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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6年里全球发生了许多安全事件，包括希拉

里邮件门事件、NSA再陷泄密风波， SWIFT系列攻

击事件，台湾第一银行ATM欺诈取现事件等。通过

事件的披露并结合信息安全专家的分析，我们看到在

这 些 安 全 事 件 再 次 印 证 人 的 因 素 永 远 是 信 息 安 全 控

制 中 最 为 脆 弱 的 环 节 。 对 于 过 去 的 时 间 而 言 ， 我 们

熟悉的APT攻击、网络钓鱼、勒索软件、恶意软件均

是从个人环节进行入手。因此当金融机构的CSO，

CTO，CIO在讨论目前最新的一些信息安全解决方

案时，千万不能忽略来自内部人员的信息安全威胁。 

　　员工个人信息安全的问题涉及到个人和企业两方

面。从企业角度来看，造成该问题的原因不局限于企业

未形成安全意识文化、安全意识教育培训不到位、人员

工作和安全意识未紧密结合这三个主要原因，缺乏有效

减少针对员工个人攻击面的技术手段和措施也是另一个

关键的原因。这诸多的技术手段中笔者认为尤其需要关

注漏洞补丁管理、邮件网关防护以及终端安全防护三个

关键和基础的技术防护手段。

年末，员工安全依然不可忽视
金融事业部　傅戈

漏洞补丁管理

漏洞补丁管理向来都是信息安全防护的一个重点和

难点。近观这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低两高的现象，

即来自操作系统的漏洞数量呈现持续降低的趋势，而应

用软件和高危零日漏洞数量不断增加。以零日漏洞为

例，2015年发布的零日漏洞为54个（2014年仅为24个），

是2006年统计以来最高的一年[1]。在2015年的统计中，利

用最多的三个漏洞（CVE-2015-0313、CVE-2015-5119

和CVE-2015-5112）均来自Adobe公司的安装于终端上的

Adobe Flash应用软件。

图1　2015年前三个高危漏洞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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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因素的存在，使得用户IT业务环

境中的漏洞修补时间与漏洞发布时间总是存在一定的时间

差。一些机构中发现的漏洞甚至有多年前的漏洞。例如

美国SecurityScorecard机构在2016年对全美7111金融机构的

分析评估中就发现大约980家左右的机构依然存在编号为

CVE 2014- 3566的漏洞[3]。

网络钓鱼与勒索软件

邮件是一个对个人和机构信息安全影响巨大的应

用。个人往往容易收到各类垃圾邮件和精心伪装的网络

钓鱼邮件，这些垃圾邮件和钓鱼邮件中往往包含包括病

毒、木马程序、恶意链接和勒索软件在类的各式恶意代

码。当前的钓鱼邮件通常采取点击诱骗、提供登录入

口、内嵌附件、持续性欺骗以及高度定制化的方式来诱

骗邮件接收者。而邮件接收者出于好奇、害怕和紧急这

三个最主要的人为感情因素而遭遇欺诈[4]。根据统计，在

互联网中每125封邮件中就有1封邮件含有恶意软件。在

2016年中，垃圾邮件及内含恶意软件的垃圾邮件数量都

有上升[5]。在针对金融机构发起的攻击中，利用钓鱼邮件

进行鱼叉式攻击并渗透进入内部网络是一种首选方式之

一。攻击者渗透进入到银行内部网络后可以进行控制系

统权限、拦截和修改数据，发送恶意指令、进行数据窃

根据统计，黑客团体针对这类零日漏洞的开发和利

用速度极快。以2015年6月23日发布同样是Adobe Flash应

用软件的CVE-2015-3113为例，黑客团体在一周内就在

Magnitude、Angler、Nuclear、RIG、Neutrino漏洞利用平

台上集成了该漏洞，其中最快的为Magnitude，4天后就

进行了发布。因此可以看到，如果缺乏应对有效的漏洞

管理，那么即便内部人员有良好意识，仍有可能被零日

漏洞所击中。另据2017年1月16日Shavlik公司发布的调查

报告中显示59%的受调查者表示，除了OS操作系统的补

丁修补外，Java仍然是最难管理的应用。接下来是Adobe 

Flash播放器软件-38%， Google Chrome - 21%, Firefox - 

18% 以及Apple iTunes - 10%。此外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受

调查者表示每月用于补丁和漏洞管理的时间少于8个小

时 [2]。由此我们看到，尽管绝大多数用户都意识到漏洞管

理的重要性，但在实践过程中，投入的精力和资源并没

有相应的对等。此外，用户往往更多依赖于厂家或服务

商来告知漏洞的修补。而在用户真正动手实施修补的时

候，以下几个因素又往往影响到修补工作的时间进度和

完成度。

 ◆ 漏洞的危害及可利用程度

 ◆ 补丁的修补容易程度

 ◆ 受影响系统/软件的数量

 ◆ 受影响系统/软件的重要程度

 ◆ 受影响系统/软件的使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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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等计算机犯罪活动。2015年卡巴斯基实验室就公布了

一起通过钓鱼邮件成功入侵俄罗斯某银行而窃取ATM现

金的攻击事件[6]。

此外，利用含有勒索程序的邮件进行勒索也是这几

年日渐增加的一种攻击方式。根据统计，2015年中针对

个人消费者的勒索攻击占到总攻击的57%，针对机构的攻

击为43%。根据cisco公司研究报告显示，先进的漏洞利用

平台仍然依赖于Adobe Flash软件漏洞，这些漏洞帮助勒索

软件更为容易获得成功并使其成为一个突出的威胁[7]。另

外，正是由于部分个人和机构向勒索者的妥协，使得勒

索软件的数量剧增。Symantec公司在2014年新增发现77个

家族，但在2015年则新增发现了100个家族。当前勒索软

件呈现高度组织化和自助服务化的趋势。例如，一些勒

索软件不仅仅通过页面提示受害者支付转账金额或比特

币，它们在页面上还提供了其后台呼叫中心的服务电话

号码提供提供5*8小时的电话服务指导你如何支付赎金以

及如何在支付赎金后进行技术解锁操作，犯罪组织的专

业性由此可见。在2015年中，地下黑产已经将勒索软件

已发展成为一种勒索软件即服务的模式（Ransomware-

as-a-Service, RaaS）

图3　2016年垃圾邮件中最常见社会工程欺诈主题/内容[5]

此外勒索软件一直在进行精心的伪装并诱骗用户点

击邮件附件或邮件链接。下图是cisco公司在2016年监测在

垃圾邮件中最常见的社会工程欺诈主题/内容

图2　RaaS的用户定制截图[8]

总体而言，个人用户的警惕性不高，勒索软件的精

心伪装和诱惑，对高危漏洞/零日漏洞的利用以及缺乏邮

件检测过滤防护系统是勒索软件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

对于金融行业而言，勒索软件将是2017年一个需要注意

的方向。美国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FFIEC）和金融

服务业协调委员会（FSSCC）在2015年晚些时候向美国金

融服务行业就勒索软件单独发布了特别警告。而根据美

国SANS机构的2016年底的一份针对金融行业机构的调查

报告显示55%的机构认为勒索软件超越网络钓鱼（50%）

成为首选的安全威胁之一，32%的机构反映他们损失了10

万美元至50万美元不等的损失[9]。

终端安全防护

终端安全防护是另一个重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我

们稍微可以值得庆幸的是安装于个人终端的杀毒软件

比例是比较高的，根据瑞星公司《2016年中国信息安全

报告》显示发现国内企业部署终端安全防护产品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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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9%，位列第一位。但该数据依然提示我们，仍有近

