 江苏 山东 广东 四川 福建 河南 湖北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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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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漏洞POC

（2）漏洞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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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细节分析

It◆is◆possible◆to◆perform◆a◆RCE◆attack◆with◆a◆malicious◆Content-Type◆value.◆If◆the◆

Content-Type◆value◆isn’t◆valid◆an◆exception◆is◆thrown◆which◆is◆then◆used◆to◆display◆an◆

error◆message◆to◆a◆user.

从官方的漏洞描述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漏洞是由于Strus2对错误消息处理出

现了问题，通过Content-Type这个header头，注入OGNL语言，进而执行命令。

本文的分析是基于Strut s ◆ 2 .3 .24版本。首先看一下POC，攻击指令通

过”Content-Type”传递给存在漏洞的服务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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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如下图代码，

将攻击指令执行：

下面先看一下命令执行注入点：

在JakartaMultiPartRequest.java◆的buildErrorMessage函数中，这个函数里的

localizedTextUtil.findText会执行OGNL表达式，从而导致命令执行，我们先看下

findtext的定义：

https://struts.apache.org/maven/struts2-core/apidocs/com/opensymphony/

xwork2/util/LocalizedTextUt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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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它被Jakar taMult iPar tReques t . j ava中的parse调用。Strut s2的入

口Fi l t e rDi spa tcher . j ava接下来执行doFi l t e r函数，执行完一些过滤后进入

prepareDispatcherAndWrapRequest函数，再执行dispatcher.wrapRequest进入request

处理分支，下图就是prepareDispatcherAndWrapRequest的实现，该函数对方法进行

了处理：

接着我们看dispatcher.wrapRequest，当Content-Type为multipart/form-data的

时候会调用MultiPartRequestWrapper,这个是一个对各种不同上传方式的封装，其

中就包含Jakarta等传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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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artRequestWrapper.java封装了parse函数：

我们来看下parse函数，如下图所示：

在parse函数中，当Content-Type格式不被识别时，出现异常，导致OGNL表

达式被执行，这就是我们分析的最初的注入点。

（4）补丁分析

◆◆ 2.5.10.1版本的修复方案：

https://github.com/apache/struts/commit/b06dd50af2a3319dd896bf5c2f4972d2b7

72cf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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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2版本的修复方案：

https://github.com/apache/struts/commit/352306493971e7d5a756d61780d57a76e

b1f519a

官方解决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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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链接如下所示：

Struts◆2.3.32:◆https://github.com/apache/struts/releases/tag/STRUTS_2_3_32

Struts◆2.5.10.1:

https://github.com/apache/struts/releases/tag/STRUTS_2_5_10_1

临时修复方案

◆◆ 在用户不便进行升级的情况下，作为临时的解决方案，用户可以进行以

下操作来规避风险：

修改WEB-INF/classes目录下的struts.xml中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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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EB-INF/classes目录下的struts.xml◆中的struts◆标签下添加<constant◆

name=”struts.custom.i18n.resources”◆value=”global”◆/>；在WEB-INF/classes/◆

目录下新建global.properties文件并添加文件内容如下:

struts.messages.upload.error.InvalidContentTypeException=1。

◆◆ 配置过滤器过滤Content-Type的内容

在web应用的web.xml中配置过滤器，在过滤器中对Content-Type内容的合法

性进行检测：◆

public void doFilter(ServletRequest request, ServletResponse response, FilterChain chain) 

throws java.io.IOException, ServletException { 

String contentType = request.getContentType().toLowerCase(Locale.ENGLISH); 

if (contentType != null && contentType.contains(“multipart/form-data”) && 

!contentType.startsWith(“multipart/form-data”))

 { response.getWriter().write(“Reject!”); }

 else { chain.doFilter(request, response); } 

}

技术防护方案

◆◆ 如果您不清楚是否受此漏洞影响：

1.◆公网资产可使用绿盟云◆紧急漏洞在线检测，检测地址如下：

http://t.cn/RipBq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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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网资产可以使用绿盟科技的远程安全评估系统(RSAS◆V5、V6)或◆Web应

