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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非银机构信息科技指导意见》解读（下）
金融事业部　陆辉

《指导意见》第五章节中提出“……加强安

全技术保障体系建设，采取有效的防病毒、防攻

击、防篡改、防泄密、防抵赖等措施，提高系统

抵御内外部攻击破坏的能力。……”

　 微 软 的 S T R I D E 模 型 将 威 胁 分 为 了 假 冒

（Spoofing），篡改（Tampering），抵赖（Repudiation），

信息泄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拒绝服务（Denial 

of Service）和权限提升（Elevation of Privilege）五类，基

本涵盖了常见威胁，而这些威胁的应对机制包括身份验

证、、完整性、抗抵赖、机密性、可用性、权限控制等

保障措施，这些保障措施应用到物理、网络、主机、应

用和数据层面，具体的技术手段和机制包括：

1. 物理安全：主要是物理环境安全和设备、设施安

全，涉及的保障措施包括不间断电源、防火、防盗、电

磁屏蔽、身份鉴别和监控等。

解读

2. 网络安全：主要是网络区域隔离和边界防护，涉

及的保障包括传输加密、区域隔离、访问控制以及防护

设备等，通常通过防火墙、双因素认证、堡垒机、链路

加密、以及IPS、ADS、APT检测、邮件DLP等技术和设

备实现。

3. 主机安全：主要是安全配置策略、漏洞扫描与加

固，涉及的保障措施包括身份鉴别、访问控制、日志审

计、防病毒、数据防泄漏、补丁管理等，通常通过漏洞

扫描、安全基线、双因素认证、堡垒机、终端管理系统

（包含准入、补丁管理）、桌面防病毒、桌面DLP等技术

和设备实现。

4. 应用安全：主要是web应用系统安全和业务逻

辑及数据安全，涉及的保障措施包括身份鉴别、访问控

制、web应用防护、web漏洞扫描与加固等，通常通过

web漏洞扫描、双因素认证、Web应用防火墙、主机防篡

改、SSL加密、云端监控等技术和设备实现。

5. 数据安全：主要是数据自身安全防护，除了在物

理层、网络层、主机层和应用层相应的防护手段和措施

外，数据安全防护手段还包括了数据库加密、数据库审

计、数字水印等。

之前我们对《指导意见》中的开发安全管控、

安全意识教育两部分内容进行了解读，本期将继续

对剩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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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内容进行解读。



2017.05  /  安全月刊 5

政策解读

《指导意见》第五章节中提出“……严格配

置网络访问控制策略，实现开发、测试、生产、

办公等不同网络安全域之间以及与出资人等外联

单位、国际互联网之间的风险隔离。……”

　安全域划分方式之一是从业务系统出发，将具

有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承载、服务对象和安全需求的系统

划分在一个区域，根据各区域访问控制需求、威胁情况

设置防护策略和防护设备。常见的网络区域包括生产

域、业务域、办公域、开发测试域、互联网域、第三方

外联域等。通常开发测试域与其他区域严格隔离，第三

解读

方外联域和互联网域根据需要设置较强防护策略和安全

等级，生产域与办公域严格隔离，其他区域间根据需求

设置访问控制策略。通过最佳的安全防护机制和措施及

其部署方式，可以有效地抵御威胁、减少漏洞和削减风

险，同时，通过沿数据流划分不同的安全域可以构成对

业务服务、数据的纵深防护体系，提高系统的预警、检

测、防护和响应能力；通过安全域对不同的业务数据

流、数据处理活动进行隔离，防止安全风险的扩散和传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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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第五章节中提出“……加强系

统安全漏洞和补丁信息的监测、收集和评估，确

保及时发现和处置重大安全隐患。……”

　漏洞管理工作应该是信息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

漏洞生命周期管理不仅仅涉及漏洞自身的发现、评估和

修复，同时还牵涉漏洞情报信息的获取，组织漏洞管理

基线的建立和应急处置工作。原有的漏洞预警、漏洞发

现、漏洞修复、漏洞确认的闭环管理操作已难以实现组

织对漏洞管理的要求。一个组织应积极、有效利用威胁

情报信息，深度解读漏洞利用细节、利用热度、利用难

解读

度等技术细节，为安全运维人员提供详实的漏洞细节，

便于他们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分析漏洞影响，为漏洞修复

提供决策依据，有利于真正实现漏洞管理的闭环操作。

同时，改变传统的以IP信息为视角的资产管理方法，从

安全的角度重新审视资产信息，从资产的业务功能、服

务对象、版本信息、安全防范措施等方面建立安全资产

信息，从安全的角度管理资产脆弱性。当出现安全漏洞

时，不仅需要考虑漏洞的风险等级，还需要结合资产安

全信息，不同资产相同漏洞区别对待，体现业务对漏洞

的差异性，真正实现差异化漏洞管理策略，从而实现漏

洞管理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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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第五章节中提出“……开展应

用系统安全检测，对官方网站等通过互联网提供

服务的系统，在上线及重大投产变更前进行渗透

测试，杜绝系统“带病”上线。……”

　有些用户在自主开发应用系统或委托开发应用系

统时，更多的关注业务功能实现和性能方面，缺乏相应

的技术手段和能力对交付的应用系统的安全状况进行检

验。如果应用系统在上线后由于存在类似SQL注入、密码

明文传输、安全功能缺失等漏洞而遭受攻击，会直接影

响正常业务运行，甚至造成经济和名誉的损失，再加上

有些漏洞涉及代码改写，考虑到业务连续性的要求，这

些漏洞几乎无法得到修复。

因此，需要在系统上线前对系统安全状况进行检

验，从信息安全的角度对应用系统、集成环境等内容的

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妥善处理，避免

将影响系统安全的问题遗留到系统上线后，成为系统安

全的隐患。

系统上线前检测通常包括针对集成环境的安全漏洞

扫描、安全配置检查，针对应用系统的渗透测试、代码

审计以及针对应用系统的安全功能审核等三方面五项技

术措施。这些技术检测不仅能够保证集成环境的安全，

避免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缺失安全补丁，存在不当的安全

策略以及开启不安全的服务；也能对应用系统的安全状

解读

况进行检查，而且从业务功能逻辑上，对应用系统的安

全功能进行检查，避免应用系统在安全功能上的缺失。

《指导意见》第五章节中提出“……对敏感

数据实施分类分级管理，强化数据生命周期各阶

段安全管理要求，严格控制生产系统访问权限，

禁止未经授权查看、下载生产数据；采取符合要

求的加密、脱敏等技术，提高数据存储、传输、

测试的安全性。落实终端、移动存储介质安全控

制措施，加强对非法外联等各类违规行为的监

控、阻断和审计。”

　一般而言，数据的生命周期包括了生成、存储、

传输、使用和销毁等阶段，在实际的应用中，对于数据

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存储、传输和使用三个方面，其中涉

及权限控制、加密存储和传输、数据防泄漏技术、数字

水印等多种手段，从管理角度看，防护思路包括：1. 识

别开——对数据进行分类分级；2. 管理全——不同数据

采用不同防护措施；3. 防护住——分层部署，多维度防

护；4. 监测出——深度监测，发现异常阻断；5. 追踪

到——能够追查数据泄露源头。而从技术角度看，防护

思路包括：1. 进不来——做好边界防护；2. 找不到——

做好访问控制；3. 拿不走——移动存储、外联渠道阻

断；4. 解不开——数据加密；5. 看不懂——数据模糊化

处理；6. 用不了——脱离原有环境无法使用。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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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第五章节中提出“……制定信

息科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对重要系统每年至少

开展一次应急演练，加强业务与技术应急有效衔

接，不断提高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应急预案是指在发生影响IT系统正常运行的紧急

事件或者IT系统被破坏后，为更加快速、有效、合理地

作出反应，最短时间恢复系统运行，最大程度减少突发

事件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而预先制订的紧急行动方案。

应急预案编写可参考GB/Z 20986—2007《信息安

全技术 信息安全事件分类分级指南》和《中国人民银行

IT系统应急预案指引》等相关标准。针对具体的安全事

解读

件，预案中应明确涉及的组织、人员、职责划分、处置

流程和所需资源，还应明确该事件具体的判断指标、特

征和处置方法，并结合分级标准明确事件级别判断指标

和特征。

应急演练检验应急预案有效性的有效手段，通过应

急演练,可以确定应急预案中存在的缺陷并加以解决，评

估恢复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应急演练应遍历应急预案

的每个要素，以确认每个流程的精确度以及计划的总体

有效性。通常演练可以桌面推演或模拟/实际演练的方式

进行，演练完成后应对演练效果进行评价，对演练中出

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和改进，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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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人员威胁的分析和防护措施
金融技术部　咨询专家　傅戈

一、内部人员威胁的背景情况介绍

安全界从来不缺话题，当人们谈论着最新的strusts2

漏洞、方程式漏洞、DDOS攻击、勒索软件的时候，人们

似乎有意无意的更为关注来自外部的攻击。的确，由于

外部攻击的种类繁多，攻击更为频繁和持续，因此获得

更多的关注并不奇怪。而内部威胁所引发的安全事件，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上看，这类安全事故的公布和曝光无

