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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是”风口”还是 “遥远的桥”？
——网络安全保险探析
金融技术部　傅戈

一、前言

《A Bridge Too Far》（中文译为“遥远的桥”又

译“夺桥遗恨”）是一部摄于1977年由英国导演理查

德·阿滕伯勒执导的二战著名影片。该片描述了盟军在

二战后期弥漫着乐观的情绪，轻率以为可以从荷兰入境

德国从而提前结束战争，结果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始终未

能攻占阿纳姆地区横跨莱茵河的大桥，最终以盟军的惨

痛失败而告终。后来有西方人士以“遥远的桥”这个短

语描述那些看似美好，而最终未能实现的事务。网络安

全保险（Cyber Insurance 或 Cyber Security Insurance）作

为一项投保险种，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伴随着IT网络

的发展及安全风险的再配置与转移应运而生。经过近20

余年全球社会经济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国外发达国家

中该市场已较为成熟，而我国则刚刚起步并开始进入一

个风口阶段。网络安全保险的发展及应用前景无疑是可

期盼的，但实际过程中是否会成为人们口中所说的“遥

远的桥”？本文作者将尝试做出一些分析以帮助有兴趣

的读者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二、网络安全保险的市场及预测分析

数据表明在全球网络安全保险的市场中，来自美国

的市场占据了约90%的份额，来自120家美国保险公司的

报告数据表明2016年总共提供了价值10亿美元的网络保

险，而根据其它机构的估计当前美国国内网络安全保险

的年度投保金额在15至30亿美元之间。初看该金额似乎

也不小，但和2015年美国国内总计5058亿美元[1]的保险市

场相比，大家就能明白网络安全保险在保险行业实在是

一个微小的市场。不过由于金融保险市场激烈竞争，使

得网络安全保险这个市场进入了众多国内外保险提供商

的业绩增长目光中。近年来国际上一些安全大事件的发

生，如14年Sony公司的黑客入侵事件、15年美国OPM(人

事管理办公室)数据泄露事件、16年美国遭史上最大规模

DDoS攻击事件使得国外一些机构对网络安全保险的市场

增长持续看好并做出了预期分析，PwC机构认为全球网

络安全保险市场预期到2020年将达到75亿美元[2]。而美国

商业保险杂志报道惠誉评级公司总经理James Auden在最

近的一份报告则给出了较为乐观的看法，他声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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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估计表明，全球网络保险业务在2020年底前可能增至

200亿美元”[3]。根据安联最新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每年

预计遭受600亿美元的网络损失，居亚洲第一[4]。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正式实施，我国政府

加强了对网络安全的监管，企业机构及个人安全意识的

得到了更多的唤醒并不断提升，国内网络安全保险市场

也开始被国内众多的保险公司所看好。

三、网络安全保险的市场发展阻碍

如果光看前面的市场预期数据，感兴趣的读者或许

以为网络安全保险的市场开展必将一帆风顺，但在市场

拓展实际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阻碍因素，这些因素将阻

碍承保机构顺利开展业务，阻碍用户最终进行采购。事

实上，即便是在对保险理念接受程度最高的美国，根据

美国保险代理及经纪委员会（CIAB）的调查显示也仅有

29%的美国企业购买了网络安全保险[5]。一些专家也指出

网络安全保险市场的发展仍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 保险机构的阻碍因素

（1）保险机构对网络安全理解不足

很多保险机构毕竟不是专业网络安全厂家，其内部

缺乏专业的安全人士。一方面，保险机构不能完全知晓

当前不断演变的网络安全威胁，另一方面，保险机构也

不十分清楚目标客户群的业务安全风险。这导致部分保

险机构推迟参与该市场，而一些已推出产品的机构则对

其产品一直保持担忧。一个受访的保险人士表示，“我

们不知道风险的来源在哪里以便我们可以减轻（业务）

风险。”。国外的一些评级机构就已针对近期一些系统

性且影响范围巨大的网络安全风险对中小保险机构提出

警示，提示需注意资金池是否可覆盖赔付的范围。

（2）保险业务设计数据来源不足

金融产品的设计是一个复杂的精算过程。但在现实

世界中，大量的网络安全事件出于多种原因，攻击者和

被攻击者一般极少公开进行披露。因此实际可查询的事

件数量、事件详情和事件损失等信息非常少。再加上前

面提到保险机构在网络安全领域专业性上的不足，很多

中小保险机构并不掌握足够充分的数据信息以支撑其设

计开发及运营相应的业务产品。在实际中常陷入这样一

个怪圈，即”不充分的数据—>不合适的产品—>降低了

客户的期望—>更低的市场销售—>更少的数据来源—>

不充分的数据”。

（3）用户网络安全建设的投入不足

总体而言，国内中小型机构的网络安全建设还不是

那么尽如人意。以企业级安全为例，目前国内企业在网

络安全领域的投入约为每年300亿元，仅占所有信息技术

投资的1%左右[6]。显而易见，安全投入的不足将导致保险

承保机构不得不进行慎重评估。一方面保险机构如若承

保将面临更为巨大的商业风险，另一方面，这种安全投

入不足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如果拒保过多则市场规

模拓展难以为继。

（4）用户对此的接受程度

一般认为大型机构更倾向于购买网络安全保险。

2015年统计有约40%的世界500强企业购买了网络安全保

险[7]。国内网络安全保险投保客户则主要集中在大型的

制造型企业、公共交通运输企业、IT公司、云存储公司 

等[8]。中小型企业由于资讯缺乏、资金不足及企业自身安

全策略的局限性，对网络安全保险多数还处于一种观望

的状况。

◆ 最终用户的阻碍因素

（1）不了解网络安全保险

国外在2011年之前，网络安全保险对许多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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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来说仍然是一个新鲜事物，因此相对而言也很少有

公司购买该风险管控策略，只是近些年来，网络安全保

险才逐渐被认识和接受，即使如此，根据美国SANS机构

和Advisen公司联合发起的一个调查报告显示，参与调查

的保险经纪人中仅有14%的人认为其客户机构中的CISO

对网络安全保险有较好的认识和了解[9]。同国外相比，国

内网络安全保险市场才起步，参与承保机构聊聊数家，

市场的宣传力度落后，客户则更不清楚和了解网络安全

保险。

（2）对网络安全风险认知不清

网络安全风险是一个动态变化，覆盖内容广泛的安

全范畴。目前随着移动互联、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

发展和应用，用户所面临的网络风险呈现范围扩大，边

界模糊、入侵途径增加的情况。但不少用户，尤其是中

小机构，他们通常未执行全面的安全风险评估程序，因

此对所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和当前机构安全机制覆盖面

及有效性缺乏清晰、完整的认识。这导致他们难以判别

哪些是可以转嫁和再配置的安全风险，自然也难以将网

络安全保险列入其风险管理策略当中。

（3）不知如何评估和量化风险损失

通常而言，用户在在购买一项保险产品之前，都应

评估不购买产品而导致的风险损失，并根据该潜在损失

而选择对应的产品。现实情况中，网络安全威胁所导致

的安全风险损失通常包含直接（如业务中断损失）和间

接（如法律诉讼损失）的损失，有形（如资金损失）和

无形（如企业声誉损失）的损失。但因缺乏专业人士和

工具手段、缺乏合理的评估模型和计价体系使得如何合

理评估和量化风险损失一直都是一个长期困扰用户的问

题。该情况导致用户在投保前难以选择适合的产品，投

保出事后也难以提交被认可的索赔依据。

（4）担心网络安全保险未能满足预期

出于应对随时变化的网络安全威胁及产品盈利的需

求，一些网络安全保险产品可能存在复杂、晦涩且难以

理解的网络安全保险承保条款及免责条款，这种复杂性

使得一般客户在选择网络安全保险产品时难以充分理解

该产品并对其是否覆盖内部风险管理策略产生担心和怀

疑。这些担忧导致部分用户认为不如将预算花费在安全

设备采购或依赖产品/服务商的承保上更为划算。

四、保险机构克服障碍的措施

◆ 加强数据收集

毫无疑问，网络安全风险数据是保险机构开展网络

保险业务的基础。在这方面保险机构可以通过以下三种

方式获得这些数据。

方式一：保险机构通过业务发展不断的积累数据和

经验。虽然这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过程，但却是一

个必经的过程。

方式二：保险机构通过基于自身需求的网络安全建

设来提取或反推获得相应的数据。有些保险机构就是通

过自己公司的第一手网络安全经验来促进外部业务的发

展。

方式三：保险公司向专业的咨询公司、安全厂商等

第三方寻求获取相关的数据以充实自身的数据库。

◆ 建立可行的风险管控机制

在缺乏更多有效数据的情况下，保险机构可建立一

套基于风险管理成熟度模型的评估体系对客户开展承保

前的安全评估，通过评估了解客户的安全投入及安全管

控的持续性和有效性，评价客户安全需求与现有产品的

吻合程度以及可能的产品灵活定价。此外，保险机构也

可以通过再保险参与降低一线市场的风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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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制定产品的风险覆盖