五分之一的企业仍未考虑部署终端安全防护产品。

人员流动

除了以上技术层面的考虑外，行业的人员流动也是

需要金融机构管理层考虑的安全问题之一。根据前程无

忧在《2016离职与调薪报告》一文中的数据，在2015年

里金融机构有18.1%的人员流动率。而在《2017离职与调

薪调研报告》一文中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里金融机构有

17.3%的人员流动率。由于人员的流动频度，将导致一些

企业不情愿展开和进行更多人员内训工作。具体体现在

企业可能更为注重人员的在岗技能培训，而降低信息安

全意识方面培训的资源投入。此外由于不同机构之间在

信息安全策略和信息安全管控能力之间的不同，一个从

信息安全管理较为滞后的机构来的新员工在新工作岗位

中可能较难以适从新机构的信息安全策略，也更容易成

为社会工程学攻击的受害者。随着互联网融资、互联网

金融服务等“互联网金融”业务形态的快速发展，互联

网金融人才缺口在加大的同时将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身金

融行业。根据CFCA、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LinkedIn

公司联合出版的《2016年中国金融行业人才发展报告》

的数据指出2015年中国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为558万，较

之2014年的501万增长了57万，增长率为11.37%，这其中

又以私募基金的人才增长为最高，2014-2015年增幅达到

了205%。因此，金融行业尤其是基金和互联网金融行业

更需要在大量吸收引进人才，扩展业务的同时，加强对

人员的信息安全意识培训，降低金融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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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 t p : / /www.g r e a t l a k e s compu t e r . c om/b l og/

ransomware-attacks-now-top-threat-to-financial-

industry。

语 目前，信息安全的热点很多，信息安全

领域也提出了很多的新解决思路和解决方案。

作为金融机构的运营和管理者而言，在关注前

沿技术和解决方案的同时仍需回顾和加强在

员工安全方面的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措施。在

管理层面，笔者认为机构仍提供和保障必要的

资源用于开展体系化、层次化、持续化和专业

化的安全教育培训。此外，企业管理层还需要

解决如何在管理与执行的工作步骤与流程中集

成信息安全意识，彻底解决信息安全教育不等

于信息安全文化这个问题。而在技术方面，笔

者认为一个具备完善漏洞闭环管理流程的漏

洞补丁安全管控平台、一个能够进行邮件正文

内容、链接及附件安全检测（含未知威胁检

测）、过滤和报告的企业邮件安全网关及一套

企业级个人终端安全软件是目前最为值得投入

的技术解决措施。相信随着以上管理和技术措

施的实施，相关实施机构将能有效地提升在员

工信息安全方面的防护能力并能应对当前日益

猖獗利用社会工程学而进行的APT攻击、网络

钓鱼攻击和勒索攻击。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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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WEB业务是企业面向互联网的一道大门，也是必须

打开的一道门，因此不管身处在何种行业的信息安全人

员，WEB风险始终是其关注的重点。

WEB风险大家普遍参考的标准有这么几个：

 ◆  OWASP TOP10：OWASP TOP 10一共经历的3

期，2010、2013、2017，从这3期的TOP 10可以

看出，80%的内容基本多年没有什么变化，排名

前三的始终是注入，跨站和认证和会话管理。

 ◆  WASC：最主要的项目之一就是“WEB安全威胁

分类”，对WEB可能受到的威胁，威胁的利用

进行说明，并对其进行分类。

 ◆  CAPEC：大家对这个组织并不熟悉，成立时间

也不长，其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起的，全称通用

攻击枚举及分类，主要是提供可用的攻击模式。

现在的OWASP和WASC报告和手册中都可以看

到CAPEC的影子。

绿盟每年都会为各行业的企业提供安全服务，WEB

安全风险评估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我们的评估标准

也会参考上述这些组织的标准和规范，但像SQL注入，跨

站等在各个排名靠前的安全风险并不占多数，一方面现

在企业在WEB开发时都比较注重这些安全问题，另一方

OWASP 自动化 WEB 威胁介绍
金融事业部　张冬

面，针对这些攻击形式的防护设备也趋于成熟。

不管是攻击者还是像OWASP这些国际上知名组织

也意识到了上述问题，因此对于攻击者来说，一直在

尝试通过最简单，最自动化的方式达到入侵的目的，而

OWASP这些组织也在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来看待

WEB风险问题。

OWASP Automated Threats:

OWASP Automated Threats简称OAT，中文名称有

些文章翻译成机械化威胁，而我更喜欢直译名称自动化

威胁。

现在的绝大多数安全厂商，始终还在对用户强调

SQL注入，XSS等常见攻击的重要性、危害性以及用户

的WEB防护是多么多么不堪一击，但从攻击者的角度来

看，其最终目的并不是通过SQL注入、XSS等攻击形式获

得用户数据，而是获得这些数据后如何加以利用，从而

达到最终的目的。

Verizon的数据研究表示，互联网充斥着大量的用户

数据信息，通过黑产，攻击者可以很容易的获得用户数

据信息，对于攻击者来说并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在扫描、探测用户WEB系统的脆弱点，而是会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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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力放在数据的利用上。

OAT自动化威胁手册主要描述黑客获得用户数据后，如何利用应用程序

漏洞达到最终目的提供了有意义的见解。

OAT分类及介绍

OAT内容一共涉及20个内容，排名不分先后，想了解的人可以通过

OWASP的官方网站获得手册，目前没有中文版本，本人英语水平一般，因此

此处只介绍10个，有翻译不准确的还请见谅，再次强调序号仅仅是编号，无

排名之说。

Figure：自动化威胁事件

编号 名称 描述

OAT-001 Carding 
通过获得的支付卡数据信息进行多次

付款尝试

OAT-002 Token Cracking 
通过大量的优惠觉，代金卷，折扣卷

信息利用程序漏洞等等

OAT-003 Ad Fraud 广告欺诈，虚假广告点击及展示

OAT-004 Fingerprinting 
指纹，获取有关软件的框架类型和版

本信息

OAT-005 Scalping 薅羊毛行为

OAT-006 Expediting 加快进程的使用

OAT-007 Credential Cracking 
通过不同的用户名 / 密码发现有效的登

录凭证

OAT-008 Credential Stuffing 验证被盗用户名和密码的有效性

OAT-009 CAPTCHA Bypass 验证码绕过

OAT-010 Card Cracking 
通过尝试来确定被盗卡号的起始 / 过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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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T对策

一些OAT是可以在WEB开发时进行修正和优化的，同样也可以通过后

期的安全设备部署加以控制，但安全没有100%，并不是所有的OAT都可以避

免，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各种安全手段将风险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

OAT的官网手册有详细的应对策略，具体如下图：

在这里不对上述手册做过多说明，还是向大家推荐2个服务：

1. 绿盟业务流程安全评估

业务流程评估是面向业务及其承载系统的一种评估方法，是以业务为中

心的，以业务流程和数据流驱动的一种安全评估方法。业务安全评估侧重业

务层面的安全风险，关注业务流程、业务处理活动和业务数据。

业务流程评估从业务层面去分析系统的安全状况，从业务安全出发分析

现有安全控制措施以及面临的风险，改变以往注重技术安全，忽视业务需求

的局面，有效地评估业务系统实际安全风险。

2. 绿盟应用开发安全生命

周期管理服务

应用开发

生安全命周期

管理服务作为

绿盟科技依托

其业内领先的

技术和理念所

推出的服务类产品，它以生命周期的

架构对现有系统开发过程中涉及到的

安全操作进行了概括、补充和完善，

将安全设计、安全编码、安全测试以

及安全事件响应的传统安全技术和活

动融入产品需求分析、架构设计、开

发实现、内部测试、第三方测试和人

员知识传递等开发生命周期的典型阶

段，系统地识别和消除了各个阶段可

能出现的来自于人员知识和技能、开

发环境、业务逻辑所带来的信息安全

风险。

中 文 版 本 ， 本 人 英 语 水 平 一

般，因此此处只介绍10个，有翻译不

准确的还请见谅，再次强调序号仅仅

是编号，无排名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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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大数据下的企业安全管理平台
金融事业部　杨毅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出现，催生互联网新产品和