疑会为企业和高管/主管们带来业务和声誉的双重损失，

因此通用的做法是除了必要的监管上报外尽量低调处

理。但作为安全人员，从业伊始就已被灌输安全的威胁

既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因此安全人员在关注外部威胁

的同时也应该关注来自组织内部人员的内部威胁。

近年来，网络上曝光了不少内部人员引发安全事

件的案例。例如2014年汇丰金控公司因其名下的一名雇

员被怀疑向一家大对冲基金泄漏了客户机密信息而遭受

美国司法部调查；2015年1月，国内某支付机构泄露了

上千万张银行卡信息，涉及全国16家银行，之后半年多

的时间里，因伪卡形成的损失高达3900多万元；2016年

公安部破获了国内某银行支行领导倒卖征询账户进而牟

利的“5.26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案件；2016年5月，山

东菏泽警方侦破一起定制型贩卖个人信息案，抓获嫌疑

人29名，其中包括银行员工2人，交易个人信息共计200

余万条；2017年初国内某互联网巨头公司的员工被爆从

包含现任雇主在内的多个互联网公司窃取天量内部用户

信息；2017年4月5日美国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莱克

发表声明，承认在2012年与一名分析师不当讨论联邦储

备局机密资料，宣布引咎辞职并实时生效。从以上国内

外的案例可以看出，内部人员所造成的安全事件数量其

实也不少，相比外部威胁而言其危害性也不低。国外

Ponemon公司2016年颁布的研究资料[1]表明在已确认的

874起数据泄露安全事件中有568起是由内部人员或合同

承包商引起的，85起是外部人员使用偷窃的凭证，191起

是由恶意的内部人员和犯罪分子引起。另据IBM公司2016

年的一份研究报告[2]表明，通过其部署在全球约8000个终

端设备的监控，他们发现约44.5%的攻击事件是由内部的

恶意人员引起的，其比例高于40%的外部人员。金融行业

位列所受影响的前三个行业。

二、内部人员威胁的分析

相信通过前面的介绍，读者已经对内部人员威胁有

了感性认知，接下来本文将从内部人员威胁到底是如何

产生的，当前的内部人员威胁有什么以及内部人员威胁

是否容易发现三个方面进行深入介绍以帮助感兴趣的读

者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内部人员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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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内部人员威胁的个人因素和组织因素

内部人员威胁的产生因素可以分为个人和组织两类

因素，其中

个人因素包括如下[3]：

 ◆ 处于贪婪或经济利益的需要；

 ◆ 因工作原因对公司心怀不满；

 ◆ 即将跳槽到另一个组织；

 ◆ 希望取悦他人或赢得他人的尊重；

 ◆ 个人生活不得意导致工作行为异常；

组织因素包括如下：

 ◆ 资产没有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识别，没有对资产进

行安全级别划分；

 ◆ 资产或保密信息没有进行恰当的安全标识，或标

识错误；

 ◆ 资产或保密信息没有恰当的访问授权机制，导致

内部人员可轻易进行访问；

 ◆ 没有对不同的工作环境和场所下应该遵守的安全

策略进行定义和指示；

 ◆ 对员工的安全培训内容不全，没有告诉员工如何

恰当的保护信息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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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员工的内部法规和法律安全教育不到位，没有

让员工清晰认识到由于安全松懈或心怀恶意导致发生安

全事件后所需要承担的后果；

 ◆ 对员工的工作职责设计安排有缺陷，导致员工担

任了本应隔离或存在冲突的工作职责角色；

 ◆ 组织中的工作流程设计有缺陷，例如过于强调任

务完成的高效性，在工作中留给员工进行安全考虑和安

全处理的时间过少；

 ◆ 没有有效技术手段实现对信息资产的访问控制、

认证授权、访问和操作审计、离境审核以及网络入侵检

测、终端安全管控等。致使内部人员在进行无意或恶意

操作时未感受到来自安全技术监管的压力和阻力；

 

内部人员威胁的现状

目前发生在组织内部由内部恶意人员引发最多的安

全事故是窃取组织内部信息资产。这些信息资产主要包

括用户数据信息、金融/财务信息、知识产权、内部人员

信息等。内部人员通常通过企业的数据库服务器、文件

服务器、OA应用/业务应用、终端、网络以及云环境等

获取上述信息。在得手后，恶意内部人员通常通过移动

介质、邮件、及时通信、彩/短信等方式将信息转移出组

织内部。而由非内部非恶意人员引发最常见的安全事故

是工作失当造成的损失，包括文档管理不善、密码凭证

的遗失和泄露、办公电脑的遗失、打开钓鱼邮件、无意

间的谈论导致的信息泄露、误删除操作等。根据Crowd 

Research Partners组织2016年的对LinkedIn上Information 

Security社区（拥有30万成员）成员的调查研究[4]表明有

74%的受访组织表示已感受到内部人员的安全威胁，但仅

有42%的组织认为他们有内控措施可应对内部人员攻击。

内部威胁是否容易被检测发现

虽然希望答案是“容易”，但是事实上内部人员的

威胁较之外部威胁通常更难以进行检测和发现。其原因

在于以下五个方面

 ◆ 产生威胁的内部人员包括管理人员、管理员、合

作的第三方人员以及普通职员。前面三类人员由于本身

职务和工作内容的原因，在监管上相对比较难。普通职

员尽管其内部权限不高，造成的直接威胁相对较低，但

是仍不可忽视其带来的间接威胁（例如使用带有恶意代

码的移动介质或点击了含有恶意代码的钓鱼邮件）。

 ◆ 通常情况下，对于普通的监测机制而言，难以清

晰辨别内部人员日常正常操作与危害性操作的区别。

 ◆ 对于内部人员而言，由于清晰知道内部运行机

制，因此其更容易在进行恶意行动时逃避检测机制以及

事后删除相关的信息记录。这样使得事后的检测和溯源

难度较高。

 ◆ 某些情况下即便通过检测机制发现了恶意行为，

但除非是获取法律认可的充分证据，否则无法判定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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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存在恶意性。内部人员完全可以以工作疏忽等理由

和借口进行掩饰和推脱。

 ◆ 对于大部分组织而言，其对于内部人员是基于

“默认信任”的模式，因此在安全防护机制上更多的倾

向于检测和阻断外部攻击，而较少投入在内部安全防护

上面。

三、内部人员威胁的应对措施

针对内部人员所产生的威胁，以下安全防护措施可

以为组织所参考。这些措施包含管理和技术两个层面的

内容。内容具体如下。

管理层面安全措施：

 ◆ 确保组织已经对信息资产进行了梳理和安全定

级，并把保护资源投向重要和关键的信息资产；

 ◆ 制定阻吓策略，并在工作场景、流程和操作中应

用这些策略（例如在执行高危风险操作时，弹出相关安

全政策阐述和后果说明）；

 ◆ 核心和高风险的业务操作采取金库管控模式；

 ◆ 制定明确和严格的BYOD管控策略；

 ◆ 确认组织内部有明确和合理的人员招聘背景调查

和离职审计程序；

 ◆ 确认在关键岗位有A,B角色设定，并定期让A，B

角色进行职责轮岗；

 ◆ 采取基于角色的认证和授权模式，并定期审核内

部人员是否担任了存在冲突的工作角色；

 ◆ 定期开展信息安全检查和信息安全审计；

 ◆ 定期和有针对性的对员工开展信息安全培训，让

员工广泛了解当前的安全威胁；让员工充分认识和理解

公司内部的安全管理要求；让员工充分了解安全违规后

个人所需要承担的企业内部责罚和可能的法律责任；

 ◆ 请员工就信息安全保密做出一份书面承诺；

 ◆ 如有可能和必要，定期对关键岗位的人员就工作

和个人生活状态进行封闭式访谈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

采取相应的措施；

 ◆ 建立一个私密，安全及便捷的沟通、反馈和投诉

机制，帮助安全部门及时知晓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安

全事故；

 ◆ 开展公关安全演练，以应对突发事件后的公关危

机。

技术层面安全措施：

 ◆ 建立完善的网络边界防护，检测和阻断通过钓鱼

邮件、0day漏洞发起针对内部员工的攻击；

 ◆ 建立可靠和可信的认证授权机制；

 ◆ 确认最小特权模式在工作中得到设置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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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立严格的密码管控机制（包括密码强度、生命

周期等）

 ◆ 建立事中操作审计及事后跟踪溯源审计机制；

 ◆ 建立严格的终端安全管控机制（包括网络准入、

移动介质使用等）；

 ◆ 采用加密手段实现信息资产的机密性保护；

 ◆ 建立信息数据离境审核检测技术手段，避免敏感

信息流出和泄露；

 ◆ 定期开展基于内部的信息安全评估（包括社会工

程学评估测试）；

 ◆ 建立内部行为安全监测及分析手段，实现对异常

行为的监测和告警；

 ◆ 建立和拥有完备的灾备环境和技术机制。

【参考文献】

[1] “2016 Cost  of  Data Breach Study: Global 

Analysis”，Ponemon

[2] “Reviewing a year of serious data breaches, major 

attacks and new vulnerabilities”，2016，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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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I N S I D E R  T H R E A T  S P O T L I G H T 

REPORT”，2016，Crowd Research Partners，LinkedIn 

Group Parter（Information Security）

语 信息安全中“个人”是最难控制的安全

风险因素，它就像一颗埋藏在组织中的炸弹，

只不过不知道如何时引爆。因此，在安全管理

实践中组织应时刻保持警惕，认真审视和对

待内部人员威胁。应根据自身情况尽可能提升

内部安全风险管控能力，通过预防、阻吓、检

测、阻断、更正等措施提高内部恶意人员的攻

击成本，减少内部非恶意人员在工作中的犯错

机率，最终降低二者给公司带来的损失和修复

成本。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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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某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小刘很是郁闷，因为自己

的粗心，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价格少写了一个0，造成了公

司的巨大损失，经公司高层讨论决定开除小刘。但是小

刘认为自己的合同是经领导检查通过，不应该由自己负

全部责任，渐渐的由“不爽”变成了极度不平衡。于是

小刘找到好朋友小王，让小王通过黑客技术入侵公司。

小王通过小刘得知了该公司的无线内网密码，并且

了解到该公司负责IT运维的管理员信息，于是一场入侵

行动开始了。

嗅探

小王进入内网之后的第一件事是进行嗅探扫描，收

集企业信息，通过社工匹配找到了IT运维管理员的办公

电脑信息。

安全小故事之“你不仁，我不义”
金融事业部　安全顾问　李俊

ARP欺骗及中间人攻击

接下来小王使用古老、有效的ARP协议进行欺骗，

并利用中间人攻击获取运维管理员的ERP、OA、CRM等

信息。

经过一段时间的嗅探，小王获取了运维管理员的办

公账号，通过OA、ERP等账号可以获取到该公司的所有

员工信息、客户信息、运营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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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及漏洞利用