用漏洞扫描系统（WVSS）◆进行检测。

远程安全评估系统（RSAS◆V5）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Aurora/v/5

远程安全评估系统（RSAS◆V6）◆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RsasDetail/v/vulweb

Web应用漏洞扫描系统（WVSS）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Wvss

通过上述链接，升级至最新版本即可进行检测！

◆◆ 使用绿盟科技防护类产品（IPS/IDS/NF/WAF）进行防护：

入侵防护系统（IPS）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Ips

入侵检测系统（IDS）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Ids

下一代防火墙系统（NF）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Nf

Web应用防护系统（WAF）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wafIndex

通过上述链接，升级至最新版本即可进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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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洞聚焦

安全月刊  /  2017.0456

事件综述

2017年3月15日，fastjson官方发布安全公告表示

fastjson在1.2.24及之前版本存在远程代码执行高危安全漏

洞。攻击者可以通过此漏洞远程执行恶意代码来入侵服

务器。fastjson官方建议直接升级到1.2.28/1.2.29或者更新

版本来保证系统安全。

相关链接如下：

https://github.com/alibaba/fastjson/wiki/security_

update_20170315

fastjson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技术分析与防护方案
发布时间：2017 年 3 月 20 日

受影响的版本

◆□ fastjson◆<=◆1.2.24

不受影响的版本

◆□ fastjson◆>◆1.2.24

注：官方表示版本大于1.2.24但是小于1.2.28的版本

虽然为fastjson的过渡版本，但是不受此漏洞影响，因此不

必升级。

什么是fastjson?

fastjson是一款用Java语言编写的高性能功能完善的JSON库。由于其独特的算法，fastjson

的parse速度极快，超越了所有json库，包括曾经号称最快的jackson以及Google的二进制协议

protocol buf。fastjson还是官方收录的参考实现之一，完全支持http://json.org的标准。除此之

外，fastjson还支持各种JDK类型包括JavaBean，Map,Enum,泛型等，而且不需要额外的jar，能

够直接跑在JDK上。Fastjson支持JDK 5， JDK 6，Android,阿里云手机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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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分析

通过新老版本的代码对比，发现此漏洞出现在com\alibaba\fastjson\parser\

DefaultJSONParser.java文件中的DefaultJSONParser::parseObject函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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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到，在1.2.24◆（即受影响的版本）版本的代码中，加载类名

时，用到了一个TypeUtils::loadClass的方法，此方法在com\alibaba\fastjson\util\

TypeUtils.java中的具体内容如下：

通过对代码的分析发现，该方法没有对需要加载的类做限制，而是直接加载

从而导致非授权的代码执行。

JSON.◆DEFAULT_TYPE_KEY的定义如下：

攻击者构造的攻击代码中模式化后会存在如下格式的片段 :

{...◆“@type”:”classname”◆...}

{...◆“@type”:”[clastname1,classname2,...]”◆...}

{...◆“@type”:”Lclastname;”◆...}

{...◆‘@type’:”class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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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clastname1,classname2,...]”◆...}

{...◆‘@type’:”Lclastname;”◆...}

红色部分为可以手动输入的类名，可以在此位置添加恶意的非授权代码。

而在1.2.25（非受影响的版本）版本的代码中，使用了config.checkAutoType

加载相关的类，代码位于com\alibaba\fastjson\parser\ParserConfig.java，方法为

ParserConfig::checkAutoType，具体内容如下图：

从该方法中可以看出，不论用户是否开启了autoTypeSupport功能，在类名被

加载时都需要通过额外的一层筛选（来判断是否在acceptlist里），只有满足了此限

制的类名才会被加载，否则软件会直接抛出异常并且不予执行。系统中定义的禁

止加载的类名以如下内容开头：

bsh

com.mchange

com.sun.