在产品制定的过程中，保险机构应考虑到两个因

素，一是不同的客户群因行业因素、发展因素、监管要

求因素存在着不同需求。二是网络安全风险内容繁多且

不断的发生变化。因此保险机构需认真深入的了解其目

标客户群的网络安全威胁和网络安全需求，避免产品出

现安全风险覆盖不满足需求的情况。同时保险机构需保

持对网络安全风险变化的持续跟踪，使产品能根据网络

安全风险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调整，快速跟进并满足市

场需求。

◆ 提供更多的服务

国外保险机构由于较早开展该项业务，市场竞争

也较为激烈，因此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倾向于提供更多与

网络安全相关的服务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这些方式包

括：

方式一：和知名的网络安全厂家进行合作（如美国

AIG集团与包括IBM、RSA、BitSight等公司进行合作[10]，

Travelers保险公司和Symantec公司进行合作[11]），在客户

进行产品采购前提供相应的安全咨询，承保评估；采购

后提供安全应急服务、承保定损；甚至推销网络安全厂

家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方式二：保险机构寻求成为对某个特定网络安全领

域（如数据存储、等保、PCIDSS等）非常熟悉的专业机

构。这样可在对应领域向客户提供专业的网络安全建设

咨询，增加客户粘性。

◆ 扩大市场宣传

在以往网络安全市场的社会及媒体宣传活动中，政

府机构、咨询机构、安全厂商以及网络服务商构成了网

络安全宣传的四大主角。作为网络安全保险的提供者，

保险机构也需要积极参与其中，一方面让社会全员更多

的关心和了解网络安全风险，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和扩

展商业市场。

五、网络安全保险的选购建议

从国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正式实

施以及近期媒体报道关于网络安全法的执法检查案例中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监管层面对网络安全的重视程度和监

管力度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时期，不少企业机

构都开始关注网络安全保险并计划尝试购买此类保险产

品。在此，作者给出以下建议供机构用户的决策者参

考。

 ◆ 采用网络安全保险仅仅只是用户内部安全策略的

组成之一，因此不能把网络安全保险作为主要的安全防

御机制。

 ◆ 有些用户认为已购买了一些与业务相关的保险产

品从而不需要购买网络安全保险。建议用户对已购买产

品进行了解确认其是否覆盖因网络安全威胁而带来的风

险损失。例如某些业务中断险可能不包含因网络犯罪而

带来的损失。

 ◆ 用户在购买网络安全保险产品前，应该清楚知晓

内部哪些是需要通过网络安全保险而进行转嫁消除的安

全风险。这部分工作通常可以通过执行一次安全风险评

估程序完成。

 ◆ 用户在购买前应该仔细咨询了解保险机构所提供

的产品是否覆盖满足机构所期望的风险场景。此外还需

要对理赔赔付的前置条件/要求，可能发生歧义理解的内

容、不在理赔受理范围内的场景进行咨询和知晓。 例如

某些产品可能排除因计算机病毒而导致的风险损失；又

如某些产品并不进行赔付如果用户未能满足某个安全规

范/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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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网络安全保险不是强制性保险，因此产品

及发布机构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用户可以通过一些方

法措施寻求最合适的产品及合作机构，这些方法包括在

选择保险产品时可查询了解承保机构既往的赔偿支付案

例；承保机构是否提供一些额外且专业的安全服务；承

保机构有怎样的战略合作安全机构。另外，由于用户可

能在安全事故后一段时间内才能发现安全损失，因此也

需要考虑承保机构对索赔提交时限的许可承诺。

语 网络安全保险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风险转

嫁策略机制。在我国，该市场领域目前还处于

探索初始阶段。而伴随网络安全建设的持续进

行，一些机构已接受和认可这一安全策略并逐

渐开始实施或准备实施该策略以进一步完善企

业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一方面，众多的国内保

险机构纷纷试水，期待在该蓝海市场领域占据

商业份额，另一方面，机构用户也期待该机制

将帮助降低机构面临的监管压力和业务安全压

力。不过从前述内容我们看到目前仍存在阻碍

这一机制发展和应用的一些障碍。因此网络安

全保险的发展是否正如研究机构所估测又或是

“一座遥远的桥”，我们还将持续观察。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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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云计算近年来已经得到了众多用户的认可，很多客户已经或者正在规划将其

业务系统进行不同规模的云化。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用户广泛关注的云计算系统

的稳定性、性能、隔离等问题之外，云上业务的安全性也是越来越受到用户的重

视。

从管理模式上看，传统的IT系统通常有着唯一的运营使用单位，这样系统提

供方和用户之间就有了清晰的安全职责划分，一旦系统出现安全隐患或者安全事

件，会有明确的责任人处置。在云计算的这种以服务为核心的模式下，整个IT系

统会面临云服务提供方、云租户和云用户多方的关系，如何明确各自的职责，是

确保云计算系统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基于 SDN/NFV 的云安全实践
战略研究部　江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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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上看，云计算采用资源池化的方式为用户提供服务，用户的计算、存

储、网络等资源，都能够根据具体的需求进行动态的扩容和收缩，这样传统的安

全集中投入的方式就很难满足云计算中资源的按需扩展需求。另外，不同租户对

安全的需求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化，如何满足这种差异化的安全服务需求也是一项

很大的挑战。

除此之外，在虚拟化环境中，现有的物理安全机制可能根本无法检测到恶意

攻击。如下图所示，虚拟机vm1和vm2是同一租户同一子网的两台虚拟主机，存在

于同一台物理主机内，那么两者之间的通信仅存在于vm1、虚拟交换机vSwitch和

vm2之间，流量根本就不会出宿主机，那么恶意的流量自然也就无法被外部的安

全设备所识别到。

如果虚拟机之间通信的数据包出了宿主机，现有的安全机制就能解决云中网

络的安全问题了吗？也未必。下面这张图展示的是通常云计算系统的一个简易的

部署逻辑图，在云网络中，通常是通过vlan + vxlan/gre这种方式实现租户隔离的，

那么当同一子网的两台虚拟主机vm1和vm4在不同的物理主机内，虽然两者之间的

通信会经过外部的防火墙，但由于物理主机之间通过隧道相连，如果防火墙只是

简单的部署在物理交换机一侧，那么它只能看到vm1到vm2的数据包，而不能去掉

隧道的头部，解析vm1到vm2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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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两个场景可以看出，单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传统的安全设备、安全防

护方案在云计算这种新的计算模式下，是无法实现网络安全的检测和防护的。

从法律和合规的角度看，国内外的云安全标准机构近年来也是陆续发布了多

个云安全的相关标准，比如云安全联盟（CSA）发布的《身份管理与接入控制指

导建议书》(白皮书)、《如何保护云数据》（白皮书），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

（NIST）发布的《云计算安全障碍与缓和措施》（标准草案）、《公共云计算中

安全域隐私》（标准草案），CSA大中华区C-STAR Tech标准工作组发布的《云

计算安全技术要求》（草案），以及国内等保标准里的《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 

云计算安全扩展要求》（草案）、《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 云计算安全扩展测评

要求》（草案）等。如何建设云计算系统的安全措施，保证符合法律和合规的要

求，也是用户业务云化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国内外云安全标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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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回到安全本身，从攻防的角度来看，云安全和传统的安全其实并没有本

质的区别，传统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需要保护资产的动态性、软件化、移动化

使得以往固定的环境会随着业务和环境的变更而快速变化。

面对云环境中常态化的变化问题，安全机制部署和安全策略配置完毕后长期

不变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安全方案也要能够随着云环境中计算和网络相关资源

的变化而动态调整，主要体现在：

（1）安全设备的形态需要发生变化；

（2）如何在虚拟化的网络内部部署相应的安全机制；

（3）能够根据需求，进行按需分配；

（4）能够自动化的进行动态扩容和收缩；

2.	软件定义

2.1 SDN

软件定义网络（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SDN）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网

络架构，能够通过逻辑上集中的控制平面，实现网络管理、控制的集中化、自动

化。那么SDN和安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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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下SDN的本质，SDN是一种架构，一种思

想。根据这种思想可以总结出三个本质的属性：控制与转发分离、集中化的网络

控制、开放的编程接口。

控制与转发分离，使得逻辑上集中的控制平面能够拥有全网的完整视图，这

样控制平面就能够看到任何正常的、或者不正常的流量；集中化的网络控制，使

得控制平面能够控制任何流量能走、不能走、怎么走；开放的编程接口能够将上

述所有的操作实现可编程以及自动化。这样看来，SDN天然的就为网络的安全问

题提出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当然，斯坦福大学最初提出OpenFlow也是在某种程度

上为了解决安全问题。

下面这张图是盛科网络早期的时候提出的一种基于SDN的安全解决方案，在

该方案中，将SDN交换机部署至机房入口路由的位置，方案中将其作为LB使用。

IDS、IPS、FW等安全设备全部连接到这个SDN交换机上，SDN控制器根据需求，

向交换机下发相应的流表策略，使特定的流量经过特定的安全设备进行安全检测/

防护。当然这种方案还可以将同一条流依次调度到不同的安全设备，实现安全服

务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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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NFV