但小王不满足于此，他的最终目标是该公司的数据

库信息，因此他对管理员的PC进行了全面扫描，发现目

标开放了大量高危端口：135、445、3389等，小王立刻想

到了最近爆发针对445端口的远程执行漏洞，利用POC小

王很快创立了“影子管理员”账号，并植入了木马。

通过对管理员行为的监控，小王发现他对内网服务

器进行运维管理都会连接到一台跳板机，再由跳板机连

接服务器。通过对键盘的记录，小王获得了跳板机及服

务器的账号信息，成功入侵了数据库服务器。

总结与防范

随着《网络安全法》的颁布，国家对于信息安全

越来越重视，而小刘和小王的行为已经触及了法律，等

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从企业安全来看，该公司漏

洞百出，任何一块木桶的短板都可能导致安全事件的产

生，文中因为有“内鬼”的帮助，小王很轻易的打破了

“从外到内”这层边界，并快速定位了高权限管理员，

目标比较明确。现实中的攻击者除了使用常规的边界入

侵，还会从安全最薄弱的环节“人”入手，使用钓鱼邮

件、社工攻击等手段，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

强安全防护：

1. 增强无线AP的密码强度，并且使用三方认证进

行验证：例如令牌、域账号等，家庭路由器一定要关闭

WPS等功能；

2. 绑定主机地址与MAC地址，终端安装防病毒、木

马软件，对ARP攻击有告警信息；

3. 尽量避免使用IE浏览器，建议使用Google和

Firefox等安全性较高的浏览器；

4. 办公电脑及应用服务器强制使用高强度密码，防

止出现默认密码及弱密码；

5. 定期对内网主机进行扫描，及时升级更新，修复

漏洞；

6. 划分安全域，并使用安全设备检测和隔离，禁止

或者记录异常访问行为；

7. 对运维操作进行安全审计，发现高危操作及时告警；

8. 增强员工安全意识，定期举行安全意识测试，防

止被钓鱼被社工。



行业研究

2017.05  /  安全月刊 17

行业方案

浅谈 WLAN 安全防护
金融事业部　顾猛

前言

随着Internet的迅猛发展，以及便携电脑、智能手

机等移动智能终端的使用日益频繁，以无线信道作为传

输媒介的无线局域网（WLAN）技术给用户提供了有线

网络无可比拟的可移动、漫游的便利。无线局域网最通

用的标准是IEEE定义的 802.11系列标准，早期应用定位

于家庭、企业内部以及运营商铺设的热点地区，比如机

场、写字楼、咖啡厅等。随着技术的成熟以及移动互联

网应用的发展，WLAN如今已成为主流互联网高速接入

技术之一。但在WLAN业务系统日渐壮大的同时，也不

断暴露出各种安全问题，本文从设备、网络、业务等层

次针对WLAN业务系统所面临的安全威胁进行分析，并

对部分业务安全问题提出了目前的解决方案。

1　WLAN安全接入标准

无线网络WLAN安全接入标准，大致有三种，分别

是WEP、WPA和WAPI。

1.1　WEP(WiredEquivalentPrivacy)

WEP(WiredEquivalentPrivacy)是802.11b采用的安全标

准，用于提供一种加密机制，保护数据链路层的安全，

使无线网络WLAN的数据传输安全达到与有线LAN相同

的级别。WEP采用RC4算法实现对称加密。通过预置在

AP和无线网卡间共享密钥。在通信时，WEP标准要求传

输程序创建一个特定于数据包的初始化向量(IV)，将其与

预置密钥相组合，生成用于数据包加密的加密密钥。接

收程序接收此初始化向量，并将其与本地预置密钥相结

合，恢复出加密密钥。

WEP允许40bit长的密钥，这对于大部分应用而言

都太短。同时，WEP不支持自动更换密钥，所有密钥

必须手动重设，这导致了相同密钥的长期重复使用。第

三，尽管使用了初始化向量，但初始化向量被明文传

递，并且允许在5个小时内重复使用，对加强密钥强度

并无作用。此外，WEP中采用的RC4算法被证明是存在

漏洞的。综上，密钥设置的局限性和算法本身的不足使

得WEP存在较明显的安全缺陷，WEP提供的安全保护效

果，只能被定义为“聊胜于无”。

1.2　WPA(Wi-FiProtectedAccess)

WPA(Wi-FiProtectedAccess)是保护Wi-Fi登录安全的

装置。它分为WPA和WPA2两个版本，是WEP的升级版

本，针对WEP的几个缺点进行了弥补。是802.11i的组

成部分，在802.11i没有完备之前，是802.11i的临时替

代版本。

不 同 于 W E P ， W P A 同 时 提 供 加 密 和 认 证 。 它



行业研究

安全月刊  /  2017.0518

行业方案

保 证 了 数 据 链 路 层 的 安 全 ， 同 时 保 证 了 只 有 授 权 用

户才可以访问无线网络WLAN。WPA采用TKIP协议

(TemporalKeyIntegrityProtocol)作为加密协议，该协议提供

密钥重置机制，并且增强了密钥的有效长度，通过这些

方法弥补了WEP协议的不足。认证可采取两种方法，一

种采用802.11x协议方式，一种采用预置密钥PSK方式。

1.3　WAPI(WLANAuthenticationandPriva

cyInfrastructure)

WAPI(WLANAuthenticationandPrivacyInfrastructure)

是我国自主研发并大力推行的无线WLAN安全规范，它

通过了IEEE(注意，不是Wi-Fi)认证和授权，是一种认证

和私密性保护协议，其作用类似于802.11b中的WEP，但

是能提供更加完善的安全保护。WAPI采用非对称(椭圆曲

线密码)和对称密码体制(分组密码)相结合的方法实现安全

保护，实现了设备的身份鉴别、链路验证、访问控制和

用户信息在无线传输状态下的加密保护。

WAPI除实现移动终端和AP之间的相互认证之外，

还可以实现移动网络对移动终端及AP的认证。同时，AP

和移动终端证书的验证交给AS完成，一方面减少了MT和

AP的电量消耗，另一方面为MT和AP使用不同颁发者颁

发的公钥证书提供了可能。

2　WLAN 系统面临的主要安全风
险和问题

2.1　进入阶段

 ◆ WPA/WPA2及WEP标准安全性：目前主流

的WPA-PSK类型的无线网络可利用PSK+ssid先生成

PMK，然后结合握手包中的客户端MAC、AP的BSSID、

A-NONCE、S-NONCE计算PTK，再加上原始的报文

数据算出MIC并与AP发送的MIC比较的方式进行暴力破

解，这一方法被称为字典跑包。另外一种较为主流的破

解方式为PIN码破解，也被称为WPS破解，主要原理为利

用WPS存在的安全问题，通过PIN码可以直接提取密码。

而PIN码是一个8位的整数，破解过程时间比较短。WPS 

PIN码的第8位数是一个校验和，因此黑客只需计算前7位

数。另外前7位中的前四位和后三位分开认证。所以破解

pin码最多只需要1.1万次尝试，顺利的情况下在3小时左

右。而WEP由于自身设计缺陷，早已在2003年被Wi-Fi 

Protected Access (WPA) 淘汰，又在2004年由完整的 IEEE 

802.11i 标准（又称为 WPA2）所取代，但现网中仍有部

分老旧设备仍使用简单的WEP标准提供服务。

 ◆ Fake AP：Fake AP在维基百科共有两种释义，其

一是honeypot，利用非法ap吸引用户接入，并盗取信息；

另一种是rougeap，黑客利用rougeap非法进入内网。黑客

在利用Fake AP后可以轻易得到客户WLAN系统的密钥，

为后续数据拦截、盗取资源等行为提供极大便利。

 ◆ 配置缺陷：由于许多企业并没有启用认证系统，

或者是在WLAN认证Portal页面的密码登录部分未设置验

证码等机制，这些配置上的缺陷也会导致密码被暴力破

解。

 ◆ 密码共享：随着Wi-Fi万能钥匙等产品的流行泛

滥，许多未启用认证系统的企业面临着WLAN密码分秒

被破解的窘境，企业内网公然暴露在入侵者面前。

2.2　攻击阶段

 ◆ 设备漏洞：WLAN系统设备自身存在的安全漏

洞、脆弱性，可被利用控制操纵WLAN设备，进而影响

WLAN业务的正常使用。如果未采用详细的访问策略进

行控制的话，用户在接入WLAN网络后，可访问这些设

备。一般AP设备安全防护较差，若存在弱口令或缺省口

令，被恶意攻击者控制后可修改配置或关闭设备，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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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无法正常使用。AC等设备存在的一些漏洞（比如任