java.lang.Th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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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net.Socket

java.rmi

javax.xml

org.apache.bcel

org.apache.commons.beanutils

org.apache.commons.collections.Transformer

org.apache.commons.collections.functors

org.apache.commons.collections4.comparators

org.apache.commons.fileupload

org.apache.myfaces.context.servlet

org.apache.tomcat

org.apache.wicket.util

org.codehaus.groovy.runtime

org.hibernate

org.jboss

org.mozilla.javascript

org.python.core

org.springframework

官方解决方案

阿里官方修复建议如下：

◆◆ 利用阿里官方提供的WAF检测

可以用以下命令检测post内容中是否包含字符：

◆ “@type”◆

注：添加双引号可以减少误报。

◆◆ 命令行检测当前使用版本是否存在问题：

sudo◆-u◆admin◆lsof◆-X◆|◆grep◆fastjson◆|◆grep◆jar◆|◆grep◆-v◆sec01◆|◆grep◆-v◆1.2.24◆|◆

grep◆-v◆1.2.25◆|◆grep◆-v◆1.2.25◆|◆grep◆-v◆1.2.26◆|◆grep◆-v◆1.2.27◆

◆◆ 直接下载不受影响的新版本

阿里官方已经发布公告，建议受影响的用户立刻升级到1.2.28/1.2.29◆或更高

的版本，下载地址：

http://repo1.maven.org/maven2/com/alibaba/fastjson/1.2.29/

注：绿盟科技安全团队建议用户升级到1.2.29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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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步骤如下：

1.◆首先备份原fastjson依赖库，可升级失败后随时进行还原，不对业务造成影

响。

2.◆然后将低版本的fastjson库替换为1.2.29版本即可，如下图所示：

◆◆ Maven依赖配置更新

通过maven配置更新，使用最新版本，如下所示：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baba</groupId>

◆◆◆◆<artifactId>fastjson</artifactId>

◆◆◆◆<version>1.2.29</version>

</dependency>

注：1.2.3 ~ 1.2.9版本均比1.2.29版本低，因此都需要升级。

技术防护方案

产品类

使用绿盟科技IPS/IDS/NF/WAF防护类产品进行防护，本周内会出相应的升

级包，敬请关注相关产品最新动态。

服务类

绿盟科技提供专业的安全技术服务，全方位的保障客户应用系统安全，避免

受此漏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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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服务：我们可以提供应急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对客户应用系统有针对性

的提供修复建议，保障客户系统的安全升级。

中长期服务：结合绿盟科技检测与防护产品，提供7*24的安全运营服务，在

客户应用系统遭到安全威胁时第一时间通知客户，并定期进行安全检测，针对安

全风险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

总结

该漏洞源于fastjson在加载类时对类名判断的不严谨，导致攻击者可以将非授

权的恶意代码添加到类名中，此代码会在稍后被fastjson解析时自动加载，导致代

码的远程执行。由于fastjson的优越性能（如速度快，支持JDK类型广等），此json

库被多数用户选择，尤其是对于数据处理的准确性和速度有较高要求的金融类产

业，因此该漏洞对相关产业及用户影响较大。绿盟科技在第一时间了解到该漏洞

后，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应急响应，分析该漏洞的成因与原理，及时为用户提供安

全可靠的检测与防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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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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3月27日，Zhiniang◆ Peng◆ 和Chen◆ Wu发布了关于IIS◆ 6.0◆ WebDAV远

程代码执行的漏洞信息（CVE-2017-7269，CNNVD-201703-1151）。

该漏洞源于Microsoft◆Windows◆ Server◆ 2003◆R2的IIS◆ 6.0◆中WebDAV◆服务下

ScStoragePathFromUrl函数存在缓冲区溢出漏洞。如果一个PROPFIND请求中包含

以”If:◆<http://”开头的超长头部，将触发一个缓冲区溢出漏洞，攻击者可以利用

此漏洞远程执行任意代码，此利用方法和2016年7-8月份爆出的方法一致。网上已

有公布的POC。。

相关地址：

https://github.com/edwardz246003/IIS_exploit

https://www.seebug.org/vuldb/ssvid-92834

受影响的版本

Windows◆Server◆2003◆R2下的Microsoft◆IIS◆(6.0)◆

不受影响的版本

目前验证其他版本不受影响。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R2 IIS 6.0

远程代码执行技术分析与防护方案
发布时间：2017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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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威胁情报中心NTI关于IIS 6.0远程代码执行范
围分布图