传统的网络服务，通常是采用各种各样的私有专用网元设备实现不同的网

络/安全功能，比如深度包检测DPI设备、防火墙设备、入侵检测设备等。网络

功能虚拟化（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NFV）利用IT虚拟化技术，将现

有的各类网络设备功能，整合进标准的IT设备，如高密度服务器、交换机、存

储等，通过管理控制平面，实现网络/安全功能的自动化编排。下图是欧洲电信

标准化协会（ETSI）为NFV制定的参考架构，从图中可以看出，该参考架构将

NFV基本分为了三层：NFV-I（Infrastructure），VNF-M（Manager）和NFV-O

（Orche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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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V-I提供了虚拟化网络功能（Virtualized Network Function，VNF）运行

所必须的基础设施，通常这些基础设施是在硬件的计算、存储、网络之上，利用

虚拟化技术形成的虚拟化资源，这些虚拟化资源通过虚拟化基础设施管理模块

（Virtualized Infrastructure Managers，VIM）进行管理和分配。得益于云计算IaaS体

系的发展和完善，NFV-I可以通过OpenStack、VMware、AWS等云计算平台来进

行集成实现。

VNF-M即各种虚拟化的网络功能层，通过VNF+EMS实现多种虚拟网元的网

络功能，这些VNFs由VNF-M进行统一的管理。NFV-I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基

础设施的资源池，那么VNFs就是一个虚拟的网络功能资源池。

NFV-O是最上面的业务层，根据OSS/BSS的业务逻辑和业务需求，NFV-O

动态的对下层的VNFs进行编排，以满足业务系统对不同网络功能的需求。

VNF-M和NFV-O共同组成了NFV架构中的管理编排域，简称为MANO，

MANO负责对整个NFV-I资源的管理和编排，负责业务网络和NFV-I资源的映

射和关联，负责OSS业务资源流程的实施等，MANO内部包括VIM，VNF-M和

Orchestrator三个实体，分别完成对NFV-I，VNFs和NS（Network Service）三个层

次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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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OSM（Open Source MANO）技术白皮书中对于MANO在NFV架构中

位置的描述，其中红色的部分为MANO的实现。

从上面的描述和SDN/NFV的架构可以看出，NFV更多强调的是网络功能的

管理和服务编排（MANO），其重点应该是在功能层面。而SDN更强调的是集中

化的网络管理和控制，重点应该是在流量层面。

SDN和NFV之间并不存在依赖关系，可以相互独立的部署运行。但是二者之

间又有着很强的互补性，SDN灵活的流量调度能力和开放的可编程能力，可以使

NFV的部署性能增强，简化互操作性；NFV又能为SDN的应用提供良好的使用场

景和基础设施支持。这样二者融合在一起，就可以实现一个完整的、开放的虚拟

化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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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于SDN/NFV的安全架构

基于SDN/NFV技术，可以构建一个完整的、开放的虚拟化网络平台，那么

能否在此基础上，整合构建出一个虚拟化的安全解决方案呢？答案当然是肯定

的。

如下图所示，就是一种基于SDN/NFV的安全方案架构图，除去计算、存

储、网络等硬件基础设施之外，整个架构自底向上共分为资源池、安全控制平台

和安全应用三个层次。

资源池是各种安全防护功能的集合，具体可以包括但不限于：（1）安全预

防类功能：系统漏洞扫描（vRSAS）、web漏洞扫描（vWVSS）等；（2）安全

检测类功能：网络入侵检测系统（vNIDS）、网络流量分析系统（vNT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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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全防护类功能：网络入侵防御系统（vNIPS）、下一代防火墙（vNF）

等；（4）安全响应类功能：安全审计系统（vSAS）、堡垒机等。

在设备形态上，安全资源池内的安全功能既可以是依托虚拟化的安全设备

（VNFs），也可以是传统的硬件安全设备；在基础设施层面，既可以采用独立的

安全节点进行部署，也可以依托OpenStack、VMware、FusionSphere等云计算IaaS

平台。具体可参考下面的示意图。

安全控制平台则包括了NFV架构中的VI-M、VNF-M和NFV-O，具体到功

能层面和NFV架构中的类似，比如VI-M用来管理安全资源池的基础设施资源，

同时负责跟网络系统的SDN控制器进行对接；通过VNF-Manager/Agent的方式，

实现各个安全功能的管理；通过NFV-O提供北向的应用接口。

安全应用则根据安全控制平台提供的接口，实现多种安全服务，这里拿上述

架构中的三类安全应用举例来简要说明。

首先就是单个的安全功能应用（Sec APP），比如web防护，用户通过这个应

用，直接配置需要防护网站的域名、勾选相应的防护策略，实现安全功能的服务

化。其次就是安全大数据的应用，通过安全控制平台收集的日志、告警等信息，

实现态势感知、数据分析等内容。最后就是安全服务编排，依托安全控制平台的

NFV-O编排器，根据安全防护需求，制定相应的安全编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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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云安全实践

那么这种基于SDN/NFV的安全架构应该怎么样来集成到业务系统进行安全

防护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把使用场景分为两类：（1）云计算、软件定

义数据中心这类的系统/平台；（2）NFV系统。

对于第一类场景，可以直接将上述安全架构和云平台进行对接，通过两个控

制平台层面的交互，实现资产以及防护策略的一致性，然后通过网络将资源层打

通，实现流量的灵活调度，完成整个虚拟化环境的安全防护。

对于第二类场景，一方面，可以按照第一类场景的方式进行设计，即两个控

制平台进行对接；另一种方式则是将安全资源池集成到NFV的VNFs内部，与NFV

共用VI-M、VNF-M和NFV-O，这样的话安全和网络就实现了深度的整合，同

时也带来了高耦合的风险问题。

下面我们从第一个场景着手，看一下绿盟科技是如何设计其安全解决方案

的。如下图所示，是方案的整体架构图，主要分为4个部分，最下面的VNFs，也

就是安全的资源池，这里的安全功能提供者既可以是绿盟的设备，也可以是第三

方厂商的设备，设备之间通过SDN网络实现互联。SIEM系统主要是用来收集下层

安全设备的日志和告警等信息，提供威胁分析的数据来源。安全资源池控制器一

方面负责VNFs的管理控制，同时还负责与云平台进行适配。最上面是云安全管理

平台的门户，为用户提供安全服务和运维服务等多个使用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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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云安全解决方案为用户云上业务提供预防（RSAS、BVS等）、检

测（NIDS等）、保护（NIPS、NF等）和响应（SAS、ESP等）全系列的安全服

务。近年来，先后在政府、金融、能源、教育、运营商等众多行业落地应用，解

决了用户南北向和东西向流量安全问题。

如下图所示，为某运营商提供南北向和东西向安全服务，绿盟云安全管理平

台与客户云计算系统对接，通过外置安全资源池和内置资源池结合的方式，将南

北向流量和东西向流量进行调度，完成安全检测和防护。

4.	总结

云计算越来越多的得到人们的认可，随之而来的就是其安全问题也是引起了

更多人的关注。从今年的互联网安全大会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云安全分论坛，三

分之一左右的参展商是解决云安全问题的，其中很大的比重是创业公司，排除商

业因素，单从创业公司的着手点也可以看出，云安全在整个安全行业所占的比重

也是越来越大的。

云计算系统较传统的IT系统，既涉及到管理模式、服务模式的创新，同时又

涉及到虚拟化、隔离等技术层面的创新，因此其安全的着手点也是千姿百态。本

文主要针对云上业务的安全，分析并展示了基于SDN/NFV技术的云安全实践方

案。

希望通过本文的介绍，能够让大家对云安全有更多的认识，如对本文观点持

有疑问，欢迎互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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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银行业各企业在人行、银监的监管要求下，各银行经过多年来对信息化

的安全建设不断加大投入和完善建设。企业的安全防护设备也日益增多，各类安

全设备每天产生大量的告警日志成千上万条。所存储的日志量每天可以按10G为

单位计算。庞大的运维告警日志，难以有效的进行管理和分析。对于当前的安全

运营管理人员和团队来说已经呈现出疲劳态势。银行数据中心，IT运维领域涉及

的运维数据涵盖应用日志、系统日志、性能数据、网络数据、流量管理数据、资

产配置数据、数据库日志、漏洞管理数据、安全态势等。上述信息整体上数据量

大，格式差异大且分散在不同的服务器中，如何搭建日志智能分析平台，将数据

集中整合、加工处理并应用和展现在运维管理中，进而提升运维管理能力、提高

运维服务质量和效率，是本文探索研究的重点。

日志智能分析在银行业 IT 运维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事业部　凌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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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智能分析平台的设计实现

日志分析平台逻辑架构上分为资源层、数据采集管控层、大数据层、服务

层、业务层、数据呈现层（如图1所示）。资源层主要包括：各采集对象的网络

设备、安全设备、应用系统、主机系统、数据库、服务器等。数据采集管控层主

要负责多渠道获取数据，并支持数据预处理。将采集来的数据进行分区分块进行

存储。大数据层分为：数据存储和数据分析模块，数据存储模块主要负责将采集

的数据以索引方式存储，同时对常用的查询分析的结果进行缓存。数据分析包

括：数据分析模块、数据处理模块、平台管理模块等。数据分析模块支持对数据

进一步的加工处理，并支持结构和非结构化的数据处理、关联分析查询。平台管

理模块主要涵盖用户认证、数据权限控制等，保障数据访问的安全可控；服务层

可以提供对各类的应用服务，如资产管理、情报处理、工单管理、告警处理、响

应管理、任务管理、设备管理等。业务层包括所能够提供的业务功能模块。数据

呈现层主要支持数据以图形、表格、报表等不同的方式进行组合、钻取展现，同

时支持以标准接口的形式供其他系统调用。

图1　日志智能分析平台逻辑架构图

由于运维数据本身量大、分布分散、格式多样，并且存在一些实时性应用场

景，这就要求平台在数据采集方面满足高性能和灵活扩展的要求。另外由于需要

从银行关键业务系统进行数据采集，采集端的稳定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非功能性需

求。基于以上要求，平台采用大数据分析平台作为底层处理分析架构。Hadoop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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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上的程序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对海量数据的处理。Hadoop使用了一种类似