意配置文件下载漏洞）也可导致账号密码、IP路由等信息

泄露，进而影响系统的安全运行。

 ◆ 跳板攻击：WLAN设备管理IP地址段与普通

WLAN用户IP地址段未做有效隔离，导致WLAN设备易

被攻击控制，AC可从任意地址登录，攻击者可利用扫描

软件对设备进行暴力密码扫描。

 ◆ 地址欺骗和会话拦截：由于802.11无线局域网对

数据帧不进行认证操作，攻击者可以通过欺骗帧去重定

向数据流和使ARP表变得混乱，通过非常简单的方法，

攻击者可以轻易获得网络中站点的MAC地址，这些地址

可以被用来恶意攻击时使用。除攻击者通过欺骗帧进行

攻击外，攻击者还可以通过截获会话帧发现AP中存在的

认证缺陷，通过监测AP发出的广播帧发现AP的存在。然

而，由于802.11没有要求AP必须证明自己真是一个AP，

攻击者很容易装扮成AP进入网络，通过这样的AP，攻击

者可以进一步获取认证身份信息从而进入网络。在没有

采用802.11i对每一个802.11 MAC帧进行认证的技术前，

通过会话拦截实现的网络入侵是无法避免的。

2.3　高级入侵阶段

 ◆ 高级入侵：一旦攻击者进入无线网络，它将成为

进一步入侵其他系统的起点。很多网络都有一套经过精

心设置的安全设备作为网络的外壳，以防止非法攻击，

但是在外壳保护的网络内部确是非常的脆弱容易受到攻

击的。无线网络可以通过简单配置就可快速地接入网络

主干，但这样会使网络暴露在攻击者面前。即使有一定

边界安全设备的网络，同样也会使网络暴露出来从而遭

到进一步入侵。

3　WLAN系统安全防护

针对上述安全风险，为确保WLAN系统正常运行，

应全面梳理WLAN业务的数据流与控制流，在各个环

节、各个层面做好基本安全防护。 

3.1　接入防护

接入防护是确保WLAN系统的所有设备安全运行最

基本的保障。AP被控制可能会导致用户根本无法接入；

AC被控制将影响AC所管理的所有AP设备，导致大量

用户无法正常接入，并有可能将用户引入攻击者设计的

Portal页面；RADIUS被控制影响用户的管理；网络设备

被控制将影响网络访问；RADIUS、Portal出现问题影响

用户的认证与计费；网管设备出现问题导致被管对象运

行异常，甚至会导致攻击者从外网进入内网，进而发起

更深层次的攻击。所以列出如下几点建议对WLAN接入

防护进行加固：

 ◆ WLAN系统相关设备设置复杂的口令；

 ◆ 对于开启SNMP协议的设备应设置复杂的通信

字，除非必要不开启具有写权限的通信字，并对可访问

地址进行严格限制；

 ◆ 采用端口访问技术（802.1x）进行控制，防止非

授权的非法接入和访问；

 ◆ 对AP和网卡设置复杂的SSID，并根据需求确定

是否需要漫游来确定是否需要MAC绑定；

 ◆ 禁止AP向外广播其SSID；

 ◆ 布置AP的时候要在公司办公区域以外进行检

查，防止AP的覆盖范围超出办公区域（难度较大），同

时要让保安人员在公司附近进行巡查，防止外部人员在

公司附近接入网络；

 ◆ 开启日志，并定期查看系统日志。在攻击者扫描

时一般会在系统中留下较明显的日志，如图1所示即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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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设备上的登录日志，从日志即可看出来该IP地址对AC

设备账号密码进行了扫描破解；

图	1　AC账号密码扫描破解日志

 ◆ RADIUS系统存储的WLAN用户账号密码，应采

用加密方式保存，同时增强WLAN用户密码生成机制的

安全性，避免WLAN系统重置密码是默认弱口令。

3.2　攻击防护

 ◆ 做好用户隔离，开启AC用户隔离功能和交换机

端口隔离功能。正常情况下，未认证用户不能访问网络

内其他用户，认证后用户在同一AP、同一热点不同AP 下

不能互通。

 ◆ 根据需要为AC划分管理VLAN和用户VLAN， 

VLAN间不互通。在WLAN系统内外部网络之间，以及内

部不同安全域之间通过防火墙实现隔离及访问控制，细

化访问控制策略严格限制可登录维护地址范围与端口。

3.3　高级入侵防护

 ◆ 区域部署专业安全设备。在核心网元部署入侵检

测系统、防火墙，在Portal服务器所在网络部署防拒绝和

网页防篡改软件。

 ◆ 加强审计，对WLAN网络内的所有节点都做好统

计。

4 绿盟安全无线防御系统

4.1　产品综述

安全无线防御系统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 安全无线防御系统：部署需要安全防护的无线网

络中，融合多种安全能力，针对无线扫描、无线欺骗、

无线DoS、无线破解等无线网络威胁，实现精确防控的高

可靠、高性能、易管理的安全无线防御设备。

 ◆ 无线安全集中数据分析中心：无线安全数据分析

是无线安全产品海量信息的后台处理中心。主要完成安

全无线防御系统的日志和安全事件的存储、分析、审计

和处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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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产品特性

绿盟安全无线防御系统的主要特性包括：

 ◆ 无线防火墙，结合射频信号及802.11特点，提供

创新的无线防火墙安全策略，可根据AP或Station的安全

属性定制无线网络准入规则，通过射频信号阻止非法用

户接入，建立射频安全区，提供具有物理安全、可信的

无线网络。

 ◆ 安全无线防御，提供包括无线扫描、欺骗、

DoS、破解等多个大类数十种无线攻击的检测、告警、阻

断功能，同时提供多种类型流氓AP的检测与阻断，彻底

杜绝内网机密通过无线网络向外泄露。

 ◆ 丰富的报表统计，提供无线网络实时拓扑、雷达

图、柱状图、饼状图、攻击排名等多种丰富统计，无线

安全状态一目了然。

5　小结

绿盟科技提供专业化的无线安全防护方案。各企业

用户可根据企业规模、人才储备、业务特点等情况，在

不同攻击层面对自身WLAN业务进行防护加固，降低安

全风险，避免安全损失，保障企业效益。

参考资料：

1. 《WLAN业务安全研究》王自亮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山东有限公司；

2. 《企业级无线渗透与无线数据浅析》Icecolor；

3. http://www.freebuf.com/articles/wireless/58342.html

4. http://network.51cto.com/art/200702/402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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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敌必亮剑 
——如何有效地开展应急响应工作
金融事业部　周扬

开展信息安全工作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就是防止安

全事件的发生，但作为信息安全行业从业者的我们常常

会发现，即使拥有强大预警机制、具备了完善的防护手

段，很多企业还是会有安全事件发生。这样来看，当安

全事件发生后，企业能开展有效的应急响应工作去限制

或遏制事件，最大程度的减小事件影响范围则显得尤为

重要。在具体探讨应该如何开展应急响应工作之前，我

们先来了解一些概念：

1. 信息安全事件：由于自然或者人为以及软硬件本

身缺陷或故障的原因，对信息系统造成危害，或对社会

造成负面影响的事件。

2. 信息安全事件分类：信息安全事件分为有害程序

事件、网络攻击事件、信息破坏事件、信息内容安全事

件、设备设施故障、灾害性事件和其他信息安全事件等7

个基本分类。

3. 信息安全事件分级：将信息安全事件划分为三个

级别：紧急事件、严重事件和一般事件。

不同的文档会对把急响应的过程划分为不同的步

骤，其实无论怎样划分，很多关键元素都是相似的，都

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能够更好地开展应急响应工作。本文

的笔者将应急响应工作划分为以下几个步骤：检测→响

应→缓解→报告→恢复→修复→经验总结，下面我们来

逐一讨论每个步骤中的关键工作内容。

检测：检测网络环境中潜在风险或者事件的手段有

很多，例如：安全防护设备的告警提示、日常巡检和日

志审查时发现的异常行为、来源于用户的事件投诉、甚

至有一些大型企业已经引入的威胁情报（包括热点安全

事件、安全行业动态、最新的攻防研究成果、监管机构

政策解读等）。相关安全人员需要分析判断这些事件，

以确定是否是真实的安全事件。我们通常认定这些安全

人员为安全事件的第一响应人，他们需要在短时间内区

分典型IT问题和安全事件，类似于医疗急救人员，在事

故现场提供医疗援助，必要时为患者提供医疗救助。众

所周知，医疗急救人员有专项培训，以帮助他们在面对

轻度和重大伤害时采取适当的援助手段。同样，专业安

全人员也需要专门的培训，使他们在对面一个典型问题

时可以进行果断处置，同时能够对安全事件进行分类、

分级，启动适当的处置工作。如果确定是一个安全事件

后，需要转向下一个步骤：响应。

响应：安全事件的响应程度取决于事件的严重程

度，许多企业拥有指定的应急响应团队，他们可能来自

于内部科技人员，也可能来自于专业的安全公司。团队

成员将协助事件调查、评估危害、收集证据、报告事件

和恢复，还会参与修复和经验教训总结，并进行安全事

件根本原因分析。能够有效地响应一个安全事件，可以

大幅度降低企业的各项损失，如果一个安全事件持续了

几小时甚至几天仍然无法解决，那么后果将会不堪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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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例如，一个金融机构遭遇了大流量的DDOS攻击，所

有对外的互联网业务将会中断；一个攻击者试图窃取客

户数据库，在较长时间内没有进行有效控制，攻击者完

全有可能获取到整个数据库的副本。

缓解：当安全事件已经不可避免的发生时，采取相

应的技术手段缓解或控制事件的影响范围也是至关重要

的一点。例如，对外提供的互联网业务的WEB服务器遭

受了黑客的入侵，科技人员可以对受攻击的服务器进行

单独的网络隔离，避免问题蔓延到其他网络区域，如果

对业务连续性没有特殊要求时，甚至可以禁用网卡、断

开网络。人们常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在

攻防领域也有这样一句话：不想拿到root的黑客不是好黑

客。在笔者多次参与的应急响应工作中发现，许多攻击

者在拿下一台服务器后不会就此满足，他们会把这台主

机当作进行进入内网的“跳板”，进而继续挖掘更多更

有价值的数据。

报告：报告是指向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报告安全事

件，由于事件的危害程度与影响范围不同，内部的安全

事件报告更偏重于安全事件的前因后果分析，安全事件

的全过程细节、安全策略方面的缺陷、技术手段不足以

及事件问责等。外部事件报告则是面向用户和官方机构

的，包括简短的事件概述、影响范围及造成的直接或间

接的损失。许多国家都制定了管理合规性法律来规范保

存在信息系统中的敏感数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将于2017年6月1日起施行，其中也对数据安

