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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网络安全法（金融行业）解读
金融事业部 - 傅戈

1.	《网络安全法》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从国际上来看，大国之间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随着

现代战争费用的暴涨，某些国家实力的衰弱以及可能导

致的地区和国际震荡而变得不太可能。因此大国间的对

抗与冲突转向于网络攻击与对抗。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和正常运行日益依赖于互联网、物联网，从网络发起的

攻击所造成的后果严重情况可堪比核战争。因此国际间

的大国和发达国家纷纷积极制定、调整、升级本国的网

络空间战略，同时在技术上并行提升安全保障和攻击能

力。此外，随着棱镜事件的曝光以及2015年以来以国家

行为主体实施的大规模网络监控和网络攻击造成了国家

间严重的不信任情绪，给国际局势以及互联网安全稳定

带来了不良影响。我国作为一个互联网技术相对落后的

国家，有必要根据国际形势及时调整我国的国家网络空

间战略，通过一系列措施提升国家在网络空间的防御能

力，这些措施就包括用制定和颁发相应的法律文件来体

现国家的意志，督促国内网络安全的健康发展。

从国内来看，我国国内存在着以下问题情况，一是

我国信息化建设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近20年的时间中

突飞猛进，新技术和新业务不断涌现和应用，但过程中

存在重建设轻安全的现象；二是我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

法律法规条文存在着分散的现象，同时在监管过程中也

存在多头管理和监管滞后的情况；三是我国网络安全人

才建设滞后，每年从高校毕业的信息安全专业的毕业生

以及社会培养的信息安全人才数量远不能满足国内信息

安全人才需求；四是近几年来地下黑产规模日益扩大，

社会上爆发大量的网络安全事件，给人民群众和企业带

来了巨量的经济损失。以上问题反映了我国网络安全法

律体系和社会经济生活快速发展与安全需求之间存在一

定的滞后性和不满足性。《网络安全法》正是弥补这些

滞后性与不满足性的一个关键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

《网络安全法》）即将在2017年6月1日正式实施，

这样一部法律究竟对金融行业而言即将产生什么影

响，本文将在下面给予分析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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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络安全法》的定位及管辖范围

首先，《网络安全法》是我国在十八大以来在互联

网领域针对网络安全制定和颁发的一部重要的基础性法

律。从法律的管辖范围看，《网络安全法》体现了我国

的网络空间主权，国内的管辖权、独立权和自卫权。针

对境外机构、人员的攻击破坏行为则体现了在防御、惩

治和制裁方面的管辖权。

3.	《网络安全法》的主要指导方向
和主要内容

《网络安全法》共7章79条，内容条文主要涉及三个

主要指导方向，一是我国国家政府和监管机构做什么，

国家政策支持什么？二是关键基础设施运营者、网络运

营者、产品/服务提供商、国家机关政务网络的运营者在

网络安全方面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三是在非法违

规后的法律追责是什么？

在这里面，第一个指导方向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国家承当网络安全空间战略的顶层设计：包括国

家战略与网络安全标准的制定；等级保护实施以法律条

文形式进行明确和强制要求；国家监管机构建立网络安

全通报机制和制度；

	国家承担相关的任务：包括主导实施公民与关键

基础设施保护；国家推进国际间安全合作；国家在网络

安全方面（预警监测、部门协调、告警发布）的建设投

入； 

	国家对网络安全研究和发展的支持与鼓励：包括

鼓励全社会共建人才培养；鼓励全社会在网络安全技术

领域的研究与产业创新；鼓励社会机构间的合作与行业

自律；

第二个指导方向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网络运营商、国家机关

网络运营者应该执行安全防护的要求：包括等级保护建

设、网络安全三同步建设、部署使用相应的安全技术措

施、安全产品采购与使用的要求、加强用户身份认证、

安全岗位任职要求、日志留存要求、数据存放及保护的

要求、公民保护的要求、履行主动安全防护的义务以及

监管配合的义务。

	产品/服务提供商应该执行的安全要求：包括

产品的强制性安全认证、产品安全缺陷的强制性修补

要求、产品售后服务的强制性要求、客户信息保密性要

求。

第三个指导方向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未执行主动安全防护义务的法律追责与处罚。追

责与处罚涉及的情况包括未实施等级保护、未及时制止

网络危害活动、违反数据安全存储要求等强制要求、不

按要求进行安全整改等

	未执行监管配合义务的法律追责与处罚。追责与

处罚涉及的情况包括未配合、拒绝和阻挠有关部门依法

实施的监管活动等

	从事网络危害行为和活动的法律追责与处罚。这

些犯罪危害包括提供和协助实施网络危害活动、窃取和

出售个人信息、散布恶意程序与不良信息等

4.	《网络安全法》对金融行业的影响

作为金融企业的决策层，应当关注《网络安全法》

以下八个关键方面。

	金融行业和领域是国家重点保护对象

《网络安全法》将金融行业和金融领域定义为我国

的关键基础设施。作为关键基础设施，国家将予以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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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在《网络安全法》中明确关键基础设施实施重点

保护，其具体范围和安全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制定。（详

见第31条）

	等级保护的建设实施必须实行

《网络安全法》明确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要在网

络安全等级保护的基础上实施重点保护。因此，建议必

须摒弃那种等级保护建设可有可无，建设能拖则拖的思

想观念。认真按照要求开展等级保护建设。（详见第31

条）

	安全建设三同步

《网络安全法》要求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必须保证

业务稳定安全运行，系统建设保证安全技术措施同步规

划、同步建设、同步使用。因此建议在今后的建设中应

该留出一定比例的资金项目资金用于信息安全防护；此

外信息安全部门/人员不仅应该全程参与项目建设，决策

层还应赋予他们在项目中必要的发言权重。（详见第33

条）

	重要数据保护

《网络安全法》要求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在运营

过程中手机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必须在境内存

储。需要向境外提供数据的必须按照国家相关办法进行

安全评估。因此，建议各机构对自己的业务进行一次全

面的梳理，确认业务数据的存储情况和使用情况，根据

法律要求进行数据迁移和安全评估（详见第37条）

	安全运维要求更为严格

《网络安全法》要求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每年至少

对其网络进行1次检测评估并上报监管机构；必须定期

对人员进行培训和技能提升；必须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

演练；必须审核安全岗位人员的背景情况。建议各机构

根据自己的运维管理要求对标《网络安全法》，根据情

况及时调整自有的安全运维管理机制和内容。（详见第

34、38条）

	安全产品/服务采购把控

《网络安全法》要求采购的信息安全产品/服务必

须符合国家安全审查要求。因此建议在今后的采购中应

该重视和严格审核所采购的信息安全产品/服务的资质要

求，影响国家安全的还需要通过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

院有关部门组织的国家安全审查。（详见23,35条）

	个人信息的保护

《网络安全法》有多条提到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包括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存储和保护等内容。因

此建议各机构再次开展内部审核评估，确认己方在个人

信息保护方面的措施是否符合要求。（详见41,42,43,44

条）

	主管人员负监管连带责任

《网络安全法》第六章几乎每一条都提到了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在本机构或内部人员触犯《网络安全法》

后都需要负监管连带责任并承担相应的经济处罚。

语 《网络安全法》执行在即，我们相信这

部法律的实施将有力的促进我国在网络安全领

域的发展建设，同时也希望本部法律涉及的机

构认真看待这部法律，切实按照要求改进和提

升本机构的网络安全防护水平，为我国国家网

络安全战略的实现添砖加瓦。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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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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金融事业部 - 陈爱珍

打

管

防
控

外包
原则

保持外包风险、成本

和效益的平衡

根据外包管理及技术

发展趋势持续改进外

包策略和措施

以不妨碍核心能力建

设、积极掌握关键技

术为导向

强调外包风险的事前

控制，保持管探力度

二、外包风险管理

罗伯特·克莱普尔和温德尔·琼斯等多名业界学

者对信息科技外包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在著作中对传统

信息科技外包风险进行了总结，主要概括为以下三大类

别：

系 统 风 险

监 管 风 险

行 业 风 险

市 场 风 险

……

环境风险

政 策 风 险

人 才 风 险

契 约 风 险

逆向选择风险

……

决策风险

失 控 风 险

锁 定 风 险

技 术 风 险

综 合 风 险

……

程序风险

无论环境风险、决策风险，或者程序风险，不采

取监测和控制措施，都将会对金融机构业务开展造成影

响。结合行业特点，监管要求总结了如下四点金融机构

(4月份的安全月刊中刊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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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谈到针对信息科技外包管理组织架构建设，整体结构在

符合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尽量贴合金融机构自身的组织

现状及岗位设置，方能促使信息科技外包管理职能更有

效的执行和落地；本期我们将继续探讨金融机构信息科

技外包战略建设、风险管理以及生命周期管理方面的建

设思路和落地建议。)

一、外包战略建设

制定信息科技外包战略是金融机构董事会及高级管

理层的首要职责，外包战略作为信息科技外包管理体系

的核心方针，必须与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及业务总体战略

目标一致，并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且在每年度的信

息科技外包管理风险评估中进行执行情况检验汇报。

监管要求明确“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实施信息科技外

包时，不得将信息科技管理责任外包”，同时金融机构

外包战略及策略应充分体现坚持外包四大原则，并结合

机构实际现状制定外包策略和相对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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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技外包风险：

	 科技能力丧失：银行业金融机构过度依赖外部

资源导致失去科技控制及创新能力，影响业务创新与发

展；

	业务中断：支持业务运营的外包服务无法持续提

供导致业务中断；

	 信息泄露：包含客户信息在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非公开数据被服务提供商非法获得或泄露；

	 服务水平下降：由于外包服务质量问题或内外部

协作效率低下，使得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服务水平

下降。

通过不断的摸索研究，结合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外

包风险评估经验积累，绿盟咨询团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

《金融机构信息科技风险地图及控制矩阵》，分别从风

险分类、控制措施、控制要求及合规依据等多个层面建

立信息科技外包风险模型，模型样例参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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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的分析，在完善外包管理组织架构与职责