新模式不断涌现。以金融行业为例，网上银行、网上交

易、互联网金融等新技术的产生，给人们带来了极大便

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安全问题。当前计算机网络与

信息安全领域，正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挑战。一方面，伴

随大数据和云计算时代的到来，安全问题正在变成一个

大数据问题，企业和组织的网络及信息系统每天都在产

生大量的安全数据，并且产生的速度越来越快。另一方

面，国家、企业和组织所面对的网络空间安全形势严

峻，需要应对的攻击和威胁变得日益复杂，这些威胁具

有隐蔽性强、潜伏期长、持续性强的特点。

面对这些新挑战，传统的企业安全管理平台局限性

显露无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海量数据的处理

企业安全管理平台管理涉及企业网络中的各种安全

设备、网络设备、应用系统等，每天会产生大量的安全

事件和运行日志等安全数据，其数据量可能非常巨大。

面对海量的安全数据，安全管理人员很难从中发现有价

值的信息；另一方面，面对海量数据时，传统的企业安

全管理平台技术架构在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处理和展

现方面也遭遇不同瓶颈。

 ◆ 多源异构数据采集

企业网络中的各种安全设备、网络设备、应用系统

等均可能涉及不同种类不同厂家，由于各设备的产品差

异性，企业安全管理平台面对的安全数据在结构和格式

上均不统一，给数据分析带来困难。这一问题造成企业

安全管理平台数据采集效率降低，从而导致性能上遇到

瓶颈。

 ◆ 安全数据分散和孤立

企业网络中的各种安全设备、网络设备、应用系统

等会分散在网络的不同位置，如果各个数据之间缺乏有

效的关联，则会导致安全信息的孤立，形成信息孤岛，

无法对大量数据进行整体性的分析。目前网络中的攻击

行为一般都是分段式的攻击方式，每个步骤都可能由不

同的安全设备监测发现并存在于不同日志当中，如果

仅对单独设备安全日志进行分析则难以发现完整攻击行

为。为了提高安全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就需要通过基于

大数据的事件关联分析，找出多条报警之间的相关性，

从中发现潜在的威胁行为或攻击行为。

 ◆ 缺乏深度挖掘手段

当前网络环境中新型攻击手段层出不穷，与传统攻

击手段不同，新型攻击手段更加隐蔽，用传统检测方法

更加难以发现，比如APT攻击。面对新型攻击手段的长

期性、隐蔽性和高级性，传统的基于实时分析的监控技

术已经不再适应，为了防止新型攻击手段造成的危害，

有必要对历史安全数据进行深层的离线挖掘，从大量

的历史数据之中发现新型攻击行为的端倪，从而防患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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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然。

以上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即海量、多源异

构、分散独立的安全数据，给传统的企业安全管理平台

带来了分析、存储、检索上的诸多难题。由此看来，新

一代企业安全管理平台应该以大数据平台架构为支撑，

支持超大数据量的采集、融合、存储、检索、分析、态

势感知和可视化，将过去分散的安全信息进行集成与关

联，独立的分析方法和工具进行整合形成交互，从而实

现智能化的安全分析与决策，将机器学习、数据挖据等

技术应用于安全分析，并且要更快更好地的进行安全决

策。大数据的发展给企业安全管理平台带来了新的挑

战，但是其催生出的大数据技术也给企业安全管理平台

带来机遇和全新的活力。

何为大数据？

大数据的通俗定义为“用现有的一般技术难以管

理的大量数据的集合”，广义定义为“一个综合性概

念，它包括因具备4V（海量/多样/快速/价值，Volume/

Variety/Velocity/Value）特征而难以进行管理的数据，对

这些数据进行存储、处理、分析的技术，以及能够通过

分析这些数据获得实用意义和观点的人才和组织。” 

大数据具有四个重要特征（即4V特点）：Volume

（海量）、Variety（多样）、Velocity（快速）、Value

（价值）。

Volume指的是数据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目前主流

软件工具进行有效处理和分析，所以有必要变更传统的

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

Variety指的是数据来源广、形式多样，包括结构

化数据和非结构数据，非结构数据的增长速度比结构化

数据的增长速度更快，并且具有十分可观的利用价值，

对其进行分析可以揭露出以前很难或无法确定的重要

信息。

Velocity是指相对于传统数据处理系统而言，大数据

分析系统对实时性的要求更高，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

成计算，否则得出的结果将是过时的、无效的。

Value是指大数据是有价值的，但在海量数据当中，

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大数据在信息安全上的应用

大数据在信息安全上的应用主要表现为，数据的爆

炸性增长给目前的信息安全技术带来了挑战，传统的信

息安全技术在面对超大数据量时已经不再适宜，需要基

于大数据环境的特点开发新一代安全技术。目前流行的

安全实践主要是依赖于边界防御，依赖于需要预定网络

威胁知识的静态安全控制措施。但是这种安全实践在应

对目前极度延伸的、基于云的、移动性极强的商业世界

来说，已经不太适宜了。基于这个背景，业界开始将信

息安全的研究重点转向智能驱动的信息安全模型，这是

一种能够感知风险的、基于上下文背景的、灵活的、能

帮助企业抵御未知高级网络威胁的模型。而这种由大数

据分析工具支持的、智能驱动的信息安全方法可以融合

动态的风险评估、巨量安全数据的分析、自适应的控制

措施以及有关网络威胁和攻击技术的信息共享。其次，

大数据理念可以被利用到信息安全技术中来，比如通过

大数据分析可以对海量的网络安全数据进行快速有效的

关联分析，从中找出与网络安全相关的信息。可以预

测，将大数据集成至安全实践，将会极大地增强对IT环

境的可视性，提高鉴别正常活动和可疑活动的能力，从

而帮助确保IT系统的可信性，并大大提高安全事件响应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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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安全分析