全方面有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恢复：在对一个安全事件收集到适当证据后，所

面临的问题就是系统恢复，或者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

态。对于小事件来说很简单，可能只需重启服务、重启

系统，但是对于一个重大的安全事件就可能需要问题系

统调整策略架构、重新部署，甚至完全新建一个系统，

同时需要从最近的备份中恢复全部的数据。如果要进行

系统重建，需要企业具备有效的配置管理和变更管理机

制，包括必要的配置文档、合理的访问控制手段、关闭

或删除不必要的服务和端口、安装最新的安全补丁以及

修改系统账户和策略的默认配置等。

修复：在修复阶段，需要追溯分析安全事件发生的

根本原因，如果一个安全事件导致企业部分数据丢失，

那么我们需要从攻击者完整的攻击链条上分析每一个可

能存在缺陷的元素，进而找到事件的根本原因。可能是

对外提供服务的WEB服务器没有进行漏洞补丁更新，允

许恶意攻击远程执行系统命令，上传WEBSHELL获取高

级权限；也可能是网站开发编码不规范，同时也没有完

善的参数过滤机制，攻击者利用SQL注入点进行攻击；也

可能是数据库没有进行合理的权限控制且内部存放的敏

感数据内容未加密。针对安全事件的根本原因，开展全

方面的修补和加固工作。

经验总结：在最后的经验总结阶段，需要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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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以及事件涉及到的相关人员参与，必须时还需要高

层管理人员的共同参与。需要对安全事件全过程进行回

顾，团队负责人要对最终的处置结果以及事件造成的影

响进行汇报。参与者可以针对此次应急响应工作过程中

暴露出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例如，应急响应团队花

费了很长时间才成功遏制安全事件，应确定为什么，可

能是不具备完善的安全事件检测手段；可能是相关人员

没有足够的知识技能进行有效应对；也可能是部门之间

沟通不畅，缺乏协同工作的能力导致效率低下等。需要

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输出产物可以运用到应急响应工

作的各个阶段，甚至可以为今后的安全建设工作提供最

为珍贵的经验教训。

从上述每个步骤的工作内容来看，应急响应是一

项需要充分的准备并严密组织的工作。它必须避免不正

确的和可能是灾难性的动作或忽略了关键步骤的情况发

生。这就需要掌握足够的安全技能，并且具备一定的追

踪侦查能力、沟通能力、心理学知识并且掌握必要法律

知识的专业安全人士的参与。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企业

并不具有具备以上知识的专业人员，因此应急响应团队

的构建需要外部资源的协助。

在应急响应支持方面，绿盟科技多年来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无论是收集信息的完整性，还是事件分析过程

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都在业内处于领先的位置。在经验与

技术的完美结合之下，能够更加容易捕获信息中的蛛丝

马迹，为事件分析去的突破性进展打下基础。

绿盟科技应急响应服务采用规范化管理，支持人员

均严格按照设定的流程来进行各项工作。而绿盟科技的

应急服务规范和流程均来自于多年的应急响应实践，完

全符合应急响应事件处理的相关要求。在确保获得分析

事件必需数据的同时，也防止了可能对事件目标产生的

影响。

绿盟科技部分安全服务资质汇总

 ◆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国际国内双认证

 ◆ ISO27001安全认证（国内安全公司首家）

 ◆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服务资质（一级）

 ◆ 信息安全应急处理服务资质一级

 ◆ 国家安全服务资质（安全工程类二级）

 ◆ 国家安全服务资质（安全开发类一级）

 ◆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二级资质

 ◆ 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技术支持单位

 ◆ 国家级安全应急服务支撑单位

 ◆ 应用安全联盟单位成员

 ◆  中国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库（CNVD）技术一级支

撑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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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参与多项重大项目安全保障

 ◆ 2016年 二十国集团峰会（G20）

 ◆ 2016年 贵阳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 2015年 世界互联网大会第二届（乌镇）

 ◆  2015年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安保技术

支持单位 

 ◆  2015年 北京2015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安保活动安

保技术支持单位

 ◆ 2014年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 2014年 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

 ◆ 2014年 APEC峰会（北京）

 ◆ 2013年 全国政府网站专项检查工作支持

 ◆ 2011年 第14届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

 ◆ 2012年 “十八大”期间重要部门安全保障 

 ◆  2011年 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网络信息

安全保障

 ◆ 2010年 第16届亚运会（广州）

 ◆ 2010年 世界博览会（上海）

 ◆ 2009年 国庆六十周年保障

 ◆ 2009年 第11届全运会（济南）

 ◆ 2009年 新华网温总理网络访谈技术保障

 ◆ 2008年 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安全值守

 ◆ 2007年 “十七大”期间重要部门保障 

 ◆ 2006年 第100届广交会 

 ◆ 2005年 中国-东盟博览会 

 ◆ 2004年 春节联欢晚会 

 ◆  2002年 第66届国际电工委员会年会（IEC）渠

道合作



行业研究

安全月刊  /  2017.0526

安全事件

据卡巴斯基安全实验室消息，黑客通过新型恶意软

件 “ATMitch” 采用“无文件攻击”方式，一夜之间成

功劫持俄罗斯 8 台 ATM 机窃走 80 万美元。

这起网络劫持事件成功引起了安全专家的注意，他

们在分析闭路电视录像时发现一名男子至 ATM 机旁并未

与机器交互即可获取现金。据悉，受影响银行的安全团

队并未发现任何恶意软件入侵迹象，唯有一家目标银行

表示曾在 ATM 中发现两份入侵日志：

“无文件攻击”威力初显：
仅需一夜轻松窃走俄罗斯 ATM 80 万美元

“Take the Money Bitch!”

“Dispense Success.”

卡巴斯基 2017 年 2 月就 “ATMitch”恶意软件发布

分析报告表示，黑客曾利用恶意软件 ATMitch 攻击 140 

家机构，其中包括银行、电信公司与 40 余家政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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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安全团队表示，他们不仅发现 Microsoft 域控

制器（ DC ）的物理内存中存在其代码副本，还发现黑

客将恶意代码直接注入受感染内存中与恶意软件一同在 

RAM 系统中运行。目前卡巴斯基安全专家已将该此类恶

意软件标记为 MEM：Trojan.Win32.Cometer 与 MEM：

Trojan.Win32.Metasploit。

近期，在圣马丁举行的卡巴斯基安全分析高峰会期

间，安全专家 Sergey Golovanov 和 Igor Soumenkov  提供

了两家俄罗斯银行 ATM 机被黑客攻击的进一步调查。安

全专家表示，该恶意软件首次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被

发现。攻击者通过 SSH 隧道连接 ATM 机、安装恶意代

码，并指示 ATM 机分配现金。由于恶意软件 ATMitch 

利用机器现有的合法工具远程发送命令以分配资金，所

以只需几秒即可快速运行，致使清空 ATM 机而不留痕

迹。

安全专家强调，为避免触发警报，攻击者在 ATM 

上钻出高尔夫球大小的洞孔，通过物理方式访问 ATM 机

面板获取钞票。

研究人员提醒设备制造商与银行，黑客已横跨俄罗

斯和欧洲银行对其采取 “ATM 电钻攻击”。目前不能确

定攻击 ATM 机背后的具体犯罪团伙，但他们注意到攻

击使用的源代码中包含俄语内容。此外，卡巴斯基发现

该黑客组织使用的技术方法与网络犯罪团伙 Carbanak 和 

GCMAN 存在相似之处。

原作者：Pierluigi Paganini ， 译者：青楚 ，审核：

狐狸酱

本文由 HackerNews.cc 翻译整理，原文链接：http://

hackernews.cc/archives/8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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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 18 日报道，管理 10,000 余家金融机构资金

转移的全球银行平台 SWIFT 已关注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利用微软产品漏洞监视客户事件，敦促用户增强

安全意识。

上周，神秘黑客组织 Shadow Brokers （影子经纪

人）发布一份重磅文档，揭露 NSA 黑客通过入侵中东与

拉丁美洲第三方服务访问 SWIFT 网络系统。据悉，该组

织曾泄露 NSA “ 网络武器 ”文件。

SWIFT 于 4 月 17 日发表声明，敦促客户密切关注

自身安全，在选择服务机构与其他第三方提供商时需慎

重考虑。及时安装安全更新、补丁与安全软件是保护软

件与系统免遭入侵的关键所在。SWIFT 通过定期发布安

全更新与强化产品功能防止系统受到攻击。

分析泄露文件的安全专家表示，黑客组织 Shadow 

Brokers 揭露美国间谍于 2013 年至少瞄准两家服务机构，

而为用户提供 SWIFT 连接与反洗钱服务的迪拜 EastNets 

就是其中一家目标企业。相关文件显示，NSA 黑客瞄准

官方承包商的九台服务器进行攻击，而另一份被泄露的

电子表格则显示包括卡塔尔首家投资银行、迪拜黄金、

商品交易所在内的中东银行机构与科威特石油公司均被

列为关注对象。

网络安全公司 Comae Technologies 创始人 Matt 

Suiche 在博客中写道，如经证实，NSA 的动机表现为试

图完全控制国际金融体系主干、监视 SWIFT 服务机构甚

NSA 利用微软产品漏洞监视客户，
SWIFT 敦促全球银行用户增强安全意识

至整个 SWIFT 网络系统。Matt Suiche 表示，这是关于 

SWIFT 服务机构实际运作方式以及内部基础设施信息的

首次披露。这些信息（如基础架构图、脚本、工具等）

对攻击者而言极具价值。

SWIFT 于本周一系统更新中说明，虽然这些信息“ 

已成为历史 ”，但与服务机构之间仍保持密切联系，以

此提醒自身将具有网络犯罪威胁告知用户并实施全新安

全检查的职责。安全专家表示，攻击者在未经授权的情

况下尝试获取两家服务机构的数据访问权限，目前尚未

掌握未授权访问的任何证据，可以确认未对 SWIFT 基础

架构或数据造成任何影响。

4 月 14 日，微软强调 NSA 黑客利用的漏洞已于近

期安全更新中修复。当天，EastNets 首席执行官 Hazem 

Mulhim 否认黑客入侵 EastNets Service Bureau（ENSB），

尽管屏幕截图显示的情况刚好相反。据悉，继去年孟

加拉国中央银行网络遭受入侵攻击后，此次事件成为 

SWIFT 近年来第二大丑闻。

原作者：Jason Murdock，译者：青楚，译审：游弋

本文由 HackerNews.cc 翻译整理

原文链接：http://hackernews.cc/archives/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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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被黑客攻击的行为屡见不鲜，追回被盗资金的