的基础上，应根据外包活动的开展环节进行风险检测与防范，绿盟科技依据现有

信息科技项目流转进行外包流程梳理，在评估的过程中，发现并生成信息科技外

包活动主要线路流程，并在每个流程的关键环节设置有效的风险防范检测措施，

提高外包风险防御能力。

结合监管要求以及大部分金融机构组织架构，我司设计了外包供应商选择、

外包合同拟定审批、外包项目服务水平监控、外包终止和中止等近20个关键流程

图，以下为外包供应商选择流程：

外包供应商选择流程

项目组
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

风险管理部 信息科技管理委员会 招标委员会

1

2

3

4

5

6

7

8

9

7 后续招投标
流程

否
审批通过？

3 提交审核

结束

审批通过？

6 执行审批

是

否

2 根据外包商准入机制
选择入围名单

5 提交审批

4 执行审核

是

8 确定外包商

1 市场调研和外包商接
洽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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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外包供应商选择流程前，我们建立了外包商准入机制，其中包括依据

重要程度、项目规模等条件建立外包商分级管理标准，每一级别的准入条件均明

确了产品服务能力、人员技能、管理能力、市场评价、资质信誉、财务状况等符

合项，同时建立并登录外包商信息库，通过对外包供应商进行充分测评，确保满

足金融机构外包风险控制需求，从源头上抓好外包活动的风险管控。

同时在外包商选择流程中，我们也充分考虑到流程的落地可行性，在与组

织架构岗位配置的活动中，引入了与流程相对应的制度要求以及表单等输入输出

物：

责任人/
部门

1 市场调研和
外包商接洽

根据外包项目实际
需求，进行市场调
研，并与主要的外
包商进行接洽和交
流

外包项目经理
/项目负责人

2
按准入机制
选择入围外

包商

按照外包商准入机
制，对所接洽的外
包商进行评价，选
择其中符合较优的
外包商入围

外包项目经理
/项目负责人 外包商准入机制

入围外包商列表及
背景材料

3 提交审核
提交风险管理部进
行审核

外包项目经理
/项目负责人

入围外包商列表及
背景材料

4 执行审核
对入围外包商进行
审核

风险管理部
入围外包商列表
及背景材料

审核意见

5 提交审批
提交信息科技管理
委员会进行审批

外包项目经理
/项目负责人

入围外包商列表及
背景材料

6 执行审批
对入围外包商进行
审批

信息科技管理
委员会

入围外包商列表
及背景材料

审批意见

7 招投标流程
启动执行项目招投
标流程

招标委员会
招标书、投标书、
评标记录、中标结
果

8 确定外包商 确定中标的外包商 招标委员会
中标的外包商、中
标通知书

序号 活动 描述 输入 输出

三、外包生命周期管理

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外包项目从立项到项目结束，由许多不同的阶段组成，

而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隐患和风险存在，且随着项目的升迁变化，随之带来更多

的衍生风险，绿盟科技建立的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管理体系覆盖了外包活动的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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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周期，包含项目立项、项目合同签订前、合同签订、项目实施前期、项目实施

中、项目实施结束、项目验收前后等全生命阶段。

NO.
外包项
目阶段

责任部门/人
（执行）

执行活动工作内
容

责任部门/人
（管理）

管理活动工作内容
输出物（文件、报
告、记录等）

输出物汇报
部门

1 项目立项 立项部门
立项部门须进行
外包风险评估和
可行性分析

信息科技外包
管理人员
（适用于信息
科技部-安全科
-综合岗）

外包管理人员协助本部
门对外包项目进行外包
风险评估和可行性分
析，并收集项目相关信
息及《项目外包风险评
估和可行性分析报告》

《项目外包风险评估
和可行性分析报告》

信息科技管
理委员会、
风险管理委
员会

信息科技外包
管理人员
（适用于信息
科技部-安全科
-综合岗）

外包管理人员从各外包
项目负责人收集《外包
商尽职调查报告》

《外包商尽职调查报
告》

风险管理部

风险管理部-信
息科技风险监
测岗

负责督促信息科技外包
项目负责人开展外包服
务商尽职调查工作

3 合同签订
信息科技外包
项目负责人

信息科技外包项
目负责人与外包
商就合同、协议
进行协商，经项
目所属部门和合
规管理部共同审
核，报相关行领
导审批后，签订
合同及协议

信息科技外包
管理人员
（适用于信息
科技部-安全科
-综合岗）

收集外包项目合同信息

《外包服务合同》、
《外包项目服务水平
协议》、《外包商保
密协议》

2

开展外包服务商
尽职调查工作，
填写《外包商尽
职调查报告》

信息科技外包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合同
签订前

通过对国内金融机构外包项目的梳理及大量的项目经验积累，我们整理出了

各个阶段的外包控制措施。而在落地实施层面，考虑到组织架构中管理层与执行

层、一道防线与二三道防线的职责区分，咨询团队从岗位角色作为出发点，设计

了集项目阶段、责任部门/岗位、执行活动/管理职责、输出物及汇报部门为一体

的全生命周期外包风险控制指南及运行工作手册矩阵，同时，为各个岗位人员设

计了以岗位职责为核心的外包活动执行手册，以上成果在外包管理体系落地实施

中起到了卓有成效的指导作用。

（此文由于篇幅限制将分期刊登，后续我们将对银行业金融机构IT外包全生

命周期管理体系建设及落地进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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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安全如何站队：SDN or NFV
金融事业部 - 张冬

引子

进入2017年，感觉云安全的问题又成了广大用户关

注的重点，交流和需求明显的增多。可能一直以来，不

管是传统的网络厂商，安全厂商还是云服务提供商，似

乎始终没给云安全提出过一个合理的架构和解决方案，

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低谷期，伴随着近期一些新

老感念的热炒，云安全似乎又重新占据了各个安全管理

员的“心”。

对于云安全，笔者不能说了如指掌，但也确实一直

关注着其动向，希望借由此文，帮助广大安全管理员对

云安全有一个不同的认识。

SDN	or	NFV？

众所周知，SDN（software defined network，软件定

义网络）、NFV（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网络功

能虚拟化）可以提升云平台在管理，组网，以及协同上

的能力；因此，在云平台上引入SDN/NFV技术可以有效

解决快速响应、资源调度、拓扑视图、需求感知等多方

面的问题，可以说，基于SDN/NFV技术的云平台或者云

数据中心是未来发展和演进的重要方向。

这里面不对SDN和NFV的概念、起源等做具体描述

了，感兴趣的可以通过强大的搜索引擎去学习，但两者

的区别还是要明确下的，具体如下图（来源互联网）：

分类 SDN NFV

产生原因
分离控制和数据
平面中央控制可
编程网络

从专有硬件到普遍硬
件过度重新定位网络
功能

目标位置
园区网，数据中
心 / 云

运营商网络

目标设备
商用服务器和交
换机

商用服务器和交换机

初始化应用
基于云协调器和
网络

路由器，防火墙，网
关，CDN，加速

新的协议 openflow /

组织者 ONF ETSI

从上图目标位置可以得出，SDN起源于园区网，成

熟于数据中心，NFV多是一些电信运营商在做，这可能

是很多安全厂商愿意往SDN上靠拢的原因，于是SDS（软

件定义安全）的概念很早就被提出，而就我以及我交流

的这些用户而言，大家更愿意把SDS理解成软件定义存

储，且SDStorage软件定义存储已经有较为成熟的解决方

案，而SDSecurity软件定义安全确始终还停留在理论实践

阶段。

同样，从上图的适用范围（初始化应用），我们可

以看到，SDN更多的处理的是OSI七层模型中的2-3层

（网络、数据链路），而NFV更多的处理的是OSI七层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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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的4-7层，具体如下图(来源于互联网):

从上图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对于网络安全设备，

如防火墙，入侵检测/防御，WEB防护等更多的应该向

NFV技术靠拢，然而，NFV同样是分离数据和控制平

面，但其主要模式是通过部署标准化网络硬件平台，从

而使得许多网络设备中的软件可以按需安装，修改，卸

载，通过虚拟化软件功能的自动编排实现灵活的业务扩

展，这种模式，可能是网络安全厂商不能接受或者说现

阶段不能接受的。

SDN	+	NFV？

通过上一章节简单的对比可以得出，SDN和NFV是

解决特定网络问题的。

不同点：

SDN通过控制和数据平面的分离实现集中的控制，

而NFV是软件和硬件的分离实现服务功能的虚拟化，即

按需分配；

相同点：

SDN/NFV都是架构从封闭到开放，从独享的硬件到

共享的软件。

互补性：

从二者的适用范围可以看出，两者的互补性是极强

的，两者相加可以覆盖OSI七层模式的各个层面，可以

说NFV的实现，离不开SDN 技术在流量方面提供的灵活

性，而用户的业务功能的部署又需要依托于NFV架构，

由此可见，SDN+NFV似乎是一种更加合理的解决方案。

超融合:

近些年出现的一些概念，如超融合、区块链等，似

乎与网络的关系越来越少，而随着网络发展而发展的网

络安全，似乎更看不清自己的发展方向。

区块链是数据存储的应用模式，似乎和网络，安

全相距更远，这里不多做介绍，超融合提供的是包括计

算、存储、网络资源的平台，网络安全显然是网络资源

的一部分，但目前主流的超融合方案全是计算与存储的

融合，哪怕像Cisoc，华为这样的网络厂商，超融合方案

中涉及网络的内容都相对较少，这是为什么呢？记得前

一阵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提的是以”计算为主导，存

储为区分，软件为核心，网络是未来“的发展轨迹，自

己较为认同，可以说网络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的一环，只

是在目前以性能为瓶颈的大背景下，将网络功能融合进

来似乎不太现实。

个人认为，超融合是SDN+NFV最佳实践，底层是

共享的计算资源，存储资源以及网络资源，中间层实现

软件定义存储，软件定义计算，软件定义网络等SDN

功能，上层同样使用标准话的商用硬件，实现NFV的功

能，并进行统一管理。

显然，超融合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架构和模型，

而安全显然是上层的一个主要应用，目前包括国内外

的一些厂商，已经将安全作为其超融合解决方案的一部

分，而安全超融合解决方案还需要不断完善并经受住市

场的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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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思路