大数据安全分析，顾名思义，就是指利用大数据技

术来进行安全分析。借助大数据安全分析技术，能够更

好地解决海量安全数据的采集、存储的问题，借助基于

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据算法，能够更加

智能地洞悉信息与网络安全的态势，更加主动、弹性地

去应对新型复杂的威胁和未知多变的风险。

在网络安全领域，大数据安全分析是企业安全管

理平台安全事件分析的核心技术，而大数据安全分析对

安全数据处理效果主要依赖于分析方法。但当应用到网

络安全领域的时候，还必须考虑到安全数据自身的特点

和安全分析的目标，这样大数据安全分析的应用才更有

价值。

大数据分析在企业安全管理平台上
的应用

目前应用于大数据分析的主流技术架构是Hadoop，

业界在进行大数据分析时越来越重视它的作用。Hadoop

的HDFS技术和HBase技术与大数据的超大容量存储需求

正好匹配，Hadoop的MapReduce技术也能满足大数据的

快速实时分析需求。

基于前面介绍过的传统企业安全管理平台面对的挑

战和局限性问题，可以把Hadoop技术应用在企业安全管

理平台中，发展成为新一代的企业安全管理平台，实现

支持超大数据量的采集、融合、存储、检索、分析、态

势感知和可视化功能。

使用Hadoop架构的新一代企业安全管理平台具有以

下特点：

可扩展性：支持动态增加和删除系统节点，集群搭

建方式灵活可控。

高效性：以分布式文件系统进行存储数据，支持海

量数据的快速读/写、查询操作；采用分布式计算进行数

据分析与业务操作，各业务节点独立计算互不干，节点

数量越多运算速度越快。

可靠性：系 统 自 动 容 灾 ( H A ) ； 采 用 主 - 从 机 制

(Master-Slave)进行集群搭建，系统内节点间数据互相实

时备份，当节点宕机时直接切换至备份节点，运算单元

宕机时直接切换至备份运算节点。

低成本：对系统中各节点设备硬件要求不高，而且

Java技术开发可跨平台，相关技术是开源的。

总之，与传统架构的企业安全管理平台相比，采用

Hadoop的下一代企业安全管理平台能大大提升数据分析

的运算速度，降低运算代价，提高数据安全性，为用户

灵活提供各种分析引擎与分析手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借助大数据分析框架及大数

据安全分析技术，能够很好地解决传统企业安全管理平

台的安全数据采集、分析、存储、检索问题。从长远来

看，未来的企业安全管理平台还应通过对基于大数据分

析技术的机器学习、数据挖据算法、可视化分析及智能

化分析等新技术的研究，完善企业安全管理平台功能，

使其能够更加智能地分析网络安全态势，从而更加主

动、弹性地去应对新型复杂的威胁和未知多变的风险。

但是，不论企业安全管理平台的技术如何发展，如何与

大数据结合，企业安全管理平台所要解决的客户根本性

问题，以及与客户业务融合的趋势依然未变。对大数据

的应用依然要服务于解决客户的实际安全管理问题这个

根本目标。

文献参考

http://yepeng.blog.51cto.com/3101105/135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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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云计算技术在未来商业银行竞争中的关键性
金融事业部　郭嘉琪

云计算应用背景

近年来，信息技术在银行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为业务经营管理、风险管理、公众服务的发

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竞争的

日益激烈、成本攀升、客户需求复杂化，当前银行业面

临很多的挑战，包括利差收窄、资金成本增加、盈利模

式转变，部分市场也被互金行业逐步蚕食。因此，对于

未来商业银行来说多元化和差异化经营就变得越来越重

要。未来商业银行需要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信息技术正

被推至科技创新、引领业务发展的地位。

商业银行在面临竞争的互联网时代里，IT架构的设

计与实施必须要加快改变，逐渐实现资源优化共享、降

低总体投资、业务应用快速部署。因此，伴随着云计算

技术的发展和演进，商业银行如何把握好技术发展的契

机，提高竞争优势，是其在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因素。

在安全可靠性方面，云计算中SDN和SDS技术的融

合，可以增强商业银行的数据保护能力、错误容忍度和

灾备的恢复能力；在可扩展性方面，云计算技术本身就

具有弹性扩展的特点，减缓性能带来的压力，并且支持

快速的业务开发和交付部署；在成本节约方面，云计算

技术能够实现统一对性能和容量进行监控，降低CTO总

体成本，节约数据中心能源的消耗。

笔者认为云计算技术在商业银行建设和应用的时

候，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需要完善整体的体系建设。云计算应用的

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商业银行在构建云计算平台的时

候，需要考虑包括技术、服务、管理和安全的云建设体

系，其中服务和安全本应该是云计算技术的天然属性，

但必须考虑云平台自身的安全。例如云平台自身的安全

漏洞问题。云计算技术应该有力地推动IT服务交互能力

的转变，以服务为重点并且以安全为保障。

其次，是需要掌握可控性的技术。在技术策略的选

择上，商业银行应该坚持开源与商用相结合，自主研发

业务系统与成熟的第三方产品相结合。在开源方面进行

更多的探索，加快开源的操作系统在生产上进行实施和

应用。同时银行自身也要加强自主研发的能力，尽快地

能够形成银行自身的在云平台上的应用解决方案，例如

如何解决云平台异构SDN的网络管理、如何融合安全厂

商的云安全管理平台等。

再者，是新思路上的创新。在建设思路上，要体

现高效性、敏捷性、安全性和可靠性，云计算自身的一

个重要特点就是可以实现资源的集中化，提高资源的利

用率，同时能够实现资源的一体化的统一管理、统一灾

备，使各业务部门极大地解放生产力。具体体现在如下

几个方面：

1）商业银行在云平台的支撑下降低了IT投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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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提高了生产效率。通过融合计算资源提高了资源的

利用率；通过基于策略的存储服务使应用系统可以选择

不同的存储资源池；通过应用SDN技术可以实现业务跨

数据中心的灵活部署；通过SDS技术可以支持动态的安全

域边界，实现基于安全策略的边界灵活伸缩，持续有效

的保证系统的安全。云平台把网络、安全、计算、存储

进行融合，实现统一服务平台的接入，使得资源服务标

准化。如下图所示：

2）在敏捷方面完成各种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的融

合，形成虚拟化的数据中心，位各租户（业务部门）提

供虚拟化的资源。针对各不同层级的业务需求，可以根

据硬件的规格、属性进行分类，形成不同的资源池，为

各租户（业务部门）提供服务。

3）在资源调度方面，通过自动化的方式进行资源的

分配，以应对商业银行特有的时间段的高峰期和低峰期

的要求；同时进行混合云管理，使业务实现无缝拓展。

4）在安全方面，云计算架构的应用可以构建高层

次、多维度的实时监控和离线分析，提供用户安全、服

务安全、运营安全三个层面的安全服务。例如在用户

安全方面，通过漏洞隔离、密码保护等手段实现安全防

御；在运维安全方面，通过堡垒机完成授权用户管理、

行为审计、实时审计等，用以保障用户安全。灾备中心

的建设可以通过同城双活以及异地灾备方式，有效保护

数据安全。

5）科学有序地部署应用，针对适合云计算场景的

应用快速部署切入，快速推进的同时提升客户体验，扩

大影响力。随着互联网银行的全面开放，未来的竞争一

定是业务和技术融合的综合能力的竞争。面向应用管理

资源，按需自动化部署，提供跨资源池的虚拟数据中心

服务。业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的业务需求，通过云计算

平台提供的Portal接口界面，申请虚拟化的计算、存储资

源，从而实现快速的应用部署。

最后，是需要树立崭新的建设目标。云计算架构本

身也带来了非常多的新功能，例如VM的同城迁移、租

户（如各业务部门）的安全隔离、快照恢复等等；同时

对运维方式和租户（业务部门）的协调将会带来较大的

变化。商业银行应该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让数据信

息能够被各个租户（业务部门）按需建立和访问。在云

架构下，服务有了新的体验，各个租户（业务部门）可

以对资源进行申请、管理，简单便捷；云计算技术使得

底层的架构发生了改变，保证了弹性的扩展、灵活的调

度、快速的部署。 

商业银行可以充分利用云计算中的技术，持续优

化技术架构和管理流程。例如，传统银行中的网络、安

全、存储一般都是通过专用的交换机、独立的物理安全

设备和存储柜来解决，现在通过SDN、NFV、SDS、存储

虚拟化等技术来实现未来商业银行IT中复杂的网络建设

和计算存储性能，同时满足商业银行对于网络安全隔离

需求和支持应用重载的平稳运行。

未来商业银行私有云的建设规划

笔者认为未来商业银行整体私有云的建设至少可以

分为三个部分：两地三中心的生产云、分行生产云（一

级分行）、OA云、开发测试云。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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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通过私有云的建设，可以实现全行资源