案例却不多见。

近日，印度媒体披露，印度联合银行去年7月成功

追回了被黑客盗取的1.71亿美元资金。黑客用电子邮件将

恶意软件发送给银行员工，随后控制SWIFT授权跨境交

易、实施了盗窃。

印度信息安全主任Rai向印度教徒报表示：

我们与政府机构、印度储备银行进行了协调努力。

厉害了！ 
这家印度银行追回了黑客盗取的 

1.7 亿美元

印度联合银行成功阻止了资金转账，并在六天内追回了

全部金额。

资金被转账到5个国家

印度官员表示，黑客的攻击行为发生在去年7月20

日晚，当时银行一周的工作日即将结束。第二天，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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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联合银行官员在查看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

会）当日美元账户付款报表时，突然注意到一个惊人的

问题：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一笔1.71亿美元的巨款已从

银行借出。

他很快向银行的高级管理层报告，说明交易情况：

“我昨晚没有授权任何这样的付款。”

而此时，这笔钱已经被转账到了5个国家，包括在柬

埔寨的加拿大银行、泰国的暹罗商业银行，澳大利亚的

银行等。这些资金是从纽约花旗银行和摩根大通纽约银

行转出，这两家银行拥有UBI的外汇账户。

跨国追回资金

在第二天获悉被盗情况之后，印度外交部高级官员

和其他办事处迅速采取行动追回资金。

追回资金涉及与7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必须在政

府高层牵头下进行。有些国家、地区甚至并未与印度建

交，后来在美国政府的协助下，被盗的1.71亿美元被全额

追回。

随着资金流回印度联合银行账户，官员们长叹了一

口气。

与孟加拉银行黑客事件相似

据印度联合银行董事长Arun Tiwari介绍，黑客曾将

一款恶意软件发给印度联合银行的一名官员，这名官员

不慎打开邮件后，恶意软件感染了系统。恶意软件允许

黑客窃取银行的访问密码，该密码被用于通过SWIFT授

权跨境交易。

印度联合银行聘请安永调查这起网络盗窃事件。调

查结果显示，印度联合银行与孟加拉银行黑客事件存在

相似之处。专家向华尔街日报表示,两起案件中，黑客

都用电子邮件将恶意软件发送给银行员工，随后控制了

SWIFT授权跨境交易。另外，两起案件中的黑客都禁用

了自动创建交易记录日志的计算机系统。

原文链接：ht tp : //www.a i l ab . cn/c ryp to logy/ 

20170419837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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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2日，这伙犯罪分子在3个月的精心准备

之下，成功控制一家巴西银行所有业务长达5个小时。该

银行的36个域名，企业邮箱和DNS全体沦陷。这家建立

于20世纪早期的银行在巴西、美国、阿根廷和大开曼拥

有500个分行，总计拥有500万用户和250亿美元资产。

卡巴斯基实验室的研究人员 Fabio Assolini 和 Dmitry 

Bestuzhev 发现，这伙网络犯罪分子已经将同样的手段炮

制到全球范围内的另九家银行，但他们并未透露是哪家

银行遭遇了攻击。

在研究初期，此次攻击看上去就是普通的网站劫

持，但是两位研究者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他们

网络悍匪劫持巴西网银长达 5 小时，
数百万用户中招

认为犯罪分子使用的攻击很复杂，并不只是单纯的钓

鱼。攻击者用上了有效的SSL数据证书，并且还用Google 

Cloud来提供欺诈银行服务支持。

攻击的5小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10月22日下午1时，巴西的一家银行网站受到攻击，

持续了5个小时。黑客入侵银行站点的方式是：控制这家

银行的DNS账户，这样就能将客户导向欺诈网站了。研

究人员表示，黑客入侵了这家银行的DNS提供商Registro.

br。但黑客具体是怎么做到的，目前还不清楚。

DNS提供商Registro.br今年1月份的时候曾修复过一

个CSRF漏洞，研究人员认为攻击者可能利用了这一漏

洞——但也可能是采用向该提供商发送鱼叉式钓鱼邮件

来渗透。

传统的网上银行劫持和现实中的银行抢劫并没有

多大的区别。匪徒闯进银行，抢走财物，再离开银行。

但是，就是有这样一个黑客组织不走寻常路，他们劫持

了一家巴西银行的DNS并将所有的网上银行业务指向

伪造的页面，从中获取受害者的信用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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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uzhev说：

每一个访问该银行网站的人都会获得一个内含JAR文

件的插件，而犯罪分子早已掌握了网站索引文件的控制

权。他们可以利用iframe框架将用户重定向到一个提前设

好恶意软件的网站。

黑客甚至可能将自动柜员机ATM或销售点系统的所

有交易重定向到自己的服务器，收集那个周六下午受害

者们使用信用卡的详细信息。

在这5小时的时间里，仿冒网站会向所有访问者提

供恶意软件，可能有数万甚至上百万全球范围内的用户

受到了这种攻击。该恶意软件是一个隐藏在.zip文件中的

JAVA文件，伪装成了银行安全插件应用Trusteer，加载

在索引文件中。这款恶意程序的作用是禁用受害者电脑

中的安全产品，而且还能窃取登录凭证、邮箱联系人列

表、邮件和FTP身份凭证。

研究员在对恶意软件的排查中发现了8个模块，其

中包括银行URL的配置文件、更新模块、用于Microsoft 

Exchange，Thunderbird以及本地通讯录的凭证窃取模

块、网上银行控制和解密模块。据研究员称所有的模块

都指向加拿大的一个C&C服务器。

钓鱼成功率极高

此外，在这5个小时的时间内，据说还有一些特定

的银行客户收到了钓鱼邮件。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员

发现，当时银行的主页展示了Let’s Encrypt（一家免费的

凭证管理中心）颁发的有效SSL证书——这其实也是现

在很多钓鱼网站会用的方案，前一阵FreeBuf安全快讯还

谈到，过去几个月内，Let’s Encrypt就颁发了上千份包含

PayPal字符的SSL证书。

在本次事件中，这家银行的36个域名全部都被攻击

者控制，包括线上、移动、销售点、融资和并购等功能

的域名。除此之外，攻击者还控制了企业邮箱设施，为

了防止银行方面通知受攻击用户、注册主管和DNS供应

商，攻击者关闭了邮箱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另外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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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没有启用Registro.br的双重认证方案。这五小时内的

钓鱼成功率是可想而知的。

这伙犯罪分子想要利用这次机会劫持原有的银行业

务，同时可以利用软件从他国银行盗取资金。

研究人员在银行域名中加载了钓鱼页面，这些钓鱼

网页会诱导受害者输入信用卡信息。

其实，针对该巴西银行的阴谋早在Let’s Encrypt注册

成立的五个月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所以Let’s Encrypt顺

理成章成为不错的选择）。研究员还发现，攻击者曾用

巴西注册主管的名义向该银行传播钓鱼邮件。这很有可

能是攻击者用来运行银行DNS设置的渠道；凭借这一

点他们就能将银行所有的流量全部重定向到他们的服

务器。

研究员称这是他们第一次观察到如此大规模的攻击。

假想一下，如果一名员工被钓鱼成功，攻击者就可

以访问DNS表，一旦DNS受犯罪分子控制，那么后果不

堪设想。

研究人员强调，确保DNS基础架构的重要性，以

及应当采用大多数注册商所提供的安全功能（如双重认

证）。

参考来源：threatpost，FB小编bimeover编译，转载

来自Freebuf.COM

原文链接：http://www.freebuf.com/news/1313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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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讯 英国知名的发薪日贷款(Payday Loan)公司

Wonga上周日确定遭遇数据泄露，之后发表声明通知客户

联系银行。

Wonga在声明中指出，黑客可能非法访问了数十万

账户的个人信息，关系到预计总计高达27万客户数量的

个人信息。目前该公司正在联系受影响的客户。

本次泄露的信息可能包括：客户姓名、电子邮箱、

家庭住址、电话号码、银行卡的后四位数、银行卡账号

和银行代码。

Wonga仍在努力调查这起数据泄漏事件的细节，并

通知客户重置密码。

Wonga表示，将尽快向金融机构和受影响的个人通

知这事件。同时建议客户主动联系银行，并提醒他们留

意银行账号和在线网站的任何可疑活动。

唯 一 庆 幸 的 是 ， 黑 客 并 未 窃 取 到 完 整 的 银 行 卡

信息。

Wonga通过声明向客户致歉，并表示非常重视客户

的数据和安全。虽然Wonga的安全标准达到了最高水平，

然而，日益猖獗的网络攻击仍然防不胜防，这类非法攻

击日益复杂化。

据英国媒体报道，Wonga一周之前意识到该问题，

但直到上周五才确定遭受了外部入侵。Wonga提醒了当

局，并于上周六开始联系借款人。

去年，英国Tesco银行遭遇黑客攻击，9000名在线客

户250万英镑被盗。各方称这起攻击是系统性的复杂网络

攻击，英国国家犯罪局和国家网络安全中心仍在调查这

起事件。

据报道，今年，英国Lloyds银行、哈利法克斯银行和

苏格兰银行遭遇大规模DDoS攻击，致使客户无法使用在

线服务。

转载来自E安全，原文链接：https://www.easyaq.