（1）全球受影响分布图

（2）国内受影响省份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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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内受影响城市分布图

（4）全球受影响国家TOP 20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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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内受影响省份排行

漏洞分析

该漏洞源于Microsoft◆Windows◆Server◆2003◆R2的IIS◆6.0◆中WebDAV◆服务下

ScStoragePathFromUrl函数存在缓冲区溢出漏洞。如果一个PROPFIND请求中包含

以”If:◆<http://”开头的超长头部，将触发一个缓冲区溢出漏洞，攻击者可以利用

此漏洞远程执行任意代码。

（1）漏洞验证

根据github公布的PoC，复现了漏洞情景。

相关链接：https://github.com/edwardz246003/IIS_exploit

首先，手动开启◆IIS◆6.0◆的◆WebDAV扩展服务（此扩展服务默认不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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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WebDAV服务后，执行攻击脚本，发现IIS◆6.0的进程执行了计算器的进

程，测试复现成功。这里因为继承了IIS的权限，所以打开的calc.exe属于network◆

service，所以计算器在后台运行。

（2）漏洞原理分析

IIS◆ 6.0的WebDAV模块◆%systemroot%\system32\inetsrv\httpext.dll◆的函数◆

ScStoragePathFromUrl存在缓存区溢出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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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接收到一个以“If:◆<http://”◆开始的较长header头的PROPFIND请求

时，没有正确校验长度，将超长的字符串复制到栈中。当IIS程序处理PROPFIND

请求CPropFindRequest->Execute，然后在调用HrCheckIfHeader处理If头部的时

候，调用ScStoragePathFromUrl将url地址转化为本地的地址时没有检查传入url的长

度。导致传入过长url后造成栈溢出。

在HrCheckIfHeader中，

ScCanonicalizePrefixedURL(if_url,◆if_url_wchar,◆&if_url_len);

这个函数是将局部变量if_url中的’If:◆<http://localhost/aaaaaaaaaaa’◆转化

为Windows上用的宽字节也就是’I\x00f\x00:\x00◆<\x00h\x00t\x00t\x00p\x00:\

x00/\x00/\x00l\x00o\x00c\x00a\x00l\x00h\x00o\x00s\x00t\x00/\x00a\x00a\x00a\

x00a\x00a\x00a\x00’保存在局部变量if_url_wchar中

第一次调用仅是释放了一个元素，造成漏洞的是在第二次调用

第二次调用CMethUtil::ScStoragePathFromUrl(a1,◆if_url_wchar,◆Str,◆&if_url_len);

将if_url_wchar变量中存储的网络地址转化为对应在本机文件系统中的地址，

类似与”c:\inetpub\wwwroot\aaaaaaaaaa”



漏洞聚焦

2017.04  /  安全月刊 69

将网络地址http://localhost/aaaaa转为”c:\inetpub\wwwroot\aaaaaaaaaa”的时

候，先将本地路径拷贝到栈中，然后将请求的URI也就是aaaaa与之前的本地路径

进行字符串拼接。这里没有做长度限制，导致过长的URI在拼接的时候完成栈溢

出覆盖栈上其他元素，形成栈溢出漏洞。

拷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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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了栈上的Str指针为宽字节的◆“\x00\x61\x00\x61”

由于Str指针被覆盖，所以在计算字符串长度时内存越界

通过多次触发漏洞点，改写IEcb对象的虚函数，劫持控制流，获得控制权，

执行ROP。

利用rsaenh.dll模块中的构造好的gadgets执行ROP，最终执行shellcode。

shellcode是经过编码后的字符串。

经过解码后，最后调用WinExec函数，弹窗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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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修复方案

由于从2015年7月15日起，微软已停止对Windows◆Server◆2003的支持，所以官

方没有相关解决方案，建议用户升级到最新系统◆Windows◆Server◆2016。

下载链接：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evalcenter/evaluate-windows-server-2016