1.4.1  统一的监管合规

目前国内很多银行在IT风险管理合规方面的工作比

较单一化，单纯从银监会的《指引》要求出发去考虑问

题，而忽略了国家层面、人民银行等其他相关的监管部

门的要求，导致了这些银行在IT风险管理体系不能很好

地与等级保护等要求相融合。客户需要综合这些标准规

范的要求，以银监会《指引》为主，一次性识别出自身

与众多监管部门的主要要求中的差距，来进行全面的改

进。

1.4.2  风险管理方法论

商业银行的信息安全风险管理是一件异常复杂的事

1.1		背景

为进一步提升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水平，通过信息化

手段规范执行信息科技风险的监测、检查、评估、处置

和报告等工作，开展对信息科技风险管理体系中现有流

程进行评估和优化，同时对现有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系统进

行优化，进一步提升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水平和成熟度。

1.2		目标

依据银行客户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制度和规范、监管

机构要求、内部审计要求、国内外最佳实践和同行业的

先进经验等要求收集、设计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系统的需

求，并执行已开发需求的系统功能测试。信息科技风险

管理系统需求涵盖信息科技风险识别、风险检查、风险

评估、风险处置、风险监测、风险报告、公文处理、突

发事件处理、制度管理、报表管理等领域。

1.3		范围

工作的范围包括：信息科技风险管理体系评估、信

息科技风险管理系统的设计和测试。

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流程优化
金融事业部-胡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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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如何识别、分析、处理风险，如何组织这项活动，

组织规模越大，业务越依赖信息系统，情况就越复杂。

根据ISO/IEC 27005，从管理标准及理论方面，将信息安

全风险管理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风险识别；

	风险分析；

	风险处置；

	风险跟踪；

	风险管理全生命周期的沟通与文档化。

其中，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处置、风险跟踪

是四个明确的任务阶段，而风险管理全生命周期的沟通

与文档化贯穿整个风险管理的各个阶段。

风险管理各阶段任务

具体落实到可操作层面，可以将风险管理做如下展

示：风险管理分为范畴确定、风险评估、风险处置、以

及最终对识别的所有风险的接受监控几个过程；整个过

程中，针对风险的沟通和监视评审贯穿整个风险管理的

全过程。

风险管理过程示意图

1） 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的目的是确定可能发生什么将导致潜在的

损失， 并且洞察可能发生的损失将怎样发生、在哪里发

生、为什么发生。

	资产识别

资产是对组织有价值的任何东西，因此需要加以保

护。资产识别应该在适合的细节层面进行，为风险评估

提供充分的信息。资产识别的细节层面将影响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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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收集的信息总量。细节层面可以在后续的信息安全

评估循环中优化。应该为每一资产所有者安排职责和责

任，资产所有者可能并不拥有资产的所有权，但承担资

产的产生、开发、维护、使用以及合适的安全保护的责

任。资产所有者通常是确定资产对组织价值的最合适人

选。

	威胁识别

威胁对如信息、过程、系统等资产构成潜在损害，

并由此给组织带来损害。威胁可能是自然的或人为的，

可能是意外或故意的。意外的或故意的威胁都应该得到

识别。威胁可能来自组织内部和外部。应该整体并按类

型（如非授权行为、物理损坏、技术失效）识别威胁，

从而已识别的通用类别中的单个威胁得到识别。

有些威胁可能影响多个资产。在这种情形，因受影

响的资产不同，威胁可能造成不同的影响。

可以从资产所有者或使用者、人力资源员工、设

备管理者、信息安全专员、物理安全专家、法律部门以

及包括法律机构、气象部门、保险和政府机构等获得识

别威胁和估算发生可能性所需的输入。在处理威胁时，

必须考虑环境和文化因素。 当前进行的评估，应该考

虑从事件得到的内部经验和过去进行的威胁评估。在适

当时，参考其他的威胁清单（可能是针对某个组织或业

务）以完善通用威胁清单。可以从行业机构、政府部

门、法律机构和保险单位获得威胁清单和统计资料。在

使用威胁清单或前期的威胁评估成果时，应该注意到的

一点是，相关威胁是持续变化的，特别当业务环境或信

息系统发生变化时。 

	脆弱性识别

脆弱性的存在本身不会形成损害，它需要被某个威

胁所利用。如果脆弱性没有对应的威胁，则可以不需要

实施控制措施，但应该注意并监视所发生的变化。应该

注意到控制措施实施的不合理、控制措施故障或控制措

施的错误使用本身也是一个脆弱点。控制措施因其运行

的环境，可能有效或无效。相反，一个威胁如果没有对

应的脆弱点，也不会导致风险的发生。 脆弱点可能与资

产的使用方式、目的等属性有关，而不论资产购买和构

建时的意图。需要考虑不同来源的脆弱点，内在的或外

来的。

可以从以下领域识别脆弱点： 组织架构、过程和

程序、管理惯例、人员、物理环境、信息系统配置、硬

件、软件或通讯设备、对外部的依赖。

	已有控制措施

应该识别现有控制措施，以避免不必要的工作和

成本，如重复的控制措施。另外，在识别现有控制措施

时，应该进行检查以确保控制措施在有效工作。如果控

制措施没有按预期进行工作，将会形成脆弱点。应该关

注已选择的控制措施（或策略）的运行失效，并因此需

要补充控制措施以有效处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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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或计划的控制措施可能被识别为无效的、不

充分的或不合理的。应该检查不充分或不合理的控制措

施，以确定是否应该取消、由其他更有效的控制措施替

代或继续保持（如，因为成本控制因素）。

2） 风险分析

风险分析根据资产的重要性、已知脆弱点的范围以

及以前与组织相关的事件，而进行到不同的具体深度。

估算办法根据条件，可以是定性的、定量的或者是两者

的组合。实际上，通常首先采用定性估算以获得一般性

的风险级别指示和发现重大风险。随后可能需要对重大

风险进行更明确的或定量分析，因为通常定性分析比定

量分析要简单，而且花费要少。

分析的形式应该与作为确定范畴的一部分而制定

的风险估算准则相一致。估算办法更具体的内容描述如

下：

1. 定性估算 

定性估算采用尺度分级属性（如低、中、高）来描

述潜在后果的严重性和潜在后果发生的可能性。定性估

算的优点是易于所有相关人员的理解，同时其弱点是尺

度选择对主观判断的依赖。

可以对尺度进行修订或调整，以适应当时的情况，

并为不同的风险采用不同的描述。定性分析可以用于： 

作为最初的筛选活动，以识别需要进一步具体分析

的风险 

当定性分析对决策来说是合适时 

当量化数据不足以进行定量估算时 

定量分析应该使用可用的真实的信息和数据。 

2.. 定量估算 

定量估算通过不同来源的数据，使用数字化的尺度

来描述后果和可能性（而不是定性评估中所使用的描述

性尺度）。分析的质量依赖于量化数字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以及所使用模型的有效性。在很多情况下，定量估

算使用历史的事件数据，优势是其直接与信息安全目标

和组织所关心的问题相关。不足是缺乏新的风险或信息

安全弱点的数据。当无法获得真实和可审计数据时，将

显示定量估算的不足，因为这将导致风险评估准确性和

价值的假象。

后果和可能性的表达方式，以及其组合形成的风险

等级的表达方式，将随着风险的类型和风险评估输出的

使用目的不同而变化。在进行有效分析和沟通时，应该

考虑后果和可能性的不确定性和可变性。

将风险分析结果根据其风险值大小，在风险矩阵中

做分布描述。如上图所示：从风险的发生频率及风险影

响后果两个坐标形成风险矩阵，图中绿色部分为风险发

生频率和后果都较小的低风险；黄色部分为风险发生频

率和后果都适中的中等风险；红色部分为风险发生频率

和后果都较大的高风险。

通过上图的分布实例，可以很快梳理排列出风险

值，为后续的风险处置提供依据：即首先处置高风险、

对部分低风险可以暂时接受。

3） 风险处置

风险处置有四个选项：风险降低，风险接受，风险

规避和风险转移。

	风险规避

风险规避是组织对超出风险承受度的风险，通过放

弃或者停止与该风险相关的业务活动以避免和减轻损失

的策略。

规避方式：比如，在没有足够安全保障的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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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不处理特别敏感的信息，从而防止敏感信息的泄

漏。再如，对于只处理内部业务的信息系统，不使用互

联网，从而避免外部的有害入侵和不良攻击。

	风险降低

风险降低是组织在权衡成本效益之后，准备采取适

当的控制措施降低风险或者减轻损失，将风险控制在风

险承受度之内的策略。

风险降低是风险控制措施中最常使用的方式。风险

降低主要从降低风险发生可能性（频率）以及减少事件

影响后果两个方面进行。如下图所示：通过降低可能性

以及影响，都可以将原来红色部分的高风险降低为绿色

部分的低风险。

降低风险控制策略示意图

通过对面临风险的资产采取保护措施来降低风险。

保护措施可以从构成风险的五个方面（即威胁源、威胁

行为、脆弱性、资产和影响）来降低风险。比如，采用

法律及行政手段制裁计算机犯罪（包括窃取机密信息，

攻击关键的信息系统基础设施，传播病毒、不健康信息

和垃圾邮件等），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从而有效遏制

威胁源的动机；采取身份认证措施，从而抵制身份假冒

这种威胁行为的能力；及时给系统打补丁（特别是针对

安全漏洞的补丁），关闭无用的网络服务端口，从而减

少系统的脆弱性，降低被利用的可能性；采用各种防护

措施，建立资产的安全域，从而保证资产不受侵犯，其

价值得到保持；采取容灾备份、应急响应和业务连续计

划等措施，从而减少安全事件造成的影响程度。

	风险接受

风险接受是组织对风险承受度之内的风险，在权衡

成本效益之后，不准备采取控制措施降低风险或者减轻

损失的策略。

接受风险是选择对风险不采取进一步的处理措施，

接受风险可能带来的结果。采取不对风险进行处理的前

提是：确定了信息系统的风险等级，评估了风险发生的

可能性以及带来的潜在破坏，分析了使用每种处理措施

的可行性，并进行了较全面的成本效益分析，认定某些

功能、服务、信息或资产不需要进一步保护。

	风险转移

风险转移是组织准备借助他人力量，采取业务分

包、购买保险等方式和适当的控制措施，将风险控制在

风险承受度之内的策略。

转移方式：比如，在本机构不具备足够的安全保障

的技术能力时，将信息系统的技术体系（即信息载体部

分）外包给满足安全保障要求的第三方机构，从而避免

技术风险。再如，通过给昂贵的设备上保险，将设备损

失的风险转移给保险我行，从而降低资产价值的损失。

4） 风险跟踪

风险跟踪的目的主要是针对接受的风险以及采用了

风险处置后的风险进行情况跟踪以及有效性的验证，保

证风险变化情况能够得到有效掌控以及对于风险处置效

果的监督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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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实施计划的实现情况，评估计划行动以及附加