com/news/636045606.shtml

英国继银行被窃之后
信贷公司 Wonga 数十万客户数据被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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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北京时间18日清晨，Apache Log4j 被曝出存在一个

反序列化漏洞(CVE-2017-5645)。攻击者可以通过发送

一个特别制作的2进制payload，在组件将字节反序列化

为对象时，触发并执行构造的payload代码。该漏洞主

要是由于在处理ObjectInputStream时，接收器对于不可

靠来源的input没有过滤。可以通过给TcpSocketServer和

UdpSocketServer添加可配置的过滤功能以及一些相关设

置，可以有效的解决该漏洞。目前Log4j官方已经发布新

版本修复了该漏洞。

Apache Log4j 反序列化漏洞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7 年 4月 18日

相关地址：

http://cve.mitre.org/cgi-bin/cvename.cgi?name= 

%09CVE-2017-5645

https://issues.apache.org/jira/browse/LOG4J2-1863

http://seclists.org/oss-sec/2017/q2/78

受影响的版本

所有Apache Log4j 2.*系列版本：

 □ Apache Log4j 2.0-alpha1 – Apache Log4j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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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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影响的版本

 □ Apache Log4j 2.8.2

规避方案

 ◆  使用Java 7+的用户应立即升级至2.8.2版本或者避

免使用socket server的相关类。

参考链接：

https://issues.apache.org/jira/browse/LOG4J2/fixfo

rversion/12339750/?selectedTab=com.atlassian.jira.

jira-projects-plugin:version-summary-panel

 ◆  使用Java 6的用户应该避免使用TCP或者UDP 的

socket server相关类，用户也可以手动添加2.8.2版

本更新的相关代码来解决该漏洞。

参考链接：

https://git-wip-us.apache.org/repos/asf?p= logging-

log4j2.git;h=5dcc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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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北京时间4月15日，Jackson框架被发现存在一个反

序列化代码执行漏洞。该漏洞存在于Jackson框架下的

enableDefaultTyping方法，通过该漏洞，攻击者可以远程

在服务器主机上越权执行任意代码，从而取得该网站服

务器的控制权。

Jackson是一个开源的Java序列化与反序列化工具，可

以将java对象序列化为xml或json格式的字符串，或者反序

列化回对应的对象，由于其使用简单，速度较快，且不

依靠除JDK外的其他库，被众多用户所使用。Jackson官方

已经发布补丁修复了该开源组件。

相关地址：

http://www.cnvd.org.cn/flaw/show/CNVD-2017-

04483

https://github.com/FasterXML/jackson-databind/

issues/1599

Jackson 框架 Java 反序列化远程代码执行
漏洞技术分析与防护方案
发布时间：2017 年 4月 19日

受影响的版本

 ◆ Jackson Version 2.7.* < 2.7.10

 ◆ Jackson Version 2.8.* < 2.8.9 

不受影响的版本

 ◆ Jackson Version 2.7.10

 ◆ Jackson Version 2.8.9

注：

截止到该报告发布时，官方还没有正式发布上述

新版本，请用户持续关注并在新版本发布时及时更新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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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分析

漏洞简介

Jackson框架enableDefault 

Typing方法存在Java反序列化代

码执行漏洞，攻击者利用漏洞可

在服务器主机上执行任意代码或

系统指令，取得网站服务器的控

制权。目前，供应商发布了安全

公告及相关补丁信息，修复了此

漏洞。



漏洞聚焦

安全月刊  /  2017.0540

补丁分析

在这个补丁中，项目作者根据NotSoSerial（https://github.com/kantega/

notsoserial）这个项目做了一些黑名单处理，将几个通用的反序列利用库加入到了

黑名单。再看它的test目录的补丁文件，是有一个测试用例，这个测试示例的代码

应该是漏洞作者提交给该项目的，从这个示例中就可以看出poc的端倪。

在测试用例中引用了com.sun.org.apache.xalan.internal.xsltc.trax.TemplatesImpl,

同时它会包含outputProperties，transletName，transletBytecodes这三个字段。后续

没有特别说明的话jdk版本都是jdk1.7.0_05。

Jackson data-bind的反序列化处理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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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序列化outputProperties的时候会调用newTransformer，在newTransformer

中调用newInstance实例化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可以是攻击者构造的有害代码。

分析完反序列化的流程之后我们来构造下p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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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est类中调用了Runtime.getRuntime().exec(“calc”)来弹出计算机，编译完

之后得到test.class,这就是攻击者的有害代码。

在testIssue1599这个类中，首先是读取前面生成的Test.class的内容，然后

enableDefaultType，最后调用readValue来达到执行poc的目的。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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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解决方案

 ◆ Jackson官方即将发布新版本修复该漏洞，请使用受影响版本组件的用户尽

快更新Jackson的jar包升级到不受影响的版本。

请参考链接：

https://github.com/FasterXML/jackson-databind/issues/1599

 ◆ 由于官方还没有正式发布不受影响的新版本，用户可以手动修改2.7.*，

2.8.*以及master分支的代码来防护该漏洞：

具体操作请参考链接：

https://github.com/FasterXML/jackson-databind/commit/fd8dec2c7fab8b4b4bd60

502a0f1d63ec23c24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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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防护方案

产品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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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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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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近日，Linux内核爆出一则高危漏洞（CVE-2016-

10229，CNNVD-201703-210），在Linux 4.5之前的系统

内核中，当recv以MSG_PEEK标志位被调用时，攻击者可

以通过UDP来触发一个不安全的二次校验和计算，以此

来远程执行代码，可能导致系统被控制或者造成拒绝服

务攻击。

相关地址：

h t t p s : / / c v e . m i t r e . o r g / c g i - b i n / c v e n a m e .

cgi?name=CVE-2016-10229

https://git.kernel.org/pub/scm/linux/kernel/git/

torvalds/linux.git/commit/?id=197c949e7798fbf28cfadc69d9c

a0c2abbf93191

Linux 内核二次校验计算
远程代码执行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7 年 4月 14日

受影响的版本

 □ Linux Version < 4.5 

 □ Google Pixel XL 0

 □ Google Pixel C 0

 □ Google Pixel 0

 □ Google Nexus Player 0

 □ Google Nexus 9

 □ Google Nexus 6P

 □ Google Nexus 6

 □ Google Nexus 5X

 □ Google Android One 0

 □ Google Android 0

不受影响的版本

 □ Linux Version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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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代码修复情况

临时防护方案

 ◆ Linux官方已经发布补丁修复该漏洞，请受影响的用户尽快升级

到最新版本。

 ◆ 专业用户可以通过修改代码重新编译生成新内核进行安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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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7日，McAfee与FireEye的2名研究员爆出微软

（Microsoft）Office Word的一个0-day漏洞。通过发送一

个带有OLE2link对象附件的邮件，用户在打开附件时，

代码会执行并且连接到一个攻击者控制的远程服务器，

由此来下载一个恶意的HTML 应用文件(HTA)，此HTA

文件会伪装成一个微软的RTF文档。当HTA文件自动执

行后，攻击者会获得执行任意代码的权限，可以下载更

多的恶意软件来控制受感染用户的系统，并且关掉原先

的Word文档。据了解，该0-day漏洞早在今年1月份就已

经在被攻击者发现并使用，目标应该是一些特定用户。

微软应该会在周二的例行安全性更新中修复该漏洞。

相关地址：

https://securingtomorrow.mcafee.com/mcafee-labs/

critical-office-zero-day-attacks-detected-wild/

https://www.fireeye.com/blog/threat-research/2017/ 

04/acknowledgement_ofa.html

http://thehackernews.com/2017/04/microsoft-word-

zero-day.html

受影响的版本

目前所有Microsoft Office版本

Microsoft Office Word 0-day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7 年 4月 11 日

规避方案

 ◆ 不要打开任何来源不明的Office Word文档；

 ◆ 用户可以通过打开“受保护的视图”功能来防止

此漏洞被利用；

 ◆ 微软（Microsoft）官方应该会在周二发布相关的

修复补丁，请用户及时下载更新来防护此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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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时间4月14日晚间，Shadow Brokers组织公布了

此前窃取的部分方程式（Equation Group）组织的机密文

件。这部分被公开的文件曾经被Shadow Brokers组织以数

亿美金拍卖，因为这部分文件包含了数个令人震撼的黑

客工具，用来攻击包括Windows在内的多个系统漏洞。

此次泄漏的文件包括三部分：Windows, Swift以及Odd。

其中Windows目录下的黑客工具包含了IIS 6.0远程漏洞

的利用；SMB1的重量级利用，可以用来攻击开放了445

端口的Windows系统并且提权；RDP服务远程漏洞的利

用，可以攻击开放了3389端口的Windows机器等等。开放了

135,445,3389等端口的Windows服务器有很大概率受到攻击。

方程式组织据说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下属的一

个黑客组织，拥有着超高的技术以及大量黑客工具。

这次泄漏出来的漏洞攻击工具覆盖了全球绝大部分的

Windows服务器，且任何人均可以下载直接利用，但是微

软（Microsoft）官方也随即在北京时间15日发布公告，表

示针对Windows系统的攻击已经大部分在之前的系统升级

补丁中解决。 

方程式组织泄漏大量针对 Windows
攻击工具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7 年 4月 15 日