的统一管理、集中调度。总行统一规划、管理全行的计

算、存储、网络和安全资源，建设总行和分行的两级资

源池，通过云平台Portal门户接口集中为生产、OA和开

发测试提供硬件资源。分行应用系统集中运营，实现分

行系统集中灾备，IT成本精细化管理。因此，未来可以

把全行应用纳入私有云后可实现全行IT成本的精细化管

理，根据需求设定配额，按需分配，实现费用分摊。

传统架构与云平台架构将会长期共存

对于已经开始组建云计算架构的商业银行，目前基

本上都是传统应用架构+云平台应用架构的模式，如下图

所示。因为传统核心业务应用都具有高可用、纵向性能

扩展的特点；而大数据的兴起，云应用具有快速部署、

快速横向扩展的特点。两者较长一段时间里将会互为补

充，逐渐过渡。因此，未来双应用架构模式IT服务能力

的建设依然非常重要，一方面能够保证传统应用的稳定

性，另一方面也能够对云应用的敏捷性快速部署给予支

持和保证。

商业银行未来将会以全行资源池化的私有云为基

础，行业云和公有云作为补充，同时应该多参考学习互

联网渠道的应用，把更多的向云兼容应用和原生应用吸

纳转化。

结语

此文仅作为云计算技术在商业银行应用

的一个综合概述。在接下来的往后几期里，笔

者将会从云安全角度出发，逐步分享如何通过

云计算技术中的SDN、NFV、OVERLAY等技

术，来构建未来商业银行数据中心安全网络架

构。笔者也希望能够有机会与读者共同探讨

“云+雾计算”模式是否适合在大型商业银行中

的应用。 

参考来源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9-09/doc-

ifxvueif63868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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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FT 银行窃案又一起： 
尼泊尔 NIC 亚洲银行 SWIFT 服务器

遭黑客入侵，失窃 4.6 亿卢比

HackerNews.cc 11 月 5 日消息，尼泊尔 NIC 亚洲银

行（NIC Asia Bank）的安全专家近期发现 SWIFT 服务器

遭到黑客入侵，被盗资金高达 4.6 亿卢比（约合 4700 万 

RMB ），随后仅追回 1.1 亿卢比。该机构已向尼泊尔中

央调查局请求支持，以便追查那些入侵 SWIFT 服务器的

犯罪踪迹。

据悉，NIC 亚洲银行在印度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

支持下申请了法庭调查，并将其结果提交至尼泊尔中央

银行与中央调查局进行后续审查。尼泊尔副检察长兼刑

事情报科（CIB）负责人 Pushkar Karki 证实，NIC 亚洲

银行支付系统确实遭到黑客攻击，当前  CIB 已经开始展

开调查，之后安全专家将根据结果针对银行采取适当保

护措施。

知情人士透露，这并非 NIC 亚洲银行第一次遭受黑

客攻击，其 SWIFT 服务器此前就曾于印度神牲节举办期

间遭到网络攻击。据称，黑客还试图将窃取的资金转移

至日本、英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在内的六个国家后通过

渣打与 Mashreq 银行进行外汇账户运营。

NIC 亚洲银行在通知监管机构之后，中央银行立

即进行了一项单独的调查。其结果显示，由于操控 NIC 

亚洲银行 SWIFT 系统的工作人员使用了一台专门运营 

SWIFT 的设备处理其他事务，因此导致黑客有机可图。

目前，NIC 亚洲银行已将所有处理 SWIFT 系统业务的六

名员工转移至其他部门。

原作者：Pierluigi Paganini，译者：青楚

本文由 HackerNews.cc 翻译整理，原文链接：

http://hackernews.cc/archives/16526

10月份，台湾远东银行SWIFT事件遭盗领

6000万美元，警方介入追回大部分脏款，损失约

50万美元。这个事件中，尼泊尔 NIC 亚洲银行没

有那么好的运气，损失约500万美元。这并非 NIC 

亚洲银行第一次遭受黑客攻击，充分说明银行业金

融机构对于反复发生的此类安全事件没有足够重

视，且没有有效的控制措施。信息安全管理不能只

靠运气，建立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和有经验的安全

团队才是降低风险的正确道路。

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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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利用 SEO 技术随机传播银行木马
“Zeus Panda”

HackerNews.cc 11 月 3 日消息，思科 Talos 团队近期

发现网络犯罪分子正利用搜索引擎优化（SEO）的关键

字集合部署恶意链接，旨在传播银行木马 “ Zeus Panda 

（宙斯熊猫）” 后窃取用户财务凭证与其他敏感信息。

据悉，黑客主要针对与金融相关的关键字集合进行重

定向链接嵌入。目前，谷歌搜索引擎也未能幸免黑客

攻击。

调查显示，启动此次攻击活动的载体似乎不像以往

一样使用电子邮件为基础，而是通过特定的搜索关键字

集合进行恶意部署。据称，黑客通过受攻击的 Web 服务

器确保恶意搜索结果在搜索引擎中排名靠前，从而增加

了被潜在受害者点击的可能。目前，安全专家已发现数

百个恶意网页，其专门用来将受害者重定向至托管恶意 

Word 文档的另一受感染网站。一旦用户点击该恶意文

档，其系统将会自动下载并执行一个 PE32 可执行文件，

从而通过银行木马 Zeus Panda 感染用户设备。

据称，相同的重定向系统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已被黑

客用于技术支持和杀毒软件攻击，以便分发 Zeus Panda。

目前，搜索引擎的查询结果指向恶意网页，包括由黑客

使用的 JavaScript 代码将用户重定向至其他中间站点，这

将会执行另一页面的 HTTP GET 请求。此外，黑客为了

改善感染过程，还实施了多阶段攻击部署。

值得注意的是，该恶意软件会自动检查系统语言，

发现设备使用俄语、白俄罗斯语、哈萨克语或乌克兰语

的键盘布局，则会暂停攻击。此外，安全专家还发现该

恶意软件会造成大量异常调用，从而导致沙箱崩溃、阻

止杀毒软件的检测与分析。安全专家表示，黑客还在试

图寻找新攻击方式诱使用户运行恶意软件，而这些恶意软

件可以通过各种有效负载感染潜在受害设备。对此，他们

提醒用户在加强系统安全防御体系的同时，不要轻易点击

未经检验的文件链接，从而有效规避黑客攻击活动。

原作者：Pierluigi Paganini，译者：青楚 

本文由 HackerNews.cc 翻译整理，原文链接：

http://hackernews.cc/archives/16474

本 次 攻 击 攻 击 者 主 要 利 用 搜 索 引 擎 优 化

（SEO）的关键字集合部署恶意链接，诱使用户

访问托管恶意Word文档的网站服务器，从而达到

传播银行木马“Zeus Panda（宙斯熊猫）”的目

的，为进一步传播该银行木马，黑客还在试图寻找

新攻击方式诱使用户运行恶意软件，但是恶意文件

的感染始终需要用户点击执行恶意文件方能实现，

为有效规避银行木马带来的影响，建议不要轻易点

击未经检验的文件链接或者文件。

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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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出现升级版 ATM 红外卡槽盗刷器 
“Shimmers”，执法部门提醒全球银行机构