需要实施的行动的有效性 ；

监控并评估风险图的变化（采用关键风险指示和临

界风险点） ；

通过监督和内控检查策略符合度 。

5） 风险管理生命周期的沟通与文档化

风险沟通是通过在决策者或其他相关利益方之间交

换和/或共享风险信息以达成协议的活动。这些信息包

括但不限于：风险的存在、性质、形式、可能性、严重

性、处置和可接受性等。 

各方之间有效沟通是重要的，因为这将对必须作出

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沟通将确保实施风险管理的责任

人以及重大利益相关方理解决策出台的基础和为什么需

要特定的活动。沟通应是双向的。

风险管理还应进行文档化统一管理。例如规定必要

的阶段性报告产出；文档输入、输出数据内容及格式要

求；文档命名规则；文档归档管理规定；文档保密管理

规定等。

1.5		参考标准和文献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

息安全的若干意见》

	等级保护相关标准规范

	GB/T 20984-2007信息安全风险评测规范

	《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

	《商业银行数据中心监管指引》

	《商业银行外包风险管理指引》

	《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

	《网上银行系统信息安全保障评估准则》

	《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

	COSO内部控制整体框架

	CoBIT信息及相关技术的控制目标

	ISO27000系列标准

	ISO/IEC 13335信息安全管理标准

	SSE-CMM 安全系统工程能力成熟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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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钓鱼攻击分析

所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钓鱼者首选的策

略是通过大量散发诱骗邮件、垃圾短信，冒充成一个可

信的组织机构（通常是受害者所信任的机构），去引诱

尽可能多的用户。钓鱼者会发出一个让用户采取紧急动

作的请求，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通常其理由是保护用户

的机密性数据免受恶意活动的侵害，这封欺骗性的电子

邮件将会包含一个容易混淆的链接，指向一个假冒目标

机构公开网站的远程网页。

1.1  钓鱼攻击的手段

钓鱼攻击常用的手段归纳起来主要分为两类，第

一类主要通过漏洞触发，包括目标网站服务器漏洞（如

XSS、SQL注入），第三方引用内容的问题（如IFRAME

挂马），网站IT支撑环境相关的DNS、HTTPS、SMTP服

务缺陷（如DNS劫持），以及客户端终端环境存在的隐

反钓鱼整体防护思路
金融事业部 - 邓明聪

患，攻击者利用这些漏洞结合社会工程学对受害者进行

诱骗。第二类攻击手段则完全利用社会工程学的方式对

受害者进行诱骗，如发送大量诱骗邮件、搜索引擎虚假

信息，发布各类仿冒网站等。

钓鱼攻击的常见攻击手段

攻击手段 攻击类别细分

由漏洞触发引起的钓鱼攻击

网站自身弱点

第三方引用内容问题

客户端弱点

其他如弱点

非漏洞触发引起的钓鱼攻击

虚假诱骗

内容仿冒

域名仿冒

社会工程

综合的钓鱼攻击技巧应用

欺骗性弹窗

隐藏显示

欺骗性超链接

修改 HOSTS 文件

恶意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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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钓鱼攻击的特点

钓鱼攻击最大的特征即是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攻击

者制作一个仿冒网站，类似于真实网站的克隆，再结合

含有近似域名的网址来加强仿真度，进而进一步骗取用

户的信任。

	欺骗性

网络钓鱼最大的特征即是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大

家都已经听说过假币，利用极度模仿的手法去伪造真实

货币的样貌，不管是什么角度来看都是和真实的没有什

么两样，网络钓鱼者可以利用自己的站点去模仿被钓网

站的页面，类似于克隆一样，然后结合含有近似域名的

网址来加强真实程度。更有甚者会先入侵一台服务器，

在服务器上面做相同的事情，让自己可以更好的脱离其

中，逃避追踪以及调查。

	针对性

我们可以在APWG（Anti-Phishing Working Group）

的钓鱼报告可以看出，通常与钓鱼者紧紧相关的网站都

是一些银行、商业机构等等的网站机构，随着互联网飞

速的发展，电子商务、网上购物已经成为了和网民息息

相关的服务。庞大的网络资金流动，带动了很多的新兴

行业，也带来了潜在的安全隐患。网络钓鱼就是潜在当

中最严重最令人头痛的安全隐患。

	结合性

我们正在使用的操作系统以及程序都会出现很多的

安全隐患以及漏洞，钓鱼者会利用这些漏洞从而来进行

攻击，例如：利用Internet Explorer的一些漏洞去构造连

接地址，或者利用漏洞去种植间谍软件或者键盘木马等

等。

	多样性

网络钓鱼一种针对人性弱点的攻击手法，钓鱼者不

会千篇一律的去进行攻击，不管是网络、现实到处都存

在着钓鱼式攻击的影子。钓鱼者不会局限于常用的伪造

网站，虚假邮件等等的手法，钓鱼者会结合更多的便民

服务，人性的贪婪去想象更多令人容易心动，容易受骗

的形式去骗被钓者，从而在更短的时间内得到最好的效

果。

	可识别性

网络钓鱼并不是无懈可击，更加不是说可以完完全

全的没有破绽。从钓鱼者的角度出发，钓鱼者本身会利

用最少的资源去构造自己的钓鱼网站，因为无法去利用

真实网站一些独有的资源（例如：域名，USBKEY，数字

验证等等）所以，在伪造网站的方面，会利用近似或者

类似的方法来进行欺骗，通常我们可以查看伪造网站以

及根据经验去识别其真实性，当我们查看HTML源码或

者是一些独有的资源时，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看出虚假网

站的真实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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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钓鱼的整体防护思路

钓鱼网站的频繁出现，已经影响到商业银行互联网

业务的拓展，损害了商业银行的品牌和声誉，同时还危

害到社会公众利益，干扰了公众使用电子金融产品的信

心。如何及时发现钓鱼网站，有效控制钓鱼攻击带来的

影响，已成为全球关注并感到棘手的问题，也是各银行

业金融机构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1  基于“事前-事中-事后”循序改进的防

护思路

为了有效应对钓鱼攻击，应该全面评估钓鱼攻击可

能利用的各种弱点，以及黑色产业链条各个环节可能带

来的影响，需要建立一个覆盖立法监管、培训和教育、

举报和反馈，以及技术监控等多个层面的反钓鱼体系。

从立法监管层面来看待“反钓鱼”，主要考虑如

何维护一个稳定、和谐的网络社会次序，包括互联网内

容监管、域名注册监管，以及服务器运维托管监管等工

作，应该尽早明确各项事务所遵循的法规、执行机构所

肩负的责任和权力，同时协调、整合业界多种优势资

源，集中投入到“反钓鱼”监控体系。

从技术监控、培训和教育、举报和反馈等层面来看

待“反钓鱼”，应该兼顾网上银行、电子商务平台运营

机构，以及终端用户的防护需求，建立一个快捷、高效

的举报和反馈平台，部署一套先进、智能的钓鱼网站监

测系统，并加强终端用户的安全意识培训和教育。

对抗网络钓鱼，应该遵循“主动搜索，积极防御”

的原则，也就是尽早发现尽可能多的钓鱼网站，并通过

多种方式予以控制。一个较为行之有效的思路：基于事

件发生的时间线索，把钓鱼攻击拆分成三个阶段，分别

实施有针对性的监测和控制。

如果把钓鱼网站的发现到关闭这个阶段定义为“事

中阶段”，包含至少一次完整的钓鱼攻击，那么这个阶

段主要考虑控制钓鱼攻击的影响。在钓鱼网站真正产生

危害之前，即便钓鱼网站已经存活，但没有发现，这个

阶段可定为“事前阶段”，主要解决如何及时发现钓鱼

网站，并通知用户的问题。基于钓鱼攻击的后续处理阶

段，则统称为“事后阶段”，包括案例总结、分析，专

项整改等事项，以避免同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有了明确的时间边界，以及确定的防护需求和工作

目标，反钓鱼解决方案才能更充分、更完整地发挥其应

有的效益。基于此思路，循序改进，从而最终建立一个

完善的反钓鱼体系。

总结上述提到的“事前-事中-事后”分阶段防护思

路，大体可以把反钓鱼整体解决方案拆分成三个部分。

	事前预警

通过定期主动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业务流程风险分

析、环境脆弱性评估，及时找出业务流程及基础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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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通过主动评估既能保障业务系统的正常运

转，又能防范钓鱼攻击等安全事件的发生。同时采用实

时安全监测的方式，根据网站所有者的域名、IP和关键字

组合清单，定期对不同传播方式（如搜索引擎）的相关

内容进行监测，监测使用这些信息渠道的访问者被钓鱼

攻击的风险，第一时间启动紧急预案，做出响应。

	事中防御

在发现钓鱼网站之后，采用多种方式控制钓鱼攻击

可能带来的影响，主要包括关停域名、阻断终端用户对

钓鱼网站的访问等方法。

控制钓鱼攻击，最有效方法的就是直接关停钓鱼

网站，从根本上杜绝钓鱼攻击的发生。例如APAC在处

理这一类问题时，主要通过协调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NNIC）来关停CN域名的钓鱼网站，然而随着CN域

名实名制工作的不断完善，注册CN域名制作钓鱼网站

将逐渐成为历史，当前关停钓鱼网站还存在一些技术上

的难度和局限性。如，境外注册的钓鱼网站，无法快速

阻止；钓鱼网站生存周期短，成本低，可快速复制，关

停力度凸显不足。另外，停止钓鱼网站的域名解析也有

一定风险，如果用户误报了钓鱼网站，一旦被关停将导

致法律风险。为了避免这种风险，在发现可疑钓鱼网站

后，必须提交目标机构确认，在获得授权后再上报有关

机构，查封恶意域名。

尽管关停钓鱼网站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钓鱼问题，但

这个过程往往会花费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这对

于分秒必争的反钓鱼工作，是不能接受的。因为难以操

作，效力有限（仅针对.COM或.CN域名生效），商业银

行在尝试关停钓鱼网站的同时，还可以同步实施的反钓

鱼措施是网站屏蔽，通过合作伙伴，结合主动、准确的

钓鱼网站检测和发现机制，将最新的钓鱼网站信息，通

过客户端提示的方式，快速告知客户，从客户端阻断可

能发生的钓鱼网站访问行为，以减轻钓鱼攻击所造成的

损害。

	事后整改

钓鱼攻击的本质问题是人的认知问题，因为无法准

确识别出钓鱼网站，才导致终端用户访问了高风险的页

面。如果能提升用户对钓鱼风险的识别能力，则能极大

降低钓鱼攻击发生的概率。看似普通的安全意识教育，

在对抗钓鱼攻击的过程中，反而能产生最大的功效。

在事后整改阶段一方面要基于当前案例的分析结

论，修补业务流程、业务环境存在的弱点；另一方面

要加强终端用户的安全意识培训力度，防范于未然。当

然，此类培训更应该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周期性地持续

开展下去。

  在本阶段应该重点强调安全意识教育的重要性，安

全意识教育本身应该是形式多样的，可以与终端用户的

日常生活、工作结合起来。在加强用户识别可疑站点的

同时，增加用户对特定的关键信息进行强化记忆，可以

是特定网站的登陆界面、特殊图片、特定信息等，而不

是单一的通过安全意识培训进行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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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报道，浙江温岭警方经过3个月侦查，摧毁