相关地址：

https://steemit.com/shadowbrokers/@theshadow 

brokers/lost-in-translation

https://www.bleepingcomputer.com/news/security/

shadow-brokers-release-new-files-revealing-windows-

exploits-swift-attacks/

https ://zhuanlan.zhihu.com/p/26375989?utm_

medium=social&utm_source=wechat_timeline&from=group

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blogs.technet.microsoft.com/msrc/2017/04/14/

protecting-customers-and-evaluating-risk/

泄漏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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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版本

本次泄露的攻击工具利用了大量Windows漏洞，具

体影响版本请点击后面各漏洞详细信息查看。

不受影响的版本

本次泄露的攻击工具利用了大量Windows漏洞，具

体影响版本请点击后面各漏洞详细信息查看。

微软官方防护方案

微软MSRC在北京时间15日下午发布的调查结果

显示，此次泄漏的针对Windows的攻击中绝大部分已经

在之前的系统升级补丁中修复（如下图所示），剩余的

攻击工具（“EnglishmanDentist”, “EsteemAudit”, and 

“ExplodingCan”）也只影响微软不再支持的版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3月份刚刚发布的MS17-010补丁，

该补丁修复了3个重大的SMB远程利用漏洞，请用户尽快

下载升级至最新版本。

攻击工具代号 解决方案

EternalBlue MS17-010 已解决

EmeraldThread MS10-061 已解决

EternalChampion CVE-2017-0146	&	CVE-2017-0147已解决

ErraticGopher Windows	Vista 发布前已解决

EskimoRoll MS14-068 已解决

EternalRomance MS17-010 已解决

EducatedScholar MS09-050 已解决

EternalSynergy MS17-010 已解决

EclipsedWing MS08-067 已解决

建议用户将受到影响的系统立即升级到最新的官方

支持版本。

参考链接：

https://blogs.technet.microsoft.com/msrc/2017/04/14/

protecting-customers-and-evaluating-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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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防护方案

如果用户暂时不便升级相关系统，可以采取以下临

时防护方法：

按 照 最 小 化 原 则 开 放 服 务 器 端 口 ， 暂 时 关 闭

135,137,139,445与3389等服务端口，且在非必要的情况下

关闭端口对应的服务。

严格限制可信IP对于重要服务器的访问。

注：

由于此次涉及的漏洞数量众多，分析起来较复杂，

相关的规则与插件部署速度较慢，绿盟科技安全团队建

议受影响的用户立即升级到最新的官方支持版本来规避

这些漏洞攻击。

附录

相关端口说明：

135：

135端口主要用于使用RPC（Remote Procedure 

Call，远程过程调用）协议并提供DCOM（分布式组件

对象模型）服务，通过RPC可以保证在一台计算机上

运行的程序可以顺利地执行远程计算机上的代码；使用

DCOM可以通过网络直接进行通信，能够跨包括HTTP

协议在内的多种网络传输。

137：

137端口的主要作用是在局域网中提供计算机的名字

或IP地址查询服务，一般安装了NetBIOS协议后，该端口

会自动处于开放状态。137端口属于UDP端口，使用者只

需要向局域网或互联网上的某台计算机的137端口发送一

个请求，就可以获取该计算机的名称、注册用户名，以

及是否安装主域控制器、IIS是否正在运行等信息。

139：

139 NetBIOS File and Print Sharing 通过这个端口进

入的连接试图获得NetBIOS/SMB服务。这个协议被用于

Windows”文件和打印机共享”和SAMBA。在Internet上

共享自己的硬盘是可能是最常见的问题。

445：

445端口也是一种TCP端口，该端口在windows 

20XX Server系统中发挥的作用与139端口是完全相同的。

具体地说，它也是提供局域网中文件或打印机共享服

务。不过该端口是基于CIFS协议（通用因特网文件系统

协议）工作的，而139端口是基于SMB协议（服务器协议

族）对外提供共享服务。同样地，攻击者与445端口建立

请求连接，也能获得指定局域网内的各种共享信息。

3389：

3389端口是Windows 20xx Server远程桌面的服务端

口，可以通过这个端口，用”远程桌面”等连接工具来

连接到远程的服务器，如果连接上了，输入系统管理员

的用户名和密码后，将变得可以像操作本机一样操作远

程的电脑，因此远程服务器一般都将这个端口修改数值

或者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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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动态

安全月刊  /  2017.0552

绿 盟 科 技 下 一 代 防 火 墙 N F 通 过
“EAL4+”认证

近日，绿盟NF防火墙顺利通过中国信息安全测评

中心分级评估测评， 获得防火墙最高级别证书 - EAL4+

级！ 绿盟NF防火墙是国内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通过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EAL4+级评估的防火墙类产品！

信息安全产品分级评估是指依据国家标准GB/T 

18336，综合考虑产品的预期应用环境，通过对信息安

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技术，开发、管理，交付

等部分进行全面的安全性评估和测试，验证产品的保密

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程度，确定产品对其预期应用而言

是否足够安全，以及在使用中隐含的安全风险是否可以

容忍，产品是否满足相应评估保障级的要求。目前，中

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颁发的网络安全产品分级评估证书

的最高级别是EAL4+。

EAL4+相比EAL3+，主要是在保障要求上进行了

增强：

（证书级别从低到高：EAL1 - EAL2 - EAL3 - 

EAL3+ －EAL4－EAL4+）

1. 在攻击面分析方面，通过威胁建模，进行了更全

面的脆弱性分析，对抗的风险等级由低风险提升到了中

低至中等风险；

2. 在产品渗透性测试方面，考虑了产品在预期使用

环境下所面临的更多的风险及脆弱性，测试深度及广度

均有增强；

3. 通过更深入的开发评估及生命周期支持评估，对

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的安全提供了更多保障。

绿盟下一代防火墙NF是绿盟科技构筑在最新一代64

位多核硬件平台基础之上，采用最新的应用层安全防护

理念，同时结合先进的多核高速数据包并发处理技术，

研发而成的企业级边界安全产品。

绿盟下一代防火墙NF集合了多种功能于一身，建

立起以应用为核心的网络安全策略和以内网资产风险识

别、云端安全管理、多产品联动为显著特性的安全防护

体系，为用户提供全方位安全防护解决方案。

此次评估过程针对绿盟NF防火墙的安全目标、安

全架构、功能规范、TOE设计、实现表示、生命周期支

持、指导性文档、脆弱性分析、产品自测文档、独立性

测试结果以及穿透性测试结果等几个方面进行评估，最

产品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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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测评结果确认绿盟NF防火墙已实现了预期所有的安全

功能，安全性满足EAL4+级的所有要求。

绿盟DDoS防御方案获欧洲大奖 
三项入围创纪录

2017年3月31日，英国伦敦 - 智能混合DDoS防御

解决方案提供商NSFOCUS被授予2017年欧洲IT＆软件

（www.iteawards.com）年度最佳安全解决方案奖。绿盟

科技同时也是“年度公共部门与公用事业解决方案”和

“年度安全供应商”两项大奖的决赛入围者，这也是绿

盟科技第一次同时入围三个奖项的评选。

欧洲IT和软件卓越奖是唯一一个泛欧洲大奖，大家

认识到独立软件开发商（ISV）、解决方案提供商和系统

集成商在提供可行性解决方案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今年是这个奖项持续的第九年，吸引了500多个参赛

作品，来自28个欧洲国家的61个解决方案提供商，39个

独立软件开发商和51个供应商已经进行了决赛。这些奖

项旨在为解决客户核心问题，提供更好的服务，更清晰

了解数据，以及提出更高效的IT解决方案。

获此殊荣，不仅是欧洲市场对绿盟科技品牌的认

同，也是对绿盟科技能够不断创新升级，抵御DDoS攻击

风险，有效应对突发、多变的商业挑战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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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补丁解决方案

各行业漏洞管理工作已经开展多年，在风险管理工

作中，漏洞管理能够防患于未然，是投入和效果比最高

的管理环节，已经得到各行业充分认识和广泛的基础建

设和实践。

绿盟科技将下一代防火墙NF与国内最强远程安全评

估系统RSAS进行数据联动，将内部资产的漏洞及防护情

况尽收眼底。

mini 方案

绿盟科技远程安全评估系统RSAS能够提供精确的

用户内部网络的安全漏洞清单，绿盟科技下一代防火墙

NF与远程安全评估系统RSAS共享漏洞和安全防护信息，

互通有无，实现对无防护的高风险漏洞和漏洞防护情况

的展示，使得客户不仅了解内部网络有什么样的漏洞，

并且了解哪些漏洞已经防护，防护的效果是什么？从而

为用户制定更高效网络维护计划，提供参考依据，达到

“发现←→防护”的闭环。

  



产品动态

2017.05  /  安全月刊 55

防火墙NF事件关联分析ECA功
能介绍

我们知道对传统防火墙的日志和事件分析主要

是从流量和会话的维度来进行统计和TOPN的排名，

但这种统计针对不同的事件之间是无法关联的，也

就无法快速的发现、定位和解决问题。

绿盟下一代防火墙NF提供事件关联分析ECA功

能，用户可以通过应用、用户、安全事件等多个维

度，对流量、会话以及安全事件进行统计，并提供

逐层数据挖掘的能力，可以从大量的事件中快速发

现异常流量及潜在的风险。

绿盟下一代防火墙NF事件关联分析ECA以用

户、应用、IP等多种维度为入口，进行流量、会话、

威胁方面的统计及排名，并且将IP、应用、安全事

件等进行关联，用户可以根据需求，对事件进行挖

掘，快速定位异常问题。同时，用户可以对非TOP 

N排名中的IP进行监控，将其产生的所有日志进行关

联分析。

产品使用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