于 Google MapReduce的编程模型。用户提交的计算任务首先会被初始化成一个

Job对象 ，Job继而被分解为两个计算阶段：Map阶段和 Reduce阶段。在开始调度

作业之前，MapReduce会将原始输入数据划分成若干个数据分片 。执行Map计算

任务的节点以<key-value>形式读取一个数据分片作为输入，处理结束后把<key-

value>形式的计算结果写入磁盘 。MapReduce框架会 对所有Mapper输出的中间

结果按照key值进行归类，然后将<key,(list of values)形式的数据注入进Reduce节点 

，Reducer会对每个value集合进行处理，最终把计算结果写入磁盘。一方面，满

足了银行业对数据长期存储的监管要求。另一方面，以达到对大数据处理分析的

要求。

日志智能分析技术在IT运维管理中的应用

1. 告警事件定位分析

日志智能分析平台对安全设备、网络设备、应用系统、主机系统等进行日

志采集和索引分析后。进行对日志进行智能的归并和关联处理分析，提炼出当前

网络的攻击事件。使得一线及二线运维人员可以一次性对多台安全设备、网络设

备、应用系统、主机系统上的日志进行事件查询分析。使得安全攻击行为和事件

查询变得简单高效，这也是目前主流日志分析平台的主要使用场景。

为了进一步提升告警分析定位能力，我们对运维用户处理各类告警的过程进

行分两阶段进行调查和归纳分析（如图2所示）当一个主要告警发生时，告警处

理过程大致可分为预警和追溯阶段，如下。

图2　告警分析定位分析



2017.10 /  安全月刊 25

行业研究行业方案

通过日志智能分析的数据存储层，可以对多有与该事件相关的数据进行记

录，并重新构建攻击的逐步过程，安全分析人员可以清晰的了解和查询，攻击时

间和位置，提权以及安装特征等，安全分析师可以快速地构建恶意攻击的概要信

息，并通过链条式分析将注入路径衔接起来，识别出第一感染源头和其他被感染

者，或下一步预判，使安全团队提前发现威胁，能够快速不久损害，将损失降到

最低。

基于上述过程，日志智能分析平台实现了辅助告警分析功能，具体涵盖四类

视图：平台根据已采集的历史告警信息和历史产生事件信息；关联实现了历史同

类告警的解决方案清单视图；通过采集的攻击日志数据，实现了告警所在各安全

设备近期告警攻击行为的趋势图；通过采集应用日志和系统日志，实现了告警时

间附件的异常日志视图；最后通过结合采集的配置信息和告警信息，实现了与本

应用有所关联应用告警情况的关联告警视图。平台展现层通过对上述四个视图的

场景化串联，辅助运维人员实现了告警的快速分析定位，提升了事件处理效率。

2. 多元异构的日志管理与审计

根据银行内部安全控制要求，运维人员只能通过审计系统（堡垒机）间接访

问生产服务器，其在生产环境的操作行为和结果以文件形式保存，最终采集到日

志智能分析平台中。基于上述操作行为数据，结合一些配置数据，平台实现了多

维度的操作行为分析和审计。

（1）实现了机构用户维度的操作行为分析。使得管理层用户了解各部门用

户的运维习惯和压了（如是9:00是应用运维部门的访问高峰，主要是运维人员进

行巡检及处理昨日非紧急问题）。

（2）实现了应用维度的操作行为分析。通过对应用的实际访问账号与实际

管理权限的对比，直观展示不合规访问情况。

（3）实现了账号维度的操作行为分析。通过对比实际管理要求，找到非授

权用户使用root类高权限账号进行生产操作的情况。

（4）实现了命令维度的操作行为分析。例如rm –rf命令Top10用户统计等，

对高危险命令的使用合理性进行审查和通报，有效降低了用户操作风险。

3. 异常情报与威胁情报分析

日志智能分析平台通过对知识采集、处理，分析和最终输出威胁情报。同时

基于外部开源的和第三方情报数据，增强威胁情报的准确度和时效性。



安全月刊  /  2017.1026

行业研究 行业方案

利用大数据分析平台将本地历史数据，网络资产数据与情报数据按照多个维

度进行关联分析，即可快速感知威胁，通过平台安全规则的筛选和过滤最终形成

漏斗效应，保证威胁告警的更加的精准和有效。为运维管理人员提供异常的情报

分析和威胁情报的预警。

4. 漏洞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

日志智能分析管理平台可以提供企业内网环境的资产感知和稽查功能，通过

扫描指定的 IP 地址范围，嗅探哪些设备新增，通过嗅探设备端口范围，了解启动

哪些服务。通过单一通用端口探测并转向多协议探测，发现更多网络服务类型和

相关数据，经过周期性对比和核实，构建资产安全脆弱性分析系统，实现根据异

构网络资产元数据和服务数据的图谱构建和自动化分析，并提供可视化呈现和安

全评估报告。对企业在系统脆弱性的安全管理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帮助运维

人员提高对内部系统的安全管理工作。

图3　漏洞管理全生命周期

5. 实现态势感知分析

通过对入侵，异常流量，僵木蠕，系统安全，网站安全态势进行多维度日志

采集和分析，形成各种类型的安全态势分析趋势。可以针对整体范围或某一特定

时间与环境，基于这样的条件进行因素理解与分析，最终形成历史的整体态势以

及对未来短期的预测。能够很好的洞察银行内部整体安全状态，并通过量化的评

判指标直观的理解当前态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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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智能分析平台从海量数据中分析统计出网络中存在的风险，通过趋势

图，占比图，滚动屏等方式清晰展示网络安全态势。协助安全分析人员快速聚焦

全网高风险点。

图4　安全态势分析展现图

小结

基于大数据分析架构的日志智能分析平台，相对于传统的日志智能

分析技术，技术复杂度和学习处理能力更为先进。能够提供更为快速的

处理分析和展现，适用于当下大数据的存储与分析应用，能够帮助银行

业在关键业务系统及内部系统实现全面的智能关联分析，提高运维人员

在IT运维管理过程中的工作效率及安全态势的感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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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

在全球范围内，开源软件（open source software）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

用，互联网、IT、金融无不涉及。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实验室数据统计，超过

80%的商业专有软件（proprietary software）使用开源软件或开源组件。

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数据，由网站监测服务提供商Pingdom给出的关于世界排

名前10000的网站中，有74.6%使用的是开源的Web服务器，这一数字仍在逐年递

增。

再来看另外一组数据，据Black Duck（开源代码审计和管理服务商）调研发

从数据看开源软件安全
金融事业部　张政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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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78%的企业组织正在使用开源软件，承载部分或全部业务，五年前的这一数

字仅为42%；66%企业表示在考虑专有软件之前会先考虑开源软件；并且在未来

2-3年内，云计算、大数据、操作系统和物联网领域会受到开源代码的影响。

下面我们来看一些我们熟悉的身影：

 ◆ 大数据

Hadoop、Hypertable、Spark

 ◆ 云计算

OpenStack、Cloud Foundry

 ◆ 操作系统

Redhat、Ubuntu

 ◆ Web服务器

Apache、Nginx

 ◆ 开发工具

Bugzilla、Eclipse

 ◆ 容器

DNN、Joomla!

包括谷歌、Facebook、IBM、亚马逊、阿里巴巴、百度在内的企业都使用了

以上一项或多项开源应用软件，其涉及领域广，应用范围大。

安全现状

开源软件安全性问题近两年成井喷式爆发，包含多起严重的安全漏洞事件，

打破了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开源=安全的概念。

 ◆ OpenSSL：2014年爆发心血漏洞，我国大概有3万台服务器受影响，全球

大约4000万台服务器受影响。2016年再爆水牢漏洞，全球约400万台服务器受影

响。据不完全统计，仍有约10%左右的应用在使用包含漏洞的版本。

 ◆ Struts：作为一个应用极其广泛的开源架构，仅2017年内就已曝出漏洞或

与其相关漏洞8个，其中更是不乏严重漏洞，S2-045和S2-046的连续发布，令人

至今都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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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数据：今年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实验室对国内外主流的开源大数据软

件项目（20个）进行了安全性测试，总计发现133个高危缺陷，662个中危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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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指标