了以指导投资为名进行诈骗的特大网络诈骗团伙，该团

伙涉案资金约2.2亿元。今年2月20日，浙江温岭警方接到

瞿先生报案称，被人以提供金融交易指导为由，被骗走

了158万元。据警方介绍，被害人是长期从事炒股业务，

他无意中从网站上看到一个广告，意思说可以指导他从

事金融方面的投资。

开户之后，投入少量资金进行试水，发现能赚到

钱，他就在嫌疑人的诱导下，在四天时间内，投入了158

万，再按照对方所谓的金融老师指导，在一个晚上买入

原油期货的产品，结果第二天发现全部亏光了，剩下了

还不到两千美金。

为尽快破案，温岭警方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展

开侦查。专案组民警多次奔赴深圳、嘉兴、宁波等地调

查取证。由于诈骗团伙具有较强的反侦察能力，给案件

侦破带来不少困难。

专案组民警通过对1000多个QQ账号中，发现了一个

账户名为赵某的可疑账号。经查，犯罪嫌疑人赵某是贵

阳一家金融投资公司的股东。经过大量走访、调查，专

案组民警最终锁定了在贵州贵阳的犯罪嫌疑人赵某。5月

15日，温岭警方抽调68名警力奔赴贵阳展开抓捕。

公安机关在审讯中发现，该犯罪团伙采用公司化

运作模式，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以高额资金回报为诱

饵，诱导受害人参与虚假原油、黄金等期货交易，进行

诈骗。所谓的原油、黄金交易平台其实是该团伙制作、

控制的虚假平台，最开始时，诈骗团伙会让受害人尝一

点甜头，通过后台设置让受害人看到虚假账户上有盈

利，当受害人投入大量资金后，诈骗团伙再通过后台设

置让受害人账户严重亏损，从而实现诈骗目的。

目前初步查明，本案受害人600余人，涉及全国多个

省市，涉案金额约2.2亿元，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涉案金额达 2.2 亿元
浙江特大网络金融交易诈骗案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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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Web曾在《潜伏微交易投资QQ群：75%收益率

背后是金融诈骗旧故事》中报道，一些号称黄金、期货

交易的所谓“微交易”平台采取的手法与本案中犯罪嫌

疑人手法十分类似。

平台所谓的“交易导师”一方面让投资者在交易当

中赔钱，另一方面是诱使投资者频繁交易，让平台来赚

取交易手续费，同时自己也可以提成。

在这种情况之下，最终投资者投得越多，赔得也越

多。更为可怕的是，由于投资者都是通过会员公司提供

的行情软件下单，投资者的一举一动都在“交易导师”

的视线中。

为了留住客户，这些导师会让客户先有小额的盈

利，诱使投资者投入更多资金，哪怕出现不断亏损的情

况，也会诱使客户加仓回本，直至投资者损失殆尽。

文章转自：E安全，原文链接：https://www.easyaq.

com/news/664727218.shtml。

纵观各类网络金融骗局，金融诈骗的形式日趋

集团化、专业化，且手段不断翻新。作为网络金融用

户，需做到保管好“一卡、二码、三要素”，牢记

“四要三不要”，就可有效防范金融诈骗。

一卡：就是妥善保管好银行卡和网银盾等安全

产品，不要借给他人使用。

两码：是指电子银行密码及短信验证码。不要

“一套密码走天下”，要将电子银行密码设置为数字

+字母等复杂组合并定期修改。短信验证码是支付密

码，绝不能以任何形式透露给他人。

三要素：是身份证号、账号、手机号码等个人

私密信息，切勿随意泄露。

四要：一要认准官网网址。二要随时关注账户

变动，开通账户变动短信、微信提醒服务。三要在办

理电子银行转账、支付等交易时，仔细核对收款账

户、商户、金额等信息是否正确。四要对手机电脑杀

毒，使用电子银行交易的手机、电脑要安装专业杀毒

软件，及时升级、定期查杀病毒。

三不要：一不要使用公共网络。二不要点击

不明链接和扫描二维码。三不要轻信电话、短信、

QQ、微信中的所谓退款、贷款验资、司法协查、商

品退款、积分兑换、中奖退税等信息。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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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中国黑客因涉嫌攻击两家纽约律师事务所的邮

件服务器被处罚金880万美元，他们窃取了公司2016年12

月的合并方案，并用于股票交易中。

美国曼哈顿的区法官Valerie Caproni起诉了26岁的Iat 

Hong、30岁的Bo Zheng和现年50岁的Hung Chin，案件涉

及的金额高达数百万。

根据BBC的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起诉了

三名黑客，他们尝试攻击了7家律师事务所，不过只在其

中的两家事务所的网络中安装了恶意软件。然后他们攻击

了IT管理员的账号从而获取了公司每个邮箱账号的信息。

获取到邮件和web服务器后，黑客能够进一步获取到

公司的信息已经计划中的合并计划或收购信息。三名黑

客得到信息后在交易达成之前购买公司股票，在合并/收

购信息公布之后出售股份。

三名黑客从中至少获利400万美元，之后可能要面临

几十年的牢狱生涯。

窃取股市交易机密，
三名中国黑客被罚 9 百万美元

“三名黑客在公司发布合并声明之前购入股票，往

往在发布声明后股票就会跳水。”BBC提到。

“三名黑客的罪名包括涉嫌证券欺诈、实施电信诈

骗、电脑入侵、非法入侵以及故意损坏。”

三名黑客于2016年12月被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司法部

起诉，不过他们都否认知晓这几家律师事务所。

法院要求Hong支付180万美元，Zheng支付190万美元，

Chin支付400万美元，并且没收他们所有在美的资产。

截至目前，只有Hong去年12月在香港遭到逮捕，目

前他被拘留并即将被引渡到美国，而另外两位黑客仍然

在逃。

*参考来源：THN，本文作者：Sphinx，转载自

FreeBuf.COM

原文链接：http://www.freebuf.com/news/134427.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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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IBM X-Force 安全团队新近展开的一项分析，

银行木马 TrickBot 已推动新一轮网络攻击，主要瞄准英

国、澳大利亚与德国的私人银行、私人财富管理企业、

投资银行、养老保险与年金管理机构。

报告显示，该银行木马黑客不断在攻击列表中添加

重定向攻击。专家在检查每个网址后发现，攻击者一直

在做大量 “ 功课 ”。调查表明，现有配置文件充斥私人

银行、私人财富管理企业、投资银行，甚至养老保险与

年金管理机构，位于英国的全球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

也成为潜在攻击对象。

TrickBot 最初于 2016 年 9 月由安全公司 Fidelis 

Cybersecurity 研究人员发现并与银行木马 Dyre 相关

联。据悉， TrickBot 主要针对澳大利亚银行（ ANZ、

Westpac、St. George 与 NAB ）客户。此外，专家在分

析首个 TrickBot 样本时发现攻击者利用单个数据窃取模

块。数周后，研究人员又发现一个新型木马样本，其中

包括疑似处于测试阶段的 Web 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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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木马 TrickBot 威胁日益严重，
私人银行沦为最新攻击目标

据悉，黑客曾于 2016 年底利用 TrickBot 针对英国与

澳大利亚银行以及亚洲金融机构进行多次攻击。目前，

又有 20 家私人银行沦为攻击目标，其中包括 8 家英国建

筑协会、2 家瑞士银行、6 家德国私人银行平台与 4 家美

国投资银行。此外，攻击者还将一家符合伊斯兰教法的

银行设为目标。

Trickbot 威胁愈演愈烈。研究人员发现攻击者在一

系列攻击活动中频繁使用 Trickbot。澳大利亚、新西兰与

英国为此类威胁高发地区。IBM 专家预测，TrickBot 在

未来数月内将持续攀升全球金融恶意软件家族排名榜，

达到与 Dridex 和 Ramnit 同等威胁级别。

原作者：Pierluigi Paganini， 译者：青楚，译审：

游弋；本文转自 HackerNews.cc ，原文链接：http://

hackernews.cc/archives/9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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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黑客入侵 100 多万部 Android 手机
盗取银行客户 5000 多万卢布

俄罗斯黑客入侵100多万部Android手机 盗取银行客

户5000多万卢布

外媒报道，俄罗斯官员周一宣布，他们已经成功打

击一个专门盗取银行账户资金的黑客组织。据俄罗斯内

务部透露，这个团伙被称为”Cron”，他们通过恶意软

件Cron感染了俄罗斯100多万部 Android 手机，并盗取了

银行客户超过5000多万卢布（约合人民币609万）。

据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Group-IB称，基于Android

的恶意软件Cron感染用户的手机后，允许黑客向受害者

的银行发送短信，并要求其向每个受害者平均转出140美

元。病毒将会在被感染的手机上隐藏来自银行的所有通

知。

研究人员说，到目前为止，Cron已经将资金存入

6000个黑客银行帐户。它相当于一种木马病毒，通过文

本信息和虚假应用中的恶意链接传播。Group-IB 平均每

天有3500名受害者下载如Navitel，Avito和Pornhub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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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虚假版本。该计划在俄罗斯是成功的。据俄罗斯中央

银行表示，部分原因是五分之一的俄罗斯成年人使用手

机银行。

Group-IB情报部门兼负责人Dmitry Volkov表示：

“根据2016年高科技犯罪趋势报告，移动Android木马造

成的损失总额超过600万美元，比上一个报告期增加了

471％。”