临时修复方案

1.◆关闭IIS◆下的WebDAV服务。

2.◆若直接关闭WebDAV会对您的业务造成影响，可针对WebDAV开放的方法

进行灵活配置，如禁用PROPFIND方法，操作步骤如下：

1）安装微软发布的IIS安全加固工具UrlScan，UrlScan的默认安装就会屏

蔽WebDAV的功能；下载地址：https://technet.microsoft.com/en-us/security/

cc24265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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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置UrlScan.ini文件，对请求方法进行过滤。如下图所示的[DenyVerbs]节

点的配置中，对列表中所列举的方法都会过滤。

配置好之后，我们再次使用POC对主机尝试攻击，通过效果可知，攻击已被

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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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防护方案

◆◆ 如果您不清楚是否受此漏洞影响：

1.◆公网资产可使用绿盟云◆紧急漏洞在线检测，检测地址如下：

https://cloud.nsfocus.com/#/krosa/views/initcdr/productandservice?page_id=12

2.◆内网资产可以使用绿盟科技的远程安全评估系统(RSAS◆V5，V6)或◆Web应

用漏洞扫描系统（WVSS）◆进行检测。

远程安全评估系统（RSAS◆V5）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Aurora/v/5

远程安全评估系统（RSAS◆V6）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RsasDetail/v/vulweb

Web应用漏洞扫描系统（WVSS）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Wvss

通过上述链接，升级至最新插件包版本即可进行检测！

◆◆ 使用绿盟科技防护类产品（IPS/IDS/NF/WAF）进行防护：

入侵防护系统（IPS）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Ips

入侵检测系统（IDS）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Ids

下一代防火墙系统（NF）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Nf

Web应用防护系统（WAF）规避方案：

因为是利用HTTP头部过长的缓冲区溢出漏洞，可以开启WAF的HTTP协议

校验默认策略，利用普通HTTP头部值长度限制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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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担心默认长度过小误报，请复制默认策略，编辑HTTP头部值最大长

度，最大不要超过1300字节。

通过上述链接，升级至最新规则升级包版本即可进行防护或根据操作进行自

定义防护！

服务类

绿盟科技提供专业的安全技术服务，全方位的保障客户应用系统安全，避免

受此漏洞影响。

◆◆ 短期服务：我们可以提供应急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对客户应用系统有针

对性的提供修复建议，保障客户系统的安全升级。

◆◆ 中长期服务：结合绿盟科技检测与防护产品，提供7*24的安全运营服

务，在客户应用系统遭到安全威胁时第一时间通知客户，并定期进行安全检测，

针对安全风险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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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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威胁分析系统新版本 TAC-E 即将发布

TAC-E是专门检测邮件高级威胁的网络沙箱类安全

产品。主要包括检测鱼叉APT和勒索软件两大类的安全

威胁。TAC-E接收到可疑邮件，对其中的恶意URL和附

件进行安全检测和沙箱分析后，判断其是否包含恶意行

为，为用户的邮件，提供第二层的安全检测和防护。

邮件接收和转发

通过SMTP协议进行代理，TAC-E部署在传统邮件

安全网关和邮件服务器之间，接收来自外部（邮件安全

网关）的邮件，经过对邮件正文和附件的过滤，再转发

给邮件服务器。

邮件隔离和删除

邮件经过TAC-E检测后，如果存在恶意软件行为，

可以根据策略，进行隔离或者删除操作。对于隔离的文

件，可以通过邮件的方式，提醒收件人被隔离的邮件。



产品动态

2017.04  /  安全月刊 77

绿盟文档加密安全解决方案

金融行业的数据电子化程度非常高，这为金融机构

或企业提升了很高的办公效率，而由于电子文件的流转

不再受制于特定的传播途径，也使得机构或企业面临更

为严重的安全威胁。

传统的安全控制手段如桌面管理，上网行为，网络

防火墙等均无法有效的防止核心数据外泄的主要原因，

是这些技术手段都属于边界防控的范畴，而对于敏感核

心文件的安全防护，更有效的保护办法是从源头防护，

即对文件本身添加安全属性（如加密、授权等），使其

无论经过何种流转渠道，都有安全策略控制，只有相关

合法的人员才能最终打开该文件。

绿盟文档加密安全解决方案为用户提供三种加密方

式：

（1）透明加密

强制性的自动加解密，对使用者无感知，一般适用

于全文档加密的场景。

（2）主动加密

自定义的加密策略，一般适用于针对某些特定类型

文件加密的场景。

（3）智能加密

使用内容识别技术的加密策略，只对含有某些指定

关键字的文档进行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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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除使用上述三种加密策略外，围绕着文档使用