开源（open source software）和专有软件（proprietary software）的安全性问

题一直以来都是见仁见智的，没有定论。前文中也提到，当前很多专有软件同样

会使用开源组件，这就使得影响面进一步扩大，其安全性问题也变得格外重要。

开源软件的定义是其源码可以被公众使用的软件，并且此软件的使用，修改

和分发也不受许可证的限制。由定义不难看出，开源软件的源代码开放是其与专

有软件的根本区别，因此源代码开放产生的安全优劣势就成为了开源软件安全性

的重要指标：

1. 代码缺陷与漏洞

a) 漏洞发现

通常而言，开源软件由于源代码开放的原因，始终宣称即使存在漏洞和程序

BUG，也能及时被软件开发者发现并进行修复。但是其在快速迭代过程中，安全

开发规范的执行与开发人员安全开发能力得不到保障，成为潜在的安全隐患。

b) 漏洞利用

漏洞利用情况相对于专有软件更易被利用，其处于完全的白盒状态，整个运

行模式及运行流程被掌握，攻击者越多的了解这些信息，完成漏洞POC也就越容

易。

c) 漏洞修补

有别于专有软件的定期发布补丁，开源软件在漏洞被发现后修补的周期要更

短，大量的开发人员可以对漏洞进行修复及代码优化。以Linux为例，其对漏洞的

平均修复时间从早期的122天缩短到现在的6天。

Synopsys公司在2014年发布的报告中显示，开源软件的代码质量已经超过

专有软件，其通过Coverity的分析发现，开源C/C++项目的代码平均缺陷密度为

0.59，而企业项目的C/C++代码平均缺陷密度为.72。（缺陷密度，既每1000行代

码的缺陷量，是常用的软件质量衡量标准）

2. 安全开发文档

早期的开源软件规模与影响较小，开发文档重视程度及安全开发成熟度都不

高。

现今成熟的开源软件都会有在线及离线的文档，其中一些会有Wiki系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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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使用者学习及反馈，创建完善的文档管理模式，这也是开源软件影响安全的因

素之一。

安全手段

对于应用开源软件的机构组织，为保证自身所使用的开源软件安全，可以遵

循以下建议，提高安全水平：

1. 开源代码扫描——利用扫描工具或者开源软件扫描服务提供商进行源代码

扫描。

2. 源代码人工审计——采取更为精确的人工代码审计工作以提高开源软件安

全性，且将成果向开源社区反馈。

3. 安全版本——建议采用更安全的开源软件版本，有重要漏洞修复，及时更

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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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软件企业 FICO 近期公开了一份研究，2017 年 

1 月至 6 月，美国借记卡在 ATM 及柜台上遭受到的欺诈

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9% 。与此相同地，FICO 报告

中也表明，ATM 及 PoS 设备同时期的增长率为 21%。

而在一年之前，FICO 的报告显示 2016 年受到网络

入侵的收款设备相比 15 年的增长率为30%，而 16 年借记

卡的欺诈数量增长了 70%。这些数据展现的是实体消费

场景下的物理网络欺骗，并不包含在线支付的诈骗事件。

FICO 报告：2017 年借记卡物理欺诈案件比去
年同期数量上升 39％

在国外生活旅行中一大风险其实是银行卡欺诈。无论是借记卡，还是信用卡，犯罪份子总能想出各种
手段读取卡片、安置摄像头获取信息。2017年1-6月之间，ATM、PoS	等终端上的欺诈情况怎样了，
FICO用统计数据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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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欺诈逐渐可控

美国一直以来是银行卡盗刷的高发地。总体来看，

考虑到几年 ATM 及 PoS 设备的正常增长，2017年借记卡

遭受物理层面的网络欺骗的总体增长率还算在可控范围

之内。比起银行卡欺诈的“大年” 2015 年时不可思议的

“546%”，近年的 30+%的增长率也许已经证明了美国各

大 ATM 运营商以及银行应对策略（芯片卡技术和芯片卡

设备升级）的有效性。

可能引进	AI	识别欺诈模式

FICO的银行卡警报服务部署并监控了美国数十万个

ATM及读卡器，研究发现过去24个月中卡片欺诈的犯罪

模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变化。FICO发布此报告希望帮助

金融机构识别欺诈模式和犯罪趋势，并采取必要行动制

止相类似的借记卡欺诈事件。

而 FICO 副总裁兼诈骗解决方案负责人 TJ Horan 表

示，过去24个月，欺诈模式变化的速度加快，要求我们

不断调整我们的预测分析，以跟进这一犯罪行为。我们

正在考虑运用全新的 AI 技术，引入到 FICO Falcon Fraud 

Manager 平台以保护更多的卡片支付安全。

FICO提供的建议

对于用户而言，为安全使用自己的借记卡，FICO提

出以下建议：

 ◆ 如果 ATM 看上去比较古怪，或者吞吐卡过程不

流畅，请考虑换一个设备提取现金。

 ◆ 不要在附近有人来回晃荡的情况下提款，避免与

人交谈。

随着金融行业与互联网结合的深入、地下黑产

的完善，金融欺诈的模式也愈发多样，借记卡物理

欺诈模式的变化也愈发快速，绿盟科技针对物理欺

诈提出如下建议：

针对金融机构的建议：

A 对银行储户、银行工作人员等不同群体，定

期开展金融安全知识普及宣传活动。

B 完善相关信息安全建设，加强用户取款认证

措施，加速芯片卡技术迭代，同时引入新型分析技

术，制止地下黑产实施最新型欺诈犯罪。

针对储户的建议：

A 主动学习金融安全知识，加强金融安全意识。

B 选择相对安全、熟悉的ATM、POS环境进

行银行卡操作。

C 订阅银行卡操作通知信息，并定期查看交易

记录，尽可能减小损失。

D 发现疑似欺诈行为，及时对账号进行冻结、

更换等操作，同时对金融机构与公安机关进行反

馈，协助相关机构后续工作。

专家点评

 ◆ 如果遇到吞卡情况，立刻拨打电话求助。某些情

况下，罪犯可能会获取你的卡片，而非卡片中心。 

 ◆ 当怀疑遇到卡片欺诈的情况时，及时更换卡片号

码和 PIN 码。

 ◆ 及时查看卡片交易记录。

 ◆ 订阅 SMS 提示信息，及时了解异常交易情况。

参考来源：securityaffairs，darkreading，Elaine编译，

转自FreeBuf.COM

原文链接：http://www.freebuf.com/news/146607.html.



2017.10 /  安全月刊 35

行业研究安全事件

HackerNews.cc  9 月 10 日消息，网络安全团队 

MalwareHunter 在过去两周内发现黑客组织正通过操控 

Facebook CDN 服务器瞄准巴西等地区肆意传播银行木马 

Banload 、规避安全检测。

调 查 显 示 ， 黑 客 通 过 伪 造 地 方 当 局 的 官 方 通 讯

域名发送诱导性电子邮件，其内容主要包含一个指向 

Facebook CDN 的链接，以便受害用户在不知情下点击

感染恶意软件。以下是该黑客组织使用的一个 Facebook 

CDN 链接与相关垃圾邮件内容。

https://cdn.fbsbx.com/v/t59.2708-21/20952350_119 

595195431306_4546532236425428992_n.rar/NF-DANFE_

FICAL-N-5639000.rar?oh=9bb40a7aaf566c6d72fff781d027e

11c&oe=59AABE4D&dl=1

 

黑客通过操控 Facebook CDN 服务器瞄准
巴西传播恶意软件、规避安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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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旦 受 害 者 点 击 链 接 ， 系 统 将 会 自 动 下 载 包 含

恶意软件的 RAR 或 ZIP 文档。该操作能够调用多数 

Windows PC 端上运行的合法程序（即 Command Prompt 

或 PowerShell ）来运行编码的 PowerShell 脚本。如果目

标系统感染恶意软件，其 PC 端上的 PowerShell 脚本将会

下载并运行另一脚本，依次循环，从而感染更多用户设

备。此外，研究人员还观察到黑客组织 APT32 也正使用

该操作瞄准越南地区展开网络攻击活动。

有趣的是，当受害者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时，该攻

击链接将会在最后阶段下载一个空的 DLL 文件，从而

中断攻击。此外，该款恶意软件结构极其复杂且资源丰

富，因此研究人员提醒用户切勿轻易点击任何非可信来

源的邮件链接，并始终保持系统杀毒软件更新至最新版

本。

原作者：Pierluigi Paganini，编译：青楚

本文由 HackerNews.cc 翻译整理，转自 HackerNews.cc 

原文链接：http://hackernews.cc/archives/14595.