该团队针对俄罗斯50家银行，并计划在全球范围内

扩张，目标美国、德国、法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

家的银行。黑客每月支付2000美元用于称为Tiny.z 的木

马，允许他们从世界各地的银行窃取资金。

该黑客组织大部分成员在去年11月22日被捕，最后

一名活跃成员于今年4月在圣彼得堡被捕。俄罗斯官员在

六个地区逮捕了20人。根据俄罗斯内政部的统计，警方

检获了电脑设备，数百张银行卡和假SIM卡。

Group-IB首先在2015年3月发现了Cron恶意软件，

当时黑客推出了假的Google Play商店和Viber。研究人员

表示，所有被黑客入侵的设备都运行Android系统。

Google发言人说：“我们已经对这个恶意软件进行

了几年的追踪，并将继续采取措施来保护用户。”

文章转自：今日头条；原文链接：http://www.

toutiao.com/a6423139206926876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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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德国的O2-Telefonica公司通过《南德意

志报》证实，其公司的部分客户遭受到利用SS7漏洞的网

络劫持者攻击。

SS7（7）信号系统协议的缺陷到
底是什么？

SS7系统算是一个系统的维护通道，运营商的一个内

部服务，可以理解成飞机在飞行时地面管制员的作用，

主要被用来跨运营商网络跟踪和固话对连接，所以SS7常

被用作设置漫游。

全世界的电信公司和政府情报机构都可以登入SS7，

只不过这个服务的接口有时会被人恶意利用。譬如，有

些犯罪团伙去收买电信员工，或者有些黑客破解了有漏

洞的SS7设备。一般都是通过一些小型的运营商来非法

接入SS7接口，进而渗透到大型的运营商的通话网络。登

入SS7后就可以进行电话追踪，还可以远程窃听通话和短

信。

攻击者利用SS7协议中的漏洞就可以绕过利用SMS识

别用户的主要Web服务（例如Facebook，WhatsApp）的

任何身份验证过程。

2 0 1 4 年 1 2 月 ， 在 混 沌 通 讯 黑 客 大 会 （ C h a o s 

Communication Hacker Congress）上一组德国研究人员透

攻击者利用 7 号信令（SS7）中的漏洞
从德国银行偷取钱财

露，大量移动电话运营商使用的协议中存在严重的安全

问题。尽管电信公司在安全性方面进行了巨额投资，但

是采用有缺陷的协议致使客户面临严重的隐私和安全隐

患。

其中一名德国研究人员托比亚斯·恩格尔（Tobias 

Engel）表示，

“这就好比你把守好了前门，但是后门却是敞开

的。”

【Tobias	Engel在柏林混沌通讯大会上的演示文稿，GSM

网络结构】



行业研究安全事件

2017.06  /  安全月刊 35

利用SS7漏洞的攻击行为

Tobias解释说，网络知道手机信号塔（celltower）的

位置，由此可以很好地获取用户位置的近似数据。

尽管由操作员管理的信息访问权限只限于进行网络

技术操作，但是语音呼叫和短信息可以从全球SS7网络中

的任何地方发起到您的电话号码中。

【Tobias	Engel在柏林混沌通讯大会上的演示文稿，呼叫设

置】

而就如何利用SS7技术来窃听电话的问题，德国研究

人员发现了两个不同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中，通过SS7

网络发出的指令可以被用来拦截手机的“转发”功能，

很多运营商都提供这一功能。黑客可以把拦截的电话转

给他们自己，以便接听或者录音，之后再把电话传送到

接听者。一旦这个拦截系统就绪，黑客就可以无限制地

窃听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手机来电和去电。

第二个技术虽然要求黑客与监听目标在空间上接

近，但是却可以在更大规模上操纵。黑客可以利用无线

电天线来收集通过一个区域中的无线电波的所有电话和

短信。对于那些利用强大的加密技术传送的电话或者短

信，比如更为先进的3G网络通常所采用的加密技术，黑

客则可以通过SS7网络要求每一个打电话者所使用的网络

的运营商发布一个临时的加密钥匙来解锁被录了音的手

机通讯。

利用这些安全问题的攻击行为过去曾经发生过，其

中一个主要事件是由NKRZI（乌克兰国家通信和信息化

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4月记录的，且其中涉及俄罗斯地

址信息。

专家注意到，许多乌克兰移动电话持有者已经成为

由俄罗斯发动出的SS7数据包的攻击目标，用来跟踪并从

这些受害者的移动设备中窃取隐私信息。

回到现在，安全专家观察发现，一场利用SS7协议中

的设计漏洞来窃取银行账户的大规模黑客活动正在进行

中。多个来源证实黑客在过去几个月中一直在利用这种

技术部署攻击活动。

德国的O2-Telefonica公司表示，其公司部分客户遭

受到利用SS7漏洞绕过SFA认证机制的网络攻击行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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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黑客使用SS7协议中的漏洞利用双因素认证过程来拦

截银行业务向客户发送的认证码。

黑客利用了德国银行使用的交易认证号码的双因素

认证系统。攻击者首先进行了垃圾邮件活动，在银行客

户PC上提供恶意软件来收集用户的财务信息，包括银行

帐户余额、登录凭据以及手机号码等。

随后，黑客购买了一个流氓电信供应商的访问权

限，并将受害者的移动电话号码重定位至由攻击者控制

的手机上。到了晚上，攻击者就会登录受害者的银行账

户窃取钱财，利用SS7漏洞访问帐户并授权欺诈性交易。

这是第一次公开证实的，利用SS7协议中的设计缺陷

在欧洲进行的攻击行为。

有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

电信专家提出在5G网络上用“Diameter”协议（计

算机网络中使用的一个认证、授权和审计协议）替换SS7

协议，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协议也受到重要的安全漏洞

影响，其中之一就是缺乏强制执行的Internet协议安全性

（IPsec，是一种开放标准的框架结构，通过使用加密的

安全服务以确保在 Internet协议网络上进行保密而安全的

通讯）协议。

据Nokia Bell实验室和芬兰阿尔托大学的研究人员介

绍，这就意味着，黑客可以使用与攻击SS7相同的技术对

Diameter协议进行攻击。

去年，安全专家进行了几次测试，针对连接LTE网

络的用户的攻击行为进行评估。他们在未知名的全球移

动运营商设置的测试网络中模拟了攻击。在测试中，他

们从芬兰对英国用户进行了网络攻击，并发现了几种中

断用户服务的方法。

结果显示，研究人员能够临时和永久地关闭用户连

接，他们甚至也能够针对整个地区实现这一操作。

*参考来源：securi tya f fa i r s，米雪儿编译，转自

FreeBuf.COM；原文链接：http://www.freebuf.com/

news/1340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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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从5月12日开始，WannaCry勒索软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造成了极

大的影响，安全行业的各个公司都对此次事件开展了分析和防护工作，绿盟

科技的技术人员也在第一时间对样本进行分析并出具了详细的分析报告。

但我们不禁要问，WannaCry勒索软件是谁做的？攻击者是谁？他的目

的是什么？这就需要用到达尔文探索物种起源的最基本方法，观察、找到、

比对和分析。在上周六绿盟科技通过威胁情报监测，截获WannaCry2.0勒索病

毒两个变种，经过对比分析，发现没有本质变化 绿盟科技的防护措施仍然有

效。在随后的追踪过程中，我们发现2017年2月曾出现了与3月份相似度极高

的样本Wcry，国外安全团队分析认为，2017年2月份样本与2015年2月Lazarus 

APT组织的样本代码非常相似。

这个新发现，促使绿盟科技安全团队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本文就是对

2015年2月Lazarus APT组织的样本、2017年2、3月份Wcry样本与此次事件

WannaCry样本的对比分析，从分析中可以得到一个结论，WannaCry才是

Wcry的2.0版本。

WannaCry	2.0版本乌龙事件

5月12日爆发出的勒索软件WannaCry被技术人员分析出其中存在一个

“域名开关（www.iuqerfsodp9ifjaposdfjhgosurijfaewrwergwea[.]com）”,即如果

蠕虫在运行后能够成功访问该域名，则程序会直接退出，加密行为也会被终

止；反之则会继续进行传播与加密等恶意行为。由于该域名在样本是明文状

WannaCry 勒索软件
溯源分析
发布时间：2017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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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可以被更改，这也是后续的“2.0版本”产生的原因。在5月13日，卡巴斯

基对一家国外媒体表示“我们确定有一些样本是没有域名开关的”。

图为卡巴斯基发表的错误声明

虽然该消息随后便被删除并且卡巴斯基的技术人员也发表了消息澄清

“并没有发现没有域名开关的样本”，但是该乌龙事件已经被大家误解并且

传开，有些团队把WannaCry释放出来的文件以及持续出现的变种版本称为2.0

版本。

图为卡巴斯基人员澄清消息

尽管2.0版本源于一个乌龙事件，但是经过更深入的分析了解后，绿盟科

技的技术人员确实发现早在3月份就被发现并提交的一个Wcry勒索软件样本，

与5月12日爆发的勒索软件的解密组件属于同源。3月份的勒索软件样本与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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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爆发的WannaCry样本感染主机后释放出来的勒索软件的解密组件文件几乎完

全相同。

针对WannaCry继续追踪，发现2017年2月曾出现了与3月份相似度极高的样

本。

 

通过国外的安全团队分析发现2月份样本与2015年2月Lazarus APT组织的样本

代码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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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曾经进行过索尼wiper攻击、孟加拉银行攻击以及DarkSeoul行动。

勒索软件分析

样本信息

勒索软件的解密
组件版本与名称 MD5 文件大小

1.0 Wcry
b0ad5902366f860f85b892867e5b
1e87

237,568 字节

2.0 WannaCry
（u.wnry）

7bf2b57f2a205768755c07f238fb32cc 245,760 字节

注：u.wnry为WannaCry释放出的tasksche.exe（勒索软件）文件运行后继而释

放而来，详情可以参考绿盟科技发布的《WanaCry蠕虫样本分析报告》。

样本对比分析

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2款勒索软件的解密组件的流程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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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Wcry流程图																																2.0	WannaCry的u.wnry流程图

在解密流程方面，2款勒索软件的解密组件也几乎一致，如下：

上图为	1.0	Wcry	的解密流程，下图为	2.0	WannaCry的u.wnry的解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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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微不同的是，1.0 Wcry将需要调用的相关函数直接导入在导入表里，

而2.0 WannaCry的u.wnry会将需要的函数存放在字符串中，然后动态获得存放

在全局变量中进行使用。

1.0	Wcry导入列表																													2.0	WannaCry的u.wnry字符串列表

在解密功能的函数被调用后，2个勒索软件的解密组件的运行流程也几乎

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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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cry																													2.0	WannaCry的u.wnry