加强防范

网络安全专家 Brian Krebs 于今年 7 月发布一份报告，指出黑客利用红外插入

式卡槽器针对美国俄克拉荷马城至少四家银行的 ATM 设备展开网络攻击活动。

据悉，插入式卡槽器是一款采用短距离红外通信技术的超薄微型设备，隐藏在 

ATM 机卡槽内捕获信用卡数据并存储在嵌入式闪存中。虽然该设备构造简单，

但主要通过天线将窃取的私人数据传输至隐藏在 ATM 机外部的微型摄像头中。

近期，加拿大安全专家发现黑客正利用一款名为 “Shimmers” 的升级版红

外插入卡槽器开展新一轮攻击活动，旨在窃取目标用户基于芯片的信用卡和借记

卡数据。

据悉，Coquitlam RCMP 经济犯罪部门的研究人员在一次例行的日常检查中

发现一款测试卡正插在 ATM 机终端运行。随后，当他们将该终端打开时，看到 

4 款超薄的塑料芯片，经检测发现均附带非法获取的信用卡或借记卡数据。研究

人员表示，如果这些数据被成功窃取，其极有可能被用于伪造信用卡或借记卡后

获取用户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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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这类针对ATM的

盗刷攻击已经由以前的外置盗刷

器转变到隐蔽性更高的内插芯片

型，无论是对于银行还是对于用

户来说危害性更高了。这提醒我

们要强化对安全的重视程度。

对于银行来说一方面要落

实相关芯片卡标准的执行，另

一方面要加大投入对ATM设备

的定期安全巡检工作，同时强化

ATM的安全防护能力。

对于用户来说在ATM上进

行操作前，一定要自行检查一下

ATM的卡槽、密码键盘和摄像

头是否有异常，有异常请停止操

作并告知银行进行处理，这三个

地方是最常见被利用来进行银行

卡数据盗取的地方，强化安全意

识百利无一害。

专家建议

调查显示，Shimmers 已经被用来攻击位于零售商店和其他公共区域的 

POS 设备，且都是通过存储在芯片背面磁条上的纯文本数据实现。另一方

面，Shimmers 在信用卡芯片与 ATM 机上的芯片读取器之间存在一个夹层，

使其可以在芯片上记录数据并由底层机器读取。

虽然此类攻击目前只在加拿大检测发现，但执法部门正警示全球的金融

机构加强安全防御措施。此外，ATM 巨头 NCR 公司曾在一份警告中写道：

“黑客攻击 ATM 设备是利用了一个原理，即部分金融机构没有实现 EMV 芯

片卡标准，从而导致黑客在钻取漏洞后可以窃取用户大量资金。”

原作者：Pierluigi Paganini，译者：青楚

本文由 HackerNews.cc 翻译整理，原文链接：

http://hackernews.cc/archives/16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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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巴斯基：网络犯罪团伙  
Silence 采用黑客技术展开钓鱼攻击， 

俄罗斯等国 10 大银行成首要攻击目标

诱导邮件部分内容

卡巴斯基表示，鱼叉式网络钓鱼攻击活动仍然是感染目标系统最为流行

的一种方式。并且，由于此次攻击活动主要是通过受损的基础设施分发 .chm 

恶意附件。因此，该黑客手段似乎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传播方式，至少目前在

金融机构中是这样。另外，Silence 还利用合法的管理工具运行恶意程序，从

而规避目标系统雷达监测。

据悉，研究人员发现该组织利用了一种微软专有的在线帮助格式 Microsoft 

Compiled HTML Help （CHM）分发恶意邮件，因为 CHM 具备交互性质，可

以任意运行 JavaScript 代码。对此，受害用户一旦打开 CHM 附件后，将被嵌入

包含 JavaScript 代码的 .htm 文件（“start.htm”），其目标是将受害者重定向至

外部恶意链接，并在自动运行有效负载后执行下一阶段操作。

HackerNews.cc 11 月 1 日消息，

卡巴斯基实验室研究人员近期发现黑

客组织 Silence 正采用网络犯罪团伙 

Carbanak 的黑客技术瞄准俄罗斯、亚

美尼亚与马来西亚等国至少 10 家银

行展开攻击活动。据称，该组织在使

用后门程序获取目标银行持久性访问

权限后开始监控员工日常操作、窃取

用户敏感信息。目前，该组织已从全

球各银行窃取逾 10 亿美元资金。

调查显示，此类攻击活动最早

可追溯至今年 9 月，其黑客在入侵

银行系统访问内部网络后获取了银行

职员的重要信息，以便通过肆意分

发 .chm 恶意附件开展网络钓鱼攻击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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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htm	嵌入文件的一部分

随后，C&C 服务器将解压并执行恶意软件 dropper 程序，其部分负载模

块将会在删除记录后帮助攻击者继续监视目标银行系统。据称，负载模块中

包括一款屏幕监视器，它采用了 Windows GDI 和 API 工具通过将所有收集的

位图组合在一起，从而创建了受害者活动的伪视频流。

C＆C	服务器连接程序

虽然研究人员并未公布黑客组织 Silence 窃取信息的证据，但他们证实此

类攻击仍在继续且普遍针对金融机构展开攻击。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趋

势，因为这是网络犯罪分子在攻击中取得成功的表现。目前，卡巴斯基实验

室仍在继续监控此类攻击活动，并强烈建议各金融企业加强自身系统防御体

系，以抵御黑客攻击活动。

附：卡巴斯基实验室原文报告

《Silence - a new Trojan attacking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原作者： Pierluigi Paganini，译

者：青楚

本文由 HackerNews.cc 翻译整

理，原文链接：

http://hackernews.cc/archives/ 

16406

Silence团体对银行进行网

络攻击行为并非个案，由于行业

的特殊属性，越来越多的网络攻

击瞄准了金融行业。从此次事件

来看，攻击者利用了钓鱼邮件、

水坑攻击及APT等多种攻击手

段。笔者建议金融机构加强漏洞

生命周期管理，减少漏洞修复窗

口，缓解漏洞带来的危害；利用

大数据和情报技术获取APT攻

击态势，企业内部通过沙箱检测

未知威胁；梳理网络访问策略，

遵循最小权限及白名单原则；同

时，通过培训提高员工安全意

识，降低钓鱼攻击带来的风险。

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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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木马 Emotet 出现新型变种，可窃取用户
金融凭证、利用 Windows API 检测沙箱

据外媒 11 月 18 日报道，网络安全公司趋势科技

（Trend Micro）研究人员于近期发现银行木马 Emotet 出

现新型变种，能够规避安全检测的同时窃取银行凭证等

用户敏感信息。

Emotet 又名 Geodo，是目前流行的一款银行木马，

首次曝光于 2014 年 6 月，其主要以 “ 嗅探 ” 网络活动

窃取用户私人数据闻名。随着开发人员的不断优化，其

影响规模可与 Dridex 和 Feodo 媲美。Emotet 主要通过附

带恶意链接的垃圾邮件进行肆意分发，一旦用户点击触

发后攻击者将可通过该恶意软件窃取用户重要凭证。

研 究 显 示 ， 黑 客 可 通 过 恶 意 软 件  E m o t e t  的 

“dropper” 模块接口 “RunPE” 访问系统网络的基本

输入输出流程、设备用户名称，以及系统上存储的特定

文件。不过，由于 RunPE 的利用太过频繁，因此开发人

员改用一条鲜为人知的 CreateTimerQueueTimer 接口，从

而规避安全软件检测。

CreateTimerQueueTimer 是一个 Windows 应用程序

编程接口（API），其主要为轻量级对象创建队列以便

在指定的时间内选择回调函数。此外，该 API 接口允许 

Emotet 每秒执行一次操作，从而检测该恶意软件是否运

行于沙箱之中以规避安全监测。据悉，银行木马 Hancitor 

和 VAWTRAK 早已利用该接口开展攻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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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若该恶意软件入侵目标设备后发现