一、保持警惕：

A 该攻击事件是通过伪装或构造看似正常的邮

件链接诱惑访客点击，以达到对恶意攻击程序下载

或恶意行为操作的恶意攻击过程。除此以外还可以

达到某种钓鱼式攻击的效果，造成个人或企业的经

济损失。面对这种钓鱼式的攻击行为，我们要保持

足够的警惕。

B 遇到邮件中嵌入有链接的内容，应避免点击

打开。如有必要可以进行邮件或电话确认。

二、预防措施：

A 保持良好的个人信息安全防范意识，不打开

可疑的链接和操作。

B 保持终端防病毒的定期更新，针对网页和邮

件提供覆盖防护功能。

C 不访问、注册和使用非法可疑的邮箱和网

页，时刻保持警惕。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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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征信巨头 Equifax 日前确认，黑客利用其系统中未修复的 Apache Struts 

漏洞（ CVE-2017-5638，3 月 6 日曝光）发起攻击，导致了最近影响恶劣的大规

模数据泄漏事件。Equifax 是美国三大老牌征信机构之一，拥有大量美国公民敏感

数据，收益一直在 10 亿级别。其原本提供免费信用监控和身份窃取保护服务，

还声称可以安全地冻结对敏感信息的访问。此次大规模数据泄露对其而言无疑是

一场灾难。

上周我们报道过，黑客在 5 月中旬至 7 月下旬一直秘密入侵 Equifax 系统，

获取 1.43 亿用户信用记录，包括名称、社会保障号、出生日期、地址，以及一些

驾驶执照号码等。此外，美国约 209,000 名消费者的信用卡详情和涉及 18.2 万人

的争议文件也可能遭到泄露。Equifax 在英国（约 4400 万）和加拿大的一些顾客

也受到影响，加拿大 Equifax 顾客已经启动了集体诉讼。

Equi f ax  最初发布声明表示，网络犯罪分子利用某个“U.S .  webs i t e        

application”中的漏洞获取文件。后来经调查，该应用程序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美国征信巨头 Equifax 
大规模数据泄露的惨痛教训： 

不及时修复漏洞， 
就是给自己埋不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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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 Struts。Equifax 在周三公布的网络安全事件更新公告中确认，3 月份披露

和修复的 CVE-2017-5638 是就是此次数据泄露事件中攻击者所利用的漏洞。当

时这个漏洞的评分为最高分 10 分，Apache 随后发布 Struts 2.3.32 和 2.5.10.1 版

本，进行修复。但 Equifax 在漏洞出现的两个月内都没有修复，导致 5 月份黑客

利用这个漏洞进行攻击，泄露其敏感数据。

事件发生后，好事者还列举了 Equifax 系统中的一系列漏洞，包括一年以前

向公司报告的未修补的跨站脚本（XSS）漏洞。此外，Equifax 还有很多基础保护

措施都不到位。安全博客 Brian Krebs 周二报道：Equifax 某阿根廷员工门户也泄

露了 14,000 条记录，包括员工凭证和消费者投诉。纽约已经对 Equifax 违规行为

进行正式调查，伊利诺斯州等近 40 个州也都加入了调查阵营。

被黑过程

上图是从 Equifax 服务器中获得的内容。有黑客发布了一些窃取的数据，表

明了入侵的途径、手段等。据研究人员分析，Equifax 所谓的“管理面板”都没有

采取任何安保措施。来自 Brian Krebs 的博文显示，其中一个管理面板使用的用户

名和密码都是“admin”。作为一个如此重要的征信机构，居然使用这么简单的

用户名和密码。估计研究人员和用户知道之后心里都在呵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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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fax 泄露的消费者数据数量惊人。 一个市值几十亿美元的代理机构处理

敏感信息时居然使用有漏洞的系统，这的确令人发指。与此事有关的黑客发表了

如下声明：

如果公布这些信息，能让这些公司承认自己很垃圾（而不是只会甩锅给 

Apache），那么我一定会公布。

事实上，除了 Apache 的漏洞，黑客还使用了一些其他手段绕过WAF。 最难

的是找到服务器本身并加以利用。某位研究员曾尝试深入调查，结果发现有些管

理面板居然位于 Shodan 搜索引擎上。相关黑客透露的消息称，没有一个面板是

相同的；且数据泄露曝光后，Equifax 已经关闭了一些面板，其中一个面板是因为 

Brian Krebs 的博文而关闭的。

此外，黑客还打算开一个暗网服务器，择日发布或售卖窃取到的数据，看

来是在模仿其他诈骗比特币的黑客团伙。他们简要介绍了自己跟踪虚假黑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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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该服务器（或者说是需要利用 Tor 浏览器访问的洋葱网络）目前位于 

equihxbdrnnnncncn.vn 上。 当问及窃取数据和开设暗网市场是否都是为了赚赎金

时，这些黑客则表示：

不，我们只是觉得有必要增加比特币赎金数目，以吸引更多的媒体关注到 

Equifax 被黑这件事。

如此说来，这些黑客并非只是为了赚钱，大约是为了出名或者搞事情吧。

被入侵的面板

在进一步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这个黑客团伙入侵了大量功能各不相同的 

Equifax 管理面板。一些面板负责信用报告，一些则用作分析。更令人震惊的是，

这些面板都指向 equifax.com 的子域名；大量 switchboard 以及叫做 “bumblebee” 

的部件也都有共同点，这导致他们很容易受到相似的攻击。因此，只要有一个漏

洞可以利用，就能轻易获取这些面板中的内容。以下是一些遭入侵的面板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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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还获取到了更多黑客窃取的敏感信息，并使用 Equifax 的 TrustedID 

Premier 验证了这些信息，进一步确认了黑客的身份。

上图有一张基本上就体现了 1.43 亿人的数据库详情。 证明这些数据的的确

确掌握在黑客手中。这些数据可能导致不同层面的身份欺诈。一旦黑客将这些数

据公布出去，就是一场大灾难。如今指责黑客似乎也无济于事，毕竟还是 Equifax 

自己安保工作不到位才导致这次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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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那么黑客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取到数据库的密码的呢？这些控制面板的确

安全性很差，但其他部分是否安全？事实上，这些控制面板中还储存了一些加密

数据，但密钥却放在面板内部。一旦面板被入侵，加密数据也不再安全。截图表

明，这些密钥以及所有 Equifax 子公司的信息都保存妥善，但最后他们还是都被

黑了。

Equifax 注意到这个漏洞之后，马上就着手关闭一些服务器，其中有个主管

理面板被漏掉了。后来，每个服务器都丢失了与主服务器的连接，主服务器也最

终下线。 这引发了一些问题：为什么互联网上任何人都能访问这些服务器？ 为

什么 Equifax 使用默认密码却不进行修改？ 信用机构内部的安全小组是怎样一群

人，居然能允许使用默认密码的状况存在？ 

还有一个新闻也值得注意，有报道说，Equifax员工在违规发生之前出售股

票。这是否表明 Equifax 有内鬼？

上一次如此大规模的数据泄漏事件主角应该是雅虎。继 2013 年大规模数据

泄露之后，雅虎在 2016 年又遭遇攻击，影响 10 亿用户账户。当时雅虎股价在事

件爆出的第二天就下跌了 2.4%。而此次 Equifax 的股价也下跌了超过 30%，市值

缩水约 53 亿。这让各大企业不得不警惕。

Apache Struts 不断爆出漏洞，黑客也一直想办法在利用这些漏洞。以 CVE-

2017-5638为例，有黑客利用这个漏洞入侵 Struts 2 的服务器，在当地联网的计算

机上安装 Cerber 勒索软件并谋利至少 10 万美元。

前几天还有消息称 Apache Struts2 中的四个新发现的安全漏洞（尤其是 

CVE-2017-9805）可能影响思科的大部分产品 ，因此思科发起了对其产品的全

面检查。其实，这种检查对于所有使用 Struts 框架的公司而言，都是很有必要

的。再进一步说，使用合适的安全产品和安全策略，建立可靠的安全团队，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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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信息泄露事件频发，似乎已成为一种“常态”，前有雅虎数十

亿用户信息泄露引起轰动，并导致正在收购雅虎的Verizon公司要求将收购

价格降低10亿美元。可以看到信息泄露对一个公司的品牌声誉有毁灭性的

影响。而此次大规模信息泄露的企业是美国征信巨头Equifax，该企业原本

也提供免费信用监控和身份窃取保护服务，无疑本次事件对该企业是有致

命影响的。

本次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

A 企业针对高危漏洞没有及时修复，缺乏完善的漏洞管理策略；

B 企业针对重要信息系统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对重要系统的安全防护

体系建设不够重视，甚至存在“admin”默认口令这种最基础的安全问题。

绿盟科技建议：

A 企业应建立完善漏洞管理策略，对于重要业务信息系统定期进行安

全评估，并及时修复安全问题。

B 企业针对重要信息系统应建立完善安全防护体系，尤其针对包含重

要数据的系统，采取专业的数据防泄漏技术，加强数据安全保护能力。

专家点评

大公司（尤其是涉及敏感数据的公司）

参考来源：Securityweek，SPUZ，AngelaY 编译，转自 FreeBuf.COM

原文链接：http://www.freebuf.com/news/1478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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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杰克·克莱顿（Jess Clayton）