另外，在样本中还出现了有关于版本的硬编码信息：

上图为Wcry样本中的信息

上图为WannaCry的u.wnry样本中的信息

从种种迹象中看来，3月份就爆出的Wcry算的上是该勒索软件的1.0版

本，此时该软件仅仅作为单独的勒索软件的解密组件存在，并不具备主动传

播的能力。WannaCry在原有的勒索软件基础上，利用了微软SMB漏洞以及

DOUBLEPULSAR后门，从而有了超强传播蔓延能力，可以算的上是真正的

2.0版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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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种版本分析说明

由于“域名开关”在2.0 WannaCry样本中是作为明文存在的，这一特

点为其变种版本的产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网上流传的“2.0版本”除了是

WannaCry释放出来的勒索软件本身，还有一部分就是修改了“域名开关”后

得来的变种版本了，详细信息可以参考绿盟科技发布的《WannaCry变种样本

初步分析报告》。该分析报告中也说明了其实所为的“2.0版本”只是在原有

的WannaCry版本上修改了“域名开关”以及跳转等更改而得来的变种版本，

其实与WannaCry都属于Wcry的2.0版本。

总结

虽然目前网上大家所传的WannaCry 2.0版本是因为一起乌龙事件而起，

这些版本只是WannaCry的一些变种版本或是WannaCry释放出的勒索软件本

身。然而在经过分析之后，由于WannaCry所释放的勒索软件解密组件与3

月份就存在的Wcry勒索软件几乎完全一致，我们完全可以将WannaCry称之

为Wcry的2.0版本；除了勒索软件本身，WannaCry拥有了传播框架：微软的

SMB服务漏洞（MS17-010）以及DOUBLEPULSAR后门，这使得原本不具

有主动传播能力的Wcry勒索软件拥有了极强的传播能力，由此才被称之为

WannaCr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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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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述

上一周WannaCry利用MS17-010漏洞大肆盛行，趋

势科技发布报告称其新发现了一种勒索软件也是利用同

样的漏洞进行传播，其功能与WannaCry不同，因其加密

后缀名为UIWIX，因此将此样本称为UIWIX勒索软件。

此事件引起绿盟科技的高度关注，并在第一时间获取相

关样本进行分析，经分析后发现，勒索软件样本为dll文

件，包含分析对抗和杀软对抗，能够加密除指定目录下

的所有文件，推测此勒索软件是通过漏洞(如MS17-010)

或其他传播工具进行传播。

UIWIX 勒索软件恶意样本
技术分析与防护方案
发布时间：2017 年 5 月 23 日

相关链接：

https://www.symantec.com/security_response/writeup.

jsp?docid=2017-051811-14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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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week-in-ransomware-may-19th-2017-uiwix-

wannacry-imitators-and-wallet-decrypted/

2.	样本分析

TAC检测结果： 

图	TAC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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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主要功能

[1] 分析对抗：样本使用了反调试与反沙箱功能，检

测了Cuckoo、VMware、VBox、Sandboxie等沙箱；

[2] 杀软对抗：样本执行过程中会检测杀毒软件，包

括：COMODO、AVAST 、360安全卫士等；

[3] 文件加密：样本为勒索软件，使用AES加密文件;

[4] 网络行为： 样本执行过程中连接.onion网站，发

送系统信息以及加密受攻击者文件的密钥；

执行流程概要图

开始

解密代码，
动态获取 IAT

获取地理位置信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是否为UR/ZK/YB?

调试 / 虚拟机 / 杀软？

创建Mutex

Error?

非指定文件？

AES加密

RC4加密

关机

结束

2.2  分析对抗和杀软对抗

反沙箱和杀软对抗：使用函数获取指定名称的dll文

件（沙箱和杀软所使用的特定的dll文件），如果成功获

取到相关dll文件句柄，则说明运行在沙箱内或者执行环

境中包含杀软，程序直接退出。

样本中所包含的特定dll文件与沙箱的对应关系如下

所示：

特定 Dll 文件 沙箱

sbiedll.dll Sandboxie

dbghelp.dll VMware

api_log.dll SunBelt SandBox

dir_watch.dll SunBelt SandBox

pstorec.dll SunBelt Sandbox

vmcheck.dll Virtual PC

wpespy.dll WPE Pro

VBoxHook.dll VirtualBox

VBoxMRXNP.dll VirtualBox

样本中所包含的特定dll文件与杀软的对应关系如下

所示：

特定 Dll 文件 杀毒软件

cmdvrt32.dll
科摩多网络安全套装
COMODO Internet Security

SxIn.dll 360 安全卫士

snxhk.dll AVAST

样本使用是否能成功使用虚拟机命名管道的方式，

检查虚拟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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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管道 沙箱

\\\\.\\pipe\\cuckoo cuckoo

\\\\.\\VBoxMiniRdrDN VirtualBox

\\\\.\\VBoxGuest VirtualBox

\\\\.\\pipe\\VBoxMiniRdDN VirtualBox

\\\\.\\VBoxTrayIPC VirtualBox

\\\\.\\pipe\\VBoxTrayIPC VirtualBox

\\\\.\\HGFS VMware

\\\\.\\vmci VMware

检测国家代码，当检测到指定国家代码（RU/KZ/

BY）时，程序直接退出。其指定国家代码分别对应的国

家为Russian、Kazakhstan、Belarus。同时，创建互斥区，

确保只有一个程序在运行。

2.3  加密过程

样本首先创建提示文件，随后生成一个随机的AES密

钥，使用这个密钥加密指定文件以外的所有文件，并使用

硬编码的RC4密钥加密受攻击者的主机信息数据和AES密

钥，发送给攻击者。这些功能分别由不同的线程执行，其

中加密文件所属的线程共创建了30次，也就是说同时有30

个线程完成加密行为。加密完成后，样本使用shutdown.exe

关闭计算机，销毁内存中可能存留的密钥数据。

样本在加密目录下生成_DECODE_FILES.txt提示文

件，包含获取解密密钥的一系列操作步骤说明。

样本创建AES密钥并写入结构体，供加密线程读取

密钥、加密文件使用。

样本使用AES加密文件，随后使用RC4加密AES密钥

并上传给攻击者。

样本根据获取的系统信息（计算机名、用户名等）

生成code标识用户，随后加密这些标识数据发送给攻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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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加密受感染机器中的所有文件，除了目录\ 

Windows和\ Program Files中的文件以及文件名中包含以

下字符串的文件：

.sys;.com;boot.ini;NTDETECT.COM;Bootfont.bin;ntld

r;bootmgr;BOOTNXT;BOOTSECT.; PDOXUSRS.NET;

因为样本AES加密所用密钥是运行时随机生成的，

加密完成后关机，所以在没有成功获取上传数据时，无

法解密。

2.4  网络行为

样本会向服务端（http://mrfxohuptyfbzkz7.onion）发

送RC4加密后的数据，发送数据的原始数据为加密使用

的密钥和受感染的系统的信息，使用的RC4密钥为硬编

码的“3kjl5h34kj5h34poio34saz5x3cb”。与服务器的通信

使用tor暗网通信，具有隐蔽性。 

当受攻击者需要解密时，攻击者所给的提示信息中

要求受攻击者所连接的站点为：

https://4ujngbdqqm6t2c53.onion.to

https://4ujngbdqqm6t2c53.onion.cab

https://4ujngbdqqm6t2c53.onion.nu

http://4ujngbdqqm6t2c53.onion

3.		防护方案

3.1  用户检测防护方案

由于此勒索软件利用了和WannaCry类似的传播方

式，只是勒索部分的流程不同，因此用户可以使用同样

的方法来防护：

1） 用户应该及时升级Windows官方提供的升级补

丁，将系统升级至最新版本；

2） 用户应该开启系统防火墙或者安装杀毒软件等终

端防护软件；

3） 若用户不方便更新升级，还可以关闭系统的445

端口来防止被该恶意软件感染，绿盟科技提供了一键加

固脚本帮您完成系统加固，参考链接：

http://toutiao.secjia.com/wannacrypt-worm-detect-

protection

注：绿盟科技强烈建议用户下载安装微软官方的相

关补丁，将Windows系统升级至最新版本，相关链接：

MS17-010补丁

3.2  绿盟科技解决方案

1） 绿盟科技远程安全评估系统（RSAS）已经支持

对MS17-010漏洞的扫描，可以对对应的windows主机进

行漏洞扫描。对应漏洞编号如下：



漏洞聚焦

安全月刊  /  2017.0650

漏洞标题（MS17-010） CVE 编号

Windows SMB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7-0143

Windows SMB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7-0144

Windows SMB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7-0145

Windows SMB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7-0146

Windows SMB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7-0148

通过以下链接，将插件升级到最新版本即可检测：

RSAS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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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ulsys

RSAS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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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绿盟入侵防御系统NIPS可以根据规则ID 41489

检测并阻断EternalBlue后门入侵防护系统,升级链接：

（NIPS）：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downloads/

id/18051

3） 绿盟威胁分析系统TAC利用新型虚拟执行检测技

术可以有效检测出该蠕虫，并联动入侵防御系统NIPS，

进行阻断，升级连接：

（TAC）：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

downloads/id/18052

4.	总结

样本为dll格式文件，不能够独立运行，可能通过其

他感染工具或传播途径，加载到其他正常程序中执行，

一旦电脑受到此样本感染，将很难发现，危害大。同时

样本通信使用暗网通信,难以追踪其源头，隐蔽性强。

5.	附录

其他参考链接

http://blog.trendmicro.com/trendlabs-security-

intelligence/wannacry-uiwix-ransomware-monero-

mining-malware-follow-suit/?utm_source=trendlabs-

social&utm_medium=smk&utm_campaign=05-2017-uiw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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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wix-ransomware-using-eternalblue-smb-exploit-to-

infect-vict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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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地 时 间 5 月 3 日 （ 北 京 时 间 5 月 4 日 凌 晨 ） ，

WordPress被曝出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一则关于漏洞CVE-2016-10033的新POC被爆出。