和传播渠道的安全，还在以下几种常见场景，以模块化

的方式提供不同的安全防护策略，为金融行业提供完善

的文档安全解决方案。

（1）外发控制：控制文档在外传播时的风险，数

据作者根据需要设定文档的查看权限如只读、打印、修

改、阅读次数、阅读时长等，外部用户拿到文档后需要

通过安全身份认证后才能查看该数据，没有通过认证的

无法查看和使用数据；

（2）权限管理：控制文档在内部受控使用，数据作

者可根据需要设定数据的传播范围如用户、部门、项目

组和查看权限如只读、打印、修改、阅读次数、阅读时

长等，也可以根据机构需要建立权限模版，对文档批量

授权；

（3）外出办公：将透明加密客户端植入U盘，合法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将U盘插入任意电脑，即可打开和使用

加密文档，无需连网加密服务器，无需携带办公电脑，

主要适用于员工回家加班、出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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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使用小技巧
关于WAF产品反向代理部署模式的讨论

在金融行业，WAF产品的部署和使用已经不是什么

新鲜的东西，但关于“反向代理部署方式”仍有很多人

不明白其作用和意义，此部分就为大家揭开“WAF反向

代理”的神秘面纱。

1. 透明代理部署（串联）

众所周知，WAF的部署位置在WEB服务器前端，并

经常是串联在对外提供业务服务的DMZ区域边界，比较

常见的实施方案就是：若干WEB服务器>>>汇聚交换机

>>>WAF的三级架构，这种方式的前提和特点是：

（1）WAF性能足够，串联时不影响业务处理。

（2）区域结构规整，交换机能把所有需要防护的

WEB服务器都汇聚起来。

（3）对于访问WEB的客户端而言，WAF是不存在

的，访问的目的地址就是真实的WEB服务器地址（体现

出“透明”的作用），WAF设备中不需要配置IP地址映

射，只不过WAF在收到请求后，自己将该会话拆分成两

次会话（体现出“代理”的作用）。

（4）这种最常见的方式称为：透明代理部署方式。

2. 反向代理部署（旁路）

什么情况下透明代理部署方式存在问题，需要改为

反向代理旁路部署方式呢？

（1）区域结构混乱不规则，交换机并未将所有需要

防护的WEB服务器都汇聚起来，WAF找不到一个合适的

部署位置覆盖所有防护目标。

（2）部署位置流量过大，有很多无用的流量经过

WAF，这会消耗WAF产品的性能，从而影响后端业务。

（3）如果出现上述两种情况时，需要使用旁路方向

代理部署方式。

3. 反向代理部署（旁路）的配置和
好处

（1）修改DNS服务器中的配置，将WAF外网口的

IP地址配置到DNS服务器中的域名与IP映射表中，确保

客户端访问WEB服务器时，请求流量到WAF上（如下图

中数字1所示），而后在WAF中配置IP地址映射，将处理

后的流量送到真正的WEB服务器上（如下图中数字2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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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不愿修改DNS服务器的配置，也可以直

接将WEB服务器的IP地址配置到WAF外网口上，确保客

户端的请求流量到WAF上（如下图中数字1所示），而后

在WAF中配置IP地址映射，将处理后的流量送到真正的

WEB服务器上（如下图中数字2所示）。

（3）WAF虽在物理上为旁路部署，但逻辑上在处

理流量时是串联的。

（4）上面两种配置方式可以二选一，而这样做的好

处是，只有访问WEB服务器的流量才会经过WAF进行处

理，节省了设备性能，且WAF采用旁路部署方式，避免

了DMZ区域没有汇聚点的问题，若日后业务并发增大，

WAF也可横向扩展，增强WAF集群处理性能，可谓一举

多能。

不忘小配置，解决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