表示，尽管委员会一直尽力保护系统安全并着力应对网

络威胁，但还是因为软件的漏洞而导致黑客入侵了委

员会的 EDGAR（电子数据采集、分析和检索）系统。

EDGAR 相当于一个数据库，存有公司官方档案、即将发

布的公告以及过往财务记录（季度收入、盈利预警、并购

收购计划书）等信息，每年处理的资料接近 170 万份。

黑客利用 EDGAR 测试文件组件中的漏洞，并设法

获得了 EDGAR 后端的访问权限。因此，黑客可以访问

系统储存的文件（尽管这些文件全部都是公开的）、还

获取了委员会关于并购、收购、其他尚未公开的新闻稿，

以及各大公司提前提交给 SEC 的有关市场交易的内容。

但我们相信，这次入侵没有造成系统性风险，黑

客也没有获取个人识别信息，不会危及委员会的日常工

作。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系统遭入侵，
敏感信息被黑客用于非法获利

入侵早已发生，但本周才披露

SEC 没有说明入侵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但是表示

在 2016 年 5 月就已经发现并立即修补了这个漏洞。而 

2017 年 8 月的新发现则让 SEC 认为，黑客在“2016 年的

入侵事件”中获取的资料可能已经用于非法交易。暂时

还不清楚黑客是否从非法交易中获利，或者是否将这些

信息出售给了第三方。

这件事与 2010 年 2 月至 2014 年 11 月期间发生的入

侵事件很像，当时一群位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黑客攻击

了多个公共新闻网站，获得了很多大型公司计划发布的

新闻稿，并将这些新闻稿卖给其他炒股赚钱的人。

网络安全公司 High-Tech Bridge 首席执行官 Ilia 

Kolochenko 表示：

此次 SEC 的入侵事件可能比 Equifax 数据泄露事件

后果更严重。攻击者可能会（利用窃取到的信息）操纵

整个股票市场，攫取数十亿非法利润。这让那些没有内

日前，美国政府机构金融监管部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发布声明，称其财务文件档案
系统曾遭遇黑客入侵，且黑客可能已经利用窃取的信息非法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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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信息的合法投资（养老金、主权基金等）者面临大额

亏损。

目前我们没有获取任何有关此次数据泄露的技术细

节，因此我不会就攻击原因或攻击者做出任何评价。SEC 

的声明不够清楚，可能会引起公众对国家的不满；而由

于没公布黑客名称，人们也会对此议论纷纷。

也有专家推测，这应该是有预谋、有针对性的攻

击，并非是单纯的随机攻击。因为系统中的内幕信息可

以决定股票市场的走势，这其中牵扯到的利益巨大。

据路透社报道，最近美国政府问责局点名批评了 

SEC，称其安保措施欠妥，没有做好敏感信息加密、使用

了不受支持的软件，且没有安装调试完好的防火墙。

尽管美国财政部门很少受到黑客攻击，但类似事

件也不是没有。2014 年，纳斯达克就遭到了恶意软件攻

击。

近期爆出的入侵事件越来越多，这次尽管 SEC 迅

速修复了漏洞，泄露出去的数据还是能造成很恶劣的影

响。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也许都该更警惕一些。

本文描述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系统遭入侵过

程以及黑客如何将敏感信息用于非法获利，同时分

析了攻击成功主要由于其安保措施欠妥，没有做好

敏感信息加密、使用了不受支持的软件，且没有安

装调试完好的防火墙。在信息安全建设过程中应遵

循层次化、体系化思路，将每一个环节落实到位。

专家点评参考来源：bleepingcomputer，AngelaY 编译，转自 

FreeBuf.COM，

原文链接：http://www.freebuf.com/news/148767.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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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发现新型安卓银行木马 Red Alert

安全研究员发现一款名为 “Red Alert 2.0” 的新型

安卓银行木马，它是前几个月前开发的，最近已进入分

发阶段。

SfyLabs的安全研究人员首先在今年春天的一个俄语

黑客论坛上发现这款木马的广告。前几周，研究人员发

现了受RedAlert感染的首批app，并已追踪到管理该木马

的C&C服务器。

Red	Alert还未在应用商店发布

传播RedAlert的所有app都托管在第三方安卓app应

用商店中。SfyLabs表示在目前尚未发现Red Alert app进

入谷歌应用商店。虽然Red Alert是移动银行木马中的新

面孔，但它的运作方式跟之前木马类似。它会一直隐

藏并等待用户打开一款银行app或社交媒体app。一旦这

个条件满足，那么木马就会在原始app顶部显示一个基

于HTML的覆盖层，警告用户出错并要求重新验证。随

后，RedAlert就会收集用户凭证并将该信息发送给C&C服

务器。

掌控RedAlert控制面板的人就会拿走这些凭证并访

问受害者的银行账户从事欺诈性交易，或者访问受害者

的社交媒体app粘贴垃圾消息或对其它内容进行虚假点

赞。

Red Alert包含的功能可从受感染设备中收集通讯录

列表。另外，还能绕过双因素验证并印制通知，它还能

控制受感染手机的SMS功能。

从RedAlert的论坛广告更改日志来看，它最近的一

项功能是能够自动拦截跟银行和金融机构相关联的来

电。



安全月刊  /  2017.1048

行业研究 安全事件

500美元可租赁

SfyLabs的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Cengiz Han Sahin表

示，Red Alert作者正在以500美元的价格租赁这款木马。

Sahin指出，几乎每隔两天就会出现新的HTML覆盖层。

另外，Red Alert的作者还正在开发SOCKS和VNC模块，

为受感染设备增加远程控制功能，为RedAlert增强类似

RAT的功能。

Sahin指出，Red Alert之所以引起研究人员的注意

是因为它是近几年来为数不多的从零开始编写的银行

木马。最近出现的几乎所有安卓银行木马如Exobot、

BankBot或AgressiveX AndroBot都是基于之前已存在于恶

意软件市场上的恶意软件。

针对所有6.0及之前的安卓版本

Sahin指出，Red Alert能够针对运行安卓6.0及以前版

本的智能手机。专家指出，Red Alert能够为60多款银行

和社交媒体app显示HTML覆盖层。这款木马似乎并非针

对某个具体国家的用户，不过采用了一种突击销售法，

为多数著名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覆盖层。

由于RedAlert的作者旨在吸引尽可能多的潜在买

家，因此这种随机针对的方法对于它的租赁系统而言是

很有可能成立的。

用户可通过不使用第三方应用商店并坚持使用谷歌

应用商店的做法避免遭受安卓恶意软件的感染。

原文链接：https://www.bleepingcomputer.com/

news/security/researchers-discover-new-android-banking-

trojan/.

A 从正规渠道下载APP（豌豆荚、百度手机

助手等大型市场），安装时注意查看权限。在相关

权限与软件本身无关情况下，如非必须就尽量不要

安装。跟软件本身功能无关的权限，如APP向用户

索要，其实就是一种可疑的行为。

B 留意手机定位图标，GPS标签是否处于通

讯状态。手机GPS功能，是管理并且控制用户手机

进行地位位置定位的重要方式，如果用户打开GPS

信息，右上方会有GPS卫星标志闪动。

C 留意流量符号，查看GPRS是否接通并运

作。如果用户在没有联网的情况下，手机流量在莫

名其妙的上传或下载，那么手机上方会闪动“E”

标志。用户最好下载一些正规的流量监控软件，如

果监测测到某些APP流量耗费多而本身又无联网需

求，用户应该注意。

D 小白用户尽量不要Root。Root相当于用户

自己获得了手机的最高控制权，但是小白用户未必

能自行管理好手机，特别是老年人，很容易受到不

良应用的迷惑。为了减少手机被侵入的威胁，小白

用户最好还是别Root了。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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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 Struts2（S2-053）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7 年 9 月 7 日

综述

2017年9月7日，Apache Struts发布最新的安全公告，

Apache Struts 2 存在一个远程代码执行漏洞，漏洞编号

为CVE-2017-12611（S2-053）。该漏洞源于在处理

Freemarker标签时，如使程序员使用了不恰当的编码表达

会导致远程代码执行。

相关链接如下：https://cwiki.apache.org/confluence/

display/WW/S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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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

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

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及损

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

此承担任何责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

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

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

任意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

于商业目的。

受影响版本：

 □ Struts 2.0.1 – Sturts 2.3.33

 □ Struts 2.5 – Struts 2.5.10

不受影响的版本

 □ Struts 2.3.34

 □ Struts 2.5.12

规避方案

用户应避免在Freemarker的结构代码中使用可写的属

性，或者使用只读属性来初始化value属性（仅限getter属

性）。

请受影响的用户立即升级到不受影响的版本来防护

该漏洞。

参考链接：

Struts 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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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Notes+2.5.12

Struts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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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Notes+2.3.34

官方表示，虽然新版本限制了Freemarker的配置属

性，但是用户还是应该避免使用有问题的结构属性。

注：

由于2.5.12版本仍然受到近日的S2-052漏洞影响，建

议用户直接升级到最新的2.5.13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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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Notes+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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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Data Rest 服务器 PATCH 请求远程
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7-8046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7 年 9 月 29 日

综述

近日，Pivotal官方发布通告表示Spring-data-rest服

务器在处理PATCH请求时存在一个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7-8046）。攻击者可以构造恶意的PATCH请

求并发送给spring-date-rest服务器，提交的JSON数据中

存在SPEL表达式可以导致远程代码执行。官方已经发布

了新版本修复了该漏洞。

相关地址：

https://pivotal.io/security/cve-2017-8046

受影响的版本

 □ Spring Data REST versions < 2.5.12, 2.6.7, 3.0 RC3

 □ Spring Boot version < 2.0.0M4

 □ Spring Data release trains < Kay-RC3

不受影响的版本

 □ Spring Data REST 2.5.12, 2.6.7, 3.0RC3

 □ Spring Boot 2.0.0.M4

 □ Spring Data release train Kay-RC3

解决方案

官方已经发布了新版本修复了该漏洞，受影响的用

户请尽快升级至最新版本来防护该漏洞。

参考链接：

https://projects.spring.io/spring-data-rest/

https://projects.spring.io/spring-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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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5日，Apache Struts发布最新的安全公告，