这是一个PHPMailer的漏洞，WordPress 4.6使用了存在该

漏洞的PHPMailer，出于安全考虑，WordPress官方在4.7.1

中更新了PHPMailer，解决了这个问题。但PHPMailer漏

洞的原作者，又发现了一个针对PHPMailer在使用exim4 

MTA时的利用方法。新POC的曝出也表示着WordPress 

4.6版本均受影响。

一个新的漏洞（CVE-2017-8295）被发现存在于所

有WordPress版本中。该漏洞源于WordPress在创建密码重

置的电子邮件时，会使用客户端发送的SERVER_NAME

变量的内容来构成发送者的邮件地址。攻击者如果知道

管理员或任意目标用户的邮箱地址，可以首先通过发送

大量邮件等方法使得目标邮箱无法正常收信，然后伪造

一个发件邮箱来向目标邮箱发起重置密码的请求，该邮

件会因为目标邮箱无法正常收信而退回攻击者控制的发

件邮箱，攻击者就可以在退信邮件中获取重置密码的链

接，从而重置任意用户的账户密码。该漏洞WordPress官

方尚未有任何修复更新。

相关链接：

https://exploitbox.io/vuln/WordPress-Exploit-4-6-

RCE-CODE-EXEC-CVE-2016-10033.html

https://exploitbox.io/vuln/WordPress-Exploit-4-7-

Unauth-Password-Reset-0day-CVE-2017-8295.html

受影响的版本

	CVE-2016-10033漏洞：

 □ WordPress Version 4.6

WordPress 远程代码执行 / 非授权重置密码
漏洞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7 年 5 月 4 日

WordPress

WordPress是一个免费的基于PHP和MySQL的开源内容管理系统（CMS）。截至2017年2

月，排名前1000万的网站中有超过27.5%的网站使用WordPress,据报道WordPress是最受欢迎的

网站管理或博客系统，支持6000多万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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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VE-2017-8295漏洞：

 □ WordPress Version <= 4.7.4

不受影响的版本

	CVE-2016-10033漏洞：

 □ WordPress Version >= 4.7.1

	CVE-2017-8295漏洞：

无

注：目前所有WordPress版本（包括最新的4.7.4版

本）均受影响

临时防护方案

	CVE-2016-10033漏洞修补防护方案：

这个漏洞已经于WordPress 4.7.1版本中被修复，但建

议用户升级到最新的4.7.4版本, 因为还有其他安全漏洞被

修复。

下载链接：https://wordpress.org/download/

	CVE-2017-8295漏洞规避方案：

目前WordPress官方没有相关修复与更新，用户可以

采取以下临时防护方案：

用户可以开启UseCanonicalName来强制使用静态

SERVER_NAME值。

参考链接：https://httpd.apache.org/docs/2.4/mod/

core.html#usecanonical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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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bbix Server 2.4.X的trapper命令功能中被曝

出存在可利用的代码执行漏洞（CVE-2017-2824）。 

一组特制的数据包可能导致命令注入，导致远程执行代

码。 攻击者可以从活动的Zabbix Proxy发出请求以触发此

漏洞。该漏洞位于Zabbix代码的“Trapper”部分，这是

允许代理和服务器通信的网络服务（TCP端口10051）。

CVSSV3 SCORE：

9.0 - CVSS:3.0/AV:N/AC:H/PR:N/UI:N/S:C/C:H/

I:H/A:H

参考链接：

ht t p : / / w w w . t a l o s i n t e l l i g en c e . c om / r ep o r t s /

TALOS-2017-0325/

受影响的版本

 □ Zabbix Server 2.4.X

不受影响的版本

其他版本均不受影响

ZABBIX 服务器主动代码
追踪器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7 年 5 月 2 日

规避方案

通过删除ZabbixServer的Zabbix数据库内的三个默认

脚本条目，攻击者将无法实际执行代码，即使他们可以

将具有欺骗地址的主机插入到数据库中。

操作如下：

直接从数据库中利用命令消除（use zabbix; delete * 

from scripts;）

或从GUI界面通过操作（Administration -> Scripts 

-> Checkmarks -> Delete Selected/Go）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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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5月17日（北京时间5

月18日），内容管理系统（CMS）

Joomla! 发布通告称修复了一个SQL

注入漏洞（CVE-2017-8917）。该

漏洞源于3.7.0版本新引入的“com_

fields”组件，该组件无需验证，任何

人均可访问使用。这意味着，攻击者

可以通过直接访问受影响的网站来进

行SQL注入攻击，获取密码哈希或者

劫持用户的session从而有可能全面控

制该网站。

参考链接：

http://cve.mitre.org/cgi-bin/

cvename.cgi?name=CVE-2017-8917.

https://developer.joomla.org/

security-centre/692-20170501-core-

sql-injection.html

内容管理系统 Joomla! 3.7.0 SQL 注入漏洞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7 年 5 月 18 日

漏洞细节

面向公众的com_fields 组件从相同名称的管理端组建中沿用了一些视图，

这样可以更有效的利用通用代码，而不需要重新编写。

从上图的代码中可以看出，$config[‘base_path’]变量的值被设置为

JPATH_COMPONENT_ADMINISTRATOR，该常量是管理员组件目录的

本地路径，如此Joomla!会从该路径获取相关视图和模块，从而构造对应的

参数和值来完成这个操作，构造的URL如下，视图(view)的值为fields，布局

（layout）的值为modal：

通过访问该URL，就可以获得该网站上所有的自定义字段列表。

需要注意的是，fie ld s是唯一可以访问的管理员视图（前面所提到

的$conf ig [‘base_pa th’]变量），这样，我们可以直接从管理员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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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model）来获取数据，也发现了该漏洞的源头就是位于 ./administrator/

components/com_fields/models/fields.php文件中的FieldsModelFields下的getListQuery

方法：

如果不熟悉Joomla!是如何处理SQL语句的，$query-> order（）仅仅只是一个

方法，这个方法的输入值会和sql语句的ORDER BY合并，由此就可以将恶意的用

户输入传入到这里，这也是该漏洞所做的。

因为FieldModelFields模块继承了JModelList类，而且包含了上述的代码，因

此用户可以将任意代码传入到list.fullordering中。值得注意的是，list.direction和list.

ordering在被设置前均会进行一些验证的步骤，但是list.fullordering好像并没有相关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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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witch语句之后，不论是否有一个经过验证的合法list.direction和list.

ordering，我们都可以利用这条这令来设置想要的值。

因此，要利用此漏洞，攻击者唯一要做的就是在上述的URL中添加适当的参

数从而注入一系列的SQL语句。

参考链接：

该技术分析摘自：https://blog.sucuri.net/2017/05/sql-injection-vulnerability-

joomla-3-7.html

受影响的版本

 □ Joomla! CMS versions 3.7.0

不受影响的版本

 □ Joomla! CMS version 3.7.1

规避方案

Joomla! 官方已经及时发布了升级补丁修复了该漏洞，请受影响的用户及时下

载升级至最新版本3.7.1。

https://downloads.joomla.org/cms/joomla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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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Web应用防火墙规则库更新

Web 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6.0.6.0.36098

新增规则 :
服 务 器 / 插 件 防 护 规 则 27004855 phpcms_remote_file_
upload 防护 phpcms 远程任意文件上传漏洞
服 务 器 / 插 件 防 护 规 则 27004854 wp_phpmailer_remote_
code_exec 防护 wordpress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修改更新规则：
27004854 wp_phpmailer_remote_code_exec 规则优化

1.2		网络入侵防御/检测系统规则库更新

网络入侵防御 /
检测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5.6.10.16052

新增规则 :
攻击 [41490]:artemis 僵尸网络肉鸡上线
攻击 [41491]:UUgangT 僵尸网络肉鸡上线
攻击 [41492]:Macriddos 僵尸网络肉鸡上线
攻击 [41493]:lostlove 僵尸网络肉鸡上线
攻击 [41494]:WinHelp32 僵尸网络肉鸡上线
攻击 [41495]:9527win 僵尸网络肉鸡上线
应用 : 起点读书 - 资源
攻击 [23997]:Jackson-Databind 框架 json 反序列化代码执行
漏洞
攻击 [23998]:WordPress 远程命令执行漏洞 (PHPMailer)

修改更新规则：
攻 击 [10338]:Microsoft Windows SSL 远 程 拒 绝 服 务 漏 洞
(MS04-011)
攻击 [23808]:HTTP 协议 URI 字段超长
应用 : 三国杀 Online
应用 : 起点读书 -Android
应用 : 腾讯新闻 -Android

绿盟科技产品更新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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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5月12日晚间，全球爆发了一系列勒索软

件（Wannacry）的感染事件。中招的终端会自动扫描

开放445端口的windows终端，利用漏洞（该漏洞微软

在2017年3月14日发布了Windows SMB服务器安全更新

KB4012598。链接：https://technet.microsoft.com/zh-cn/

library/security/ms17-010.aspx）在终端中植入勒索软件，

对其他机器造成伤害。

而这起事件本质和十几年前的蠕虫原理是一样的，

没有0day，也没有高精尖的技术，只是利用了一个微软已

经在3月14日就发布的安全更新的漏洞。对抗这个病毒也

绿盟科技终端检查方案将 WannaCry
勒索危害降到最低

很简单，只需要及时打上系统补丁就能防护。

然而，很多企业内部虽然制定了相应的补丁管理办

法，但由于内部员工安全意识较差、补丁管理不到位等

原因导致补丁管理策略并未有效执行。

绿盟科技终端检查方案，是由绿盟NF防火墙和金山

V8+组成协同联动方案。能对内部终端进行安全检查，

对于不能满足要求的终端阻断其上网。由于这一特性，

最大限度的保证了内部终端的系统打上最新补丁及最新

的金山病毒库。因此能够对此次的勒索事件进行有效防

护，将危害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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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管理员在外地出差，或者无法正常访问到堡垒机

时，可以通过绿盟安全管家APP，对设备的运维行为进行

管理和控制：

1. 查看消息：查看堡垒机推送的消息； 

2. 金库授权：处理登录授权和命令授权；

安全运维堡垒机产品使用小技巧 -
移动终端完成运维审批

3. 工单授权：对工单进行审批、删除、终止、查看

操作。

4. 查看堡垒机相关信息：包括设备的实时状态、网

口信息、软件版本、设备证书。

金库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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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单管理

消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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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图左侧二维码或在应用市场搜索绿盟安全管

家下载安装绿盟安全管家APP即可体验绿盟科技安全管家

为您提供的设备关怀服务。扫描下图右侧二维码设备可

了解接入设备关怀服务的方式。

绿盟安全管家APP下载 绿盟设备关怀服务使用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