没有管理员特权，则会创建一个自启动服务以便维护其

在受害设备上的持久性，重命名并重启系统后进行加密

操作，随后通过 POST 请求将数据发送到指定的 C＆C 

服务器。

目 前 ， 趋 势 科 技 就 此 次 事 件 发 布 了 恶 意 软 件 最

新变种的“攻击指标”（IoCs），其安全研究人员 

MalwareTech 随后也发表了有关 Emotet  C＆C 服务器的

具体细节并表示，攻击者通过被黑网站代理 C＆C 服务

器以规避安全监测的手法极其普遍，这些被黑网站通常

都是运行多年的合法网站，就连安全公司很难将其标记

为恶意服务器。

原作者：Pierluigi Paganini，译者：青楚

本文由 HackerNews.cc 翻译整理，原文链接：

http://hackernews.cc/archives/17050

通过深入分析Emotet最新变种，我们可以发

现该变种重点在于从受害者设备上窃取邮件相关数

据，然后利用该设备以及已收集的邮件地址发送垃

圾邮件，进而传播其它恶意软件。因此，需要做好

相关重要邮件事件的数据加密及防护工作，收到不

明来路的邮件时切勿随意点击打开链接，避免受到

更大程度的危害。同时，应该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及

系统补丁。

通过分析Emotet的演变轨迹后，我们可以了

解恶意软件作者在伪装恶意软件方面的良苦用心，

以避免恶意软件被反病毒产品、安全研究人员及沙

箱检测到。该木马程序具备较高规避检测的能力。

因此，需要平时养成良好的安全使用习惯，不要随

意打开或浏览非法链接及内容，安装来源可靠的软

件。提前做好预防工作准备。

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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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dID 银行木马样本 
技术分析与防护方案 
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17 日

综述

近日，IBM X-Force研究小组发现了一种全新的银行木马IcedID。该木

马最早于2017年9月在互联网上传播，目标主要为美国金融行业的相关系统。

据X-Force研究，该木马包含一个恶意代码的模块，拥有如宙斯木马（Zeus 

Trojan）等现今银行木马的大部分功能。

目前看来，该木马主要的目标为美国的银行，支付卡提供商，手机服务提供

商，邮件和电商网站等系统，还包括2所英国的主流银行。

相关链接：

https://securityintelligence.com/new-banking-trojan-icedid-discovered-by-

ibm-x-force-research/

事件背景

2017年11月14日，一个名为IcedID的银行木马被研究人员发现，该木马主要

攻击美国境内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Emotet木马来进行传播。受感染者在

访问特定的线上金融机构网站时，该木马会将用户重新定向到假的钓鱼网页，来

获取用户的银行密码等敏感信息。

传播与感染

据X-Force的研究人员表示，IcedID没有利用漏洞而是利用Emotet 木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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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Emotet将IcedID作为新的Payload下载到受感染的用户主机上，从而进行感

染。Emotet主要通过钓鱼邮件进行传播，一旦感染用户就会在主机上静默安装，

随后会用来下载更多的恶意软件。

除了常见的木马功能外，IcedID还可以通过网络传播。 它通过设置一个本地

代理来监控受害者的在线活动， 它的攻击手段包括网站注入攻击和类似于Dridex

和TrickBot的复杂的重定向攻击。

攻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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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分析

绿盟科技威胁分析中心(TAC)对恶意样本的检测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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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定位

C&C域名

 ◆ nejokexulag.example.com

 ◆ nobleduty.com

 ◆ tradequel.net

 ◆ youaboard.com

 ◆ ztekbowrev.com

IP定位

解析到的IP地址：185.127.26.227

国家代码：RUS / RU

国家：Russian Federation

纬度：55.73860168457

经度：37.606800079346

处理建议

安全操作建议

1. 不要随意下载和安装软件，以防被木马感染；

2. 安装防病毒软件并保持更新至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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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与清除

1. 检查注册表并删除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

Windows\CurrentVersion\Run\cantimeam键值。

2. 删除C:\Users\{UserName}\AppData\Local\cantimeam目录及该目录下的

可执行文件。

持续安全监测与防护

在持续安全监测和防护方案中，以绿盟威胁分析系统（TAC）检测未知

和已知威胁，以威胁情报安全信誉为纽带，结合本地网络部署的NIPS（绿盟

入侵防护系统），形成对已知威胁与未知威胁的动态安全防护体系，再结合

绿盟科技专业应急响应团队以及区域服务团队的现场响应及处置能力，可对

全国范围内的客户提供现场快速分析排查、处置及加固防护。

注：TAC的威胁分析能力请参考恶意软件行为章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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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关联对比

        

绿盟科技检测与防护方案

绿盟科技检测服务

 ◆ 绿盟科技工程师前往客户现场检测。

 ◆ 绿盟科技在线云检测，登陆绿盟科技云，申请极光远程扫描试用。

　  https://poma.nsfocus.com/

绿盟科技木马专杀解决方案

 ◆ 短 期 服 务 ： 绿 盟 科 技 工 程 师 现 场 木 马 后 门 清 理 服 务 （ 人 工 服 务

+IPS+TAC）。确保第一时间消除网络内相关风险点，控制事件影响范围，提供

事件分析报告。

 ◆ 中期服务：提供3-6个月的风险监控与巡检服务（IPS+TAC+人工服

务）。根除风险，确保事件不复发。

 ◆ 长期服务：基金行业业务风险解决方案（威胁情报+攻击溯源+专业安全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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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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IcedID是金融网络犯罪领域新近发现的一个威胁。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它将会

如何发展，但其目前的能力，传播方式选择和攻击目标都表明了其背后是一个对

这个领域并不陌生的团体。

附录

IOC

KEY VALUE

DOMAIN

nejokexulag.example.com

nobleduty.com

tradequel.net

youaboard.com

ztekbowrev.com

PORT 443

PROTOCOL SSL/TLS

IP 185.127.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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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son-databind 反序列化漏洞 
（CVE-2017-15095）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1 日

综述

北京时间2017年11月2日，Jackson针对反序列化漏

洞（CVE-2017-7525）存在遗留问题，发布了jackson-

databind反序列化漏洞(CVE-2017-15095)及其相关信息，

该漏洞作为CVE-2017-7525的后续，描述了更多针对

jackson-databind的反序列化漏洞攻击。

  7 月 份 ， 绿 盟 科 技 研 究 员 发 现 反 序 列 化 漏  洞

（CVE-2017-7525）影响jackson-databind，该漏洞将危

险的类加入黑名单可以得到缓解，官方随后发布公告，

并发布了Jackson 2.8.9版本。

  但在后续的2.9.1版本中，绿盟科技研究员仍旧发现

了类似的问题，需要将更多危险的类以黑名单的方式进

行屏蔽。该信息得到Jackson官方的确认，并决定发布新

的公告说明，此漏洞CVE编号为CVE-2017-15095。

考虑到相关安全性，绿盟科技的分析将在官方补丁

发布后公告，请大家关注相关信息。

相关链接：

h t t p : / / w w w . o p e n w a l l . c o m / l i s t s / o s s -

security/2017/11/02/3

受影响的版本

 □ Jackson version <= 2.9.2

解决方案

Jackson官方即将发布新版本解决该问题，请用户持

续关注并及时更新来进行防护。

参考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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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eases