Apache Struts 2.5.x以及之前的部分2.x版本的REST插件

存在远程代码执行的高危漏洞，漏洞编号为CVE-2017-

9805（S2-052）。漏洞的成因是由于使用XStreamHandler

反序列化XStream实例的时候没有任何类型过滤导致远程

代码执行。

相关地址：

https://struts.apache.org/docs/s2-052.html

https://cwiki.apache.org/confluence/display/WW/S2-052

受影响的版本

 □ Struts 2.1.2 – Struts 2.3.33

 □ Struts 2.5 - Struts 2.5.12

不受影响的版本

 □ Struts 2.3.34

 □ Struts 2.5.13

Struts2 s2-052 REST 插件远程代码执行
技术分析与防护方案

 发布时间：2017 年 9 月 6 日

漏洞分析

根据官方的描述信息来看，是REST插件使用到

XStreamHandler处理xml数据的时候，由于未对xml数据做

任何过滤，在进行反序列将xml数据转换成Object时导致

的RCE。

环境搭建

从官方地址（https ://archive .apache .org/di s t/

struts/2.5/struts-2.5-all.zip）下载所有源码包，找到其中

的struts2-rest-showcase.war直接部署到tomcat就行，当然

我更喜欢手动编译，直接通过Maven编译即可。具体的部

署过程这里就不详细描述，不过有点是需要注意的，由

于javax.imageio的依赖关系，我们的环境的jdk版本需要是

jdk8以上，jdk8某些低版本也是不行的，本文作者的版本

是jdk8_102，后续的一些验证都是在这个版本上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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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丁分析

环境搭建好了之后，首先我们来看下rest插件的相关配置

从这个文件中就可以看出XStreamHanler就是Content-Type:xml的默认处理句

柄，而且可以看出xml是默认支持格式，这也就是说存在rest插件就会存在XStream

的反序列化漏洞。

接着看看官方的修复方案，补丁地址：https://github.com/apache/struts/comm

it/19494718865f2fb7da5ea363de3822f87fbda264

在官方的修复方案中,主要就是将xml中的数据白名单化，把Collection和

Map，一些基础类，时间类放在白名单中，这样就能阻止XStream反序列化的过程

中带入一些有害类。

POC的生成

目前公开的Poc是基于javax.

imageio的，这是能直接本地执行

命令，但是marshelsec提供了11个

XStream反序列化库，其中大部

分都是基于JNDI，具体包含：

CommonsConfiguration, Rome, 

CommonsBeanutils, ServiceLoader, 

ImageIO,

  B i n d i n g E n u m e r a t i o n , 

LazySearchEnumeration, SpringAbst

ractBeanFactoryPointcutAdvisor, Sp

ringPartiallyComparableAdvisorHol

der, Resin, XBean，

从外部请求类完成反序列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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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验证及简单分析

下图是一个简单的验证分析图，从Poc中可以看出，请求是PUT，请求的url后缀

带xml，请求的Content-Type为delicious/bookmark+xml，请求的xml的前缀是<set>.

接着我们看下触发的执行调用栈：

在XStreamHanler.toObject调用了XStream的fromXml，从而进入反序列化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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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临时缓解措施不起作用

官 方 给 出 的 缓 解 措 施 < c o n s t a n t  n a m e = " s t r u t s . a c t i o n . e x t e n s i o n " 

value="xhtml,,,json" />，从字面意思也能看出来，这个是针对action的后缀的，也

就是说如果后缀不带xml也就可以绕过。操作方式如下：

将下图红框部分修改为：

<constant name="struts.action.extension" value="xhtml,,json" />

具体修改方法为：

使用压缩工具打开对应的jar包，这里以struts2-rest-plugin-2.5.10.1.jar为例：

将struts-plugin.xml进行提取，修改对应的配置，重新放入压缩包中，替换原

有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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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服务器即可。

停止xml解析后，再次访问xml请求时，应用就会显示404错误，不再支持xml

格式数据的解析。

下面给出测试用例，从我们的poc中也可以看出，POST请求不带xml的后缀

直接忽视这个缓解措施。XStream只跟Content-Type有关，如果Content-Type中

含有xml，则会交给XStream处理，所以poc该怎么使还怎么使，下面看下我们的验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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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上可以看出，我们已经去除了xml的支持，下面来看看Payload的执行效

果：

成功弹出计算器，这也就验证了我们的想法。同时通过两个不同poc的比

较，我们也能发现一些端倪，Content-Type支持xml的几种格式，POST请求，

PUT请求，GET请求甚至是自定义请求都是能触发漏洞，我们可以将poc中

<map><entry>换成<set>也能触发漏洞。同时由于XStream本身的Poc多达十一

种，做好安全防御确实比较艰难。

技术防护方案

官方修复方案

Struts官方已经发布了最新版本，请受影响的受用尽快升级来进行防护。

参考链接：

 ◆ Struts 2.3.34: 

https://cwiki.apache.org/confluence/display/WW/Version+Notes+2.3.34

 ◆ Struts 2.5.13:

https://cwiki.apache.org/confluence/display/WW/Version+Notes+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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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防护建议

绿盟科技检测类产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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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6)或 Web应用漏

洞扫描系统（WVSS），以及入侵检测系统(IDS) 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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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侵检测系统（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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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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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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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解决方案

添加xml过滤器，将所有的contentType为“application/xml”的请求全部过

滤。该方案会导致所有contentType为application/xml的请求失效，为暂时性的防护

方案。

具体过滤器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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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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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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ows IOException, ServletException {

  if (request.getContentType() != 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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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contentType != null && contentType.contains("application/xml")) {

    response.getWriter().write("Reject!");

   } else {

    chain.doFilter(request, response);

   }

  } else {

   chain.doFilter(request, response);

  }

 }

添加该过滤器后，使用POC测试，可以拦截：

需要注意的是，新版本使用的默认限制策略会导致REST的一些函数停止工

作，会对一些业务造成影响，建议使用以下新的接口：

org.apache.struts2.rest.handler.AllowedClasses

org.apache.struts2.rest.handler.AllowedClassNames

org.apache.struts2.rest.handler.XStreamPermissionProv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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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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16610

新增规则 :
1. 攻击 [24099]: HP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Center 栈缓冲区溢出漏洞 (CVE-2017-5806)
2. 攻击 [24100]: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WSDL 解析器代码注入漏洞 (CVE-2017-8759)
3. 攻击 [41507]: konni 木马链接
4. 攻击 [24101]: Apache Tomcat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7-12615)
5. 攻击 [24094]: PHP 'gd_gif_in.c' 内存破坏漏洞
6. 攻击 [24095]: Trend Micro IWSVA testConfiguration 命令注入漏洞

修改更新规则：
1. 攻击 [21374]: Apache Struts 远程命令执行漏洞
2. 攻击 [23673]: Microsoft IE 及 Edge 远程内存破坏漏洞 (CVE-2015-6159)(MS15-125)
3. 攻击 [23729]: Microsoft IE 远程内存破坏漏洞 (CVE-2016-0063)
4. 攻击 [23779]: Microsoft Edge 脚本引擎内存破坏漏洞 (CVE-2016-0193)(MS16-052)
5. 攻击[23854]: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and Edge Remote内存破坏漏洞(CVE-2016-3295)
6. 攻击 [41503]: NetSarang XShell/Xmanager/Xftp nssock2.dll 后门程序通信
7. 攻击 [21228]: Microsoft WMI 工具 ActiveX 控件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MS11-027)
8. 攻击 [24098]: Apache Struts2 REST 插件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S2-052)

Web应用防火墙规则库更新

Web 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6.0.6.0.37244
新增规则 :
服务器漏洞防护
27004857 struts2_xstream_remote_code_exec 防护 struts2-xstream 插件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绿盟科技产品更新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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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安全配置核查联动堡垒机 
实现认证信息同步

为降低人为安全风险，满足合规要求，大多数金融机构都通过部署运维堡垒

机来实现集中、主动的运维安全管控模式；将设备账号及密码保存在堡垒机中，

运维人员登录堡垒机并经过认证授权后就可以直接访问目标设备，无须再次手工

输入设备账号和密码信息，无须记忆多个设备账号和密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单

点登录（SSO），提高运维人员工作效率、改善用户体验；而我们日常进行配置

基线核查时又需要在安全配置核查设备中输入被扫描主机的认证信息。

为解决这一问题，绿盟科技首创将安全配置核查设备绿盟堡垒机进行联动，

在安全配置核查设备上正确配置堡垒机信息后，即可自动从堡垒机获取被扫描主

机的认证信息。

具体配置方法如下。

步骤一　选择菜单 系统管理 > 配置 > 系统配置，进入系统配置页面，“认

证管理配置”区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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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　配置参数，堡垒机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参数 说明

堡垒机 IP 堡垒机的 IP 地址。

堡垒机帐号 登录堡垒机使用的帐号。

堡垒机密码 登录堡垒机使用的帐号的密码。

（自动更新）
更新时间

自动从堡垒机更新主机信息的时间。更新周期默认“每天一次”，
管理员可以配置每天进行自动更新的具体时间。

步骤三　单击【确定】按钮，配置立即生效。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绿盟安全配置核查即可自动从绿盟堡垒机获取被扫描主机

的认证信息，免除手工输出认证信息步骤，认证信息线上完成联动同步，无需导

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