官方也提供了关于CVE-2017-7525与CVE-2017-

15095的临时防护措施，请参考链接：

h t t p s : / / b u g z i l l a . r e d h a t . c o m / s h o w _ b u g .

cgi?id=1462702#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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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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身份管理器漏洞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31 日

综述

当地时间2017年10月30日，

Oracle官方发布了安全通告，此安全

通告涉及一个影响Oracle身份管理器

的安全漏洞（CVE-2017-10151）。 

此漏洞的CVSS v3基本分数为10.0

（ 详 情 见 附 录 图 ） ， 并 可 能 导 致

Oracle身份管理器受到未经身份验证

的网络攻击。 该漏洞允许攻击者在

未获取合法身份凭证的条件下，通过

HTTP远程访问进行漏洞利用，虽然

此漏洞在Oracle身份管理器中，但攻

击可能会对附加产品产生重大影响。

相关链接：

h t t p : / / w w w . o r a c l e . c o m /

technetwork/security-advisory/alert-

cve-2017-10151-4016513.html

受影响的版本

 □ Oracle Ident i ty Manager, 

versions 11.1.1.7, 11.1.1.9, 11.1.2.1.0, 

11.1.2.2.0, 11.1.2.3.0, 12.2.1.3.0

解决方案

Oracle官方已经发布了新版本修复了该漏洞，受影响的用户请及时更新来

防护该漏洞。

参考链接：

https://support.oracle.com/rs?type=doc&id=2322316.1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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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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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16875

新增规则 :

1. 攻击 [30702]: 趋势微控制管理器 XML 外部实体处理错误

2. 攻击 [30703]: 趋势 SafeSync 命令注入

3. 攻击 [24128]: 趋势微控制管理器 SQL 注入漏洞

4. 攻击 [24130]: 赛门铁克消息网关命令注入漏洞

5. 攻击 [24129]:Adobe Acrobat/Reader 内存破坏漏洞 (CVE-2017-11249)

6.  攻击 [24131]:HP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Center dbman 缓冲区溢出漏洞 (CVE-2017-

8956)

7. 攻击 [24132]:Splunk 企业服务器 web 告警模块服务端端请求伪造

8. 攻击 [24134]:Red Hat JBoss BPM Suite BRMS 跨站脚本漏洞

9.  攻击 [24135]:HPE LoadRunner and Performance Center libxdrutil.dll mxdr_string 堆溢出漏

洞 (CVE-2017-5789)

10. 攻击 [24136]:Adobe Acrobat/Reader 内存破坏漏洞 (CVE-2017-3036)

11. 攻击 [24137]:Adobe Acrobat/Reader 内存破坏漏洞 (CVE-2017-11227)

12.  攻击 [24117]:Mitsubishi Electric E-Designer BEComliSlave Driver Configuration Status_

bit Stack-based 缓冲区溢出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7-9638)

13. 攻击 [24139]:Microsoft Edge Chakra arguments 参数一个字节溢出

14. 攻击 [24121]:EFS Software Easy File Sharing Web Server sendemail.ghp 缓冲区溢出漏洞

15. 攻击 [24122]:Flexense DiskPulse Enterprise Server ParseHttpHeader 缓冲区溢出漏洞

绿盟科技产品更新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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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入侵防御 /
检测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5.6.10.16875

16. 攻击 [24119]:FasterXML Jackson-databind 反序列化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7-15095)

17. 攻击 [24116]:Microsoft Office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7-8570)

18. 攻击 [50545]: 比特币矿机尝试连接矿池服务器

19.  攻击 [24117]:Mitsubishi Electric E-Designer BEComliSlave Driver Configuration Status_

bit Stack-based 缓冲区溢出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7-9638)

20.  攻击 [24118]:Apache HTTP Server 内存破坏漏洞 (CVE-2017-9788

修改更新规则：

1. 攻击 [41489]: 后门程序 Doublepulsar 通信

2. 攻击 [24109]:Apache Solr/Lucene 信息泄露及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7-1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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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运维堡垒机再升级—提供手机令牌认证

IPS/IDS应对代理环境

目前，大多数金融机构都已建立安全运维管理与审计制度，通过部署安全运

维堡垒机对各种应用系统和网络设备的运维操作进行监控和审计，建立面向用户

的集中、主动的运维安全管控模式，完善金融机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安全运维堡垒机作为金融机构集中账号管理、集中访问控制、集中安全审计

的平台，其自身认证安全也非常重要，故大多数金融机构会采用双因素验证的认

证方式对运维人员的身份进行认证。

验证因素有如下三类：

所是验证：用户本人特有的，包括面貌、虹膜、指纹、签名、DNA等；

所知验证：账户名、密码、手势、密码问题、PIN码等；

所有验证： 身份证、银行卡、一卡通、口令卡、USB KEY、手机号（短信验

证码、语音验证）

目前大多数金融机构采用“所知”+“所有”的双因素验证的认证方式，即

在用户名+密码的“所知”类验证因素基础上通过增加USB KEY/短信验证码/口

令卡等“所有”类验证因素实现双因素认证。

由于传统的USB KEY/口令卡需要额外的硬件，需运维人员随身携带，且存

在容易丢失、盗用的风险，而短信验证码时效低、使用成本较高，故这两种“所

有”类验证因子并不好用。

为了给用户提供便捷的双因素认证方案，绿盟科技安全运维堡垒机再升级，

为用户提供动态口令，用户仅需在随身携带的移动终端上安装绿盟安全管家移动

APP，并通过扫描二维码离线绑定堡垒机账号即可，绿盟安全管家动态密码功能

将显示6位数字的动态口令，每60S更新一次（可自定义更新时间）。



2017.12 /  安全月刊 41

产品动态

USB KEY/ 口令卡 短信验证码 绿盟安全管家动态口令

优点
实时性高；

无需连接互联网；
无需额外设备

实时性高；

无需额外设备；

设备无需连接互联网；

缺点
需额外设备，容易丢失

/ 被盗用

实时性较低；

需要连接短信网关；

需要支付短信费用；

下面将详细介绍绿盟安全管家动态口令的使用方法；

步骤一　将绿盟科技安全运维堡垒机引擎系统升级至V5.6R10F00SP10或更

高版本（可联系绿盟科技本地工程师或7*24小时客服热线：4008186868转0获得专

业支持）；

步骤二　开启OTP认证：使用堡垒机管理员登录堡垒机，进入“用户管理-

用户认证-认证配置”页签，修改“OTP认证配置”，将“启用OTP认证”设置

为“是”，设置“动态口令刷新时间”，点击“确定”，使配置生效。

如图所示：

步骤三　使用管理员或设备管理员登录堡垒机，修改用户的认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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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这里我们将演示账户thinknet的认证类型修改为本地认证+OTP

认证。

步骤四　使用演示账户thinknet的账号+密码登录堡垒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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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五　修改认证类型后首次登录，

系统将提示用户下载安装绿盟安全管家APP

并扫描二维码注册动态令牌。

使用移动终端扫描下图左侧二维码下

载安装绿盟安全管家APP，注册绿盟云账号

并登录。

步骤六　注册并登录绿盟安全管家APP

后，点击右上角  图标进入扫描二维码功

能，扫描堡垒机注册动态令牌二维码后在手

机上选择“是”绑定账号，并在堡垒机上点

击“完成”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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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七 重新登录堡垒机，输入账号密码并验证成功后，系统将提示输入动

态口令；

打开绿盟安全管家APP，点击右上角  图标，进入动态密码界面；在堡垒

机上输入动态口令，点击“确定”，完成登录堡垒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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