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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引言

近年来，云计算的模式逐渐被业界认可和接受。

在国内，包括政务、金融、运营商、中小企业等众多行

业，均在不同程度的将其业务进行云化。但简单地将主

机、平台或应用转换为虚拟化形态，并不能解决传统应

用的升级缓慢、架构臃肿、无法快速迭代等问题，于是

云原生（Cloud Native）应运而生。云原生提倡应用的敏

捷、可靠、高弹性、易扩展以及持续的更新。

在 云 原 生 应 用 和 服 务 平 台 的 构 建 中 ， 容 器

（Container）技术成了备受青睐的实现载体。容器技术

提出了一种“轻量”的虚拟化方式，实现了对计算机系

统资源的隔离和控制，让本来全局的资源变得只能在部

分进程之间共享。

随着容器的广泛使用，容器的安全性就成为了业

界关注的焦点，容器安全厂商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

如：NeuVector、Aqua Security、Twistlock、Anchore等

等。容器是基于镜像构建的，如果镜像本身就是一个恶

容器镜像安全概述
创新中心  江国龙

意镜像或是一个存在漏洞的镜像，那么基于它搭建的容

器自然就是不安全的了，因此镜像安全直接决定了容器

安全。

以Docker为例，Docker开发者通常会在Docker Hub

或Quary这样的第三方注册机构上下载镜像，这些仓库中

的镜像来源于组织或者个人，还有来自大多数IT供应商

和一些未经过授权的公司。在整个应用生命周期中，开

发人员、QA工程师和IT运维人员会根据不同需求下载使

用很多镜像，所以在程序安装前进行镜像检查和监控非

常重要。

为什么容器镜像会产生安全问题？

在传统的部署方式中，应用采用如题1所示的方式，

依赖于操作系统中的环境。在配置好环境后，应用可以

稳定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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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应用的传统部署结构

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传统部署带来的问题越来越

严重。如图2所示，多个应用会对运行环境有不同的要

求，这就导致应用部署产生了很多出乎意料的麻烦，在

琐碎的环境问题上消耗了许多精力。尤其是在重复迭代

的敏捷开发中。

图2	 传统部署带来的问题

因此，容器化被引进以应对这种情景。容器安装

了运行时所需要的环境，并且要求开发人员将他们的应

用程序及其所需的依赖关系打包到容器镜像中，如图3

所示。无论其他开发人员和操作系统如何，每个开发人

员都可以拥有自己的依赖版本。最终不论是用户还是开

发者都在这种部署方案中受益匪浅，开发者可以轻松地

在不同环境中测试应用的运行情况，在发布新版本的时

候也不必为环境的改变而定制升级教程；用户在使用容

器部署时也十分便利，并且不同的软件之间也不会相互

影响。

图3	 容器化部署结构

在容器的使用过程中，理想情况下，容器镜像应

该只包含应用程序的二进制文件及其依赖项。然而实际

上，容器镜像往往是巨大的。像Ubuntu、Centos这样被

广泛使用的基础系统镜像，它们包含了相当多的不必要

功能。尽管有些功能在调试部署的时候带来了一定的便

利，但是在增大的体积面前，收益极低。

图4	 容器化部署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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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化的应用通常被封装成一

个个镜像，而容器镜像在存储上采

用的是分层存储的方式，基于现有

镜像，结合用户的应用，可以封装出

新的镜像。当越来越多的内容被添加

后，很难有使用者会再逐层的考量容

器镜像到底包含了多少内容。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日常使用

的公开镜像面临严峻的安全问题。随

着不断的积累，CVE漏洞可能会越来

越多，很多应用都存在一些问题，在

更新频率低的镜像中尤为严重。

因此，笔者做了一个测试，拉

取了Docker Hub上公开热门镜像中

的前十页镜像，对其使用Clair[ Clair

是由CoreOS 所推出的一款针对容器

的安全扫描的工具，能对应用容器

的脆弱性进行静态扫描，同时支持

APPC和DOCKER。]进行了CVE扫

描统计。在一百多个镜像中，没有漏

洞的镜像只占到24%，包含高危漏洞

的占到67%。很多我们经常使用的镜

像都包含在其中，如：Httpd, Nginx, 

Mysql1等。

1　�Clair是由CoreOS�所推出的一款针对容

器的安全扫描的工具，能对应用容器的

脆弱性进行静态扫描，同时支持APPC和

DOCKER。

图5	 容器使用部署现状

图6　扫描示例

图7　扫描结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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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善目前的处境？

在使用前确认镜像的安全性，对镜像进行分析检

测，不让镜像中的漏洞和恶意后门在运行的容器中给我

们带来风险。

目前Docker安全方案有很多，从多方面来维护容器

的安全性，如运行时监控预警、取证、预生产分析、安

装配置校验、信任管理等。本文主要关注于镜像在使用

之前的扫描和审计，即预生产分析类的工具。这类工具

主要从CVE漏洞与恶意镜像两方面来对镜像进行扫描。

本文接下类介绍三款有代表性的镜像安全工具，分

别实现容器镜像的CVE检测、恶意镜像产生、恶意镜像

检测。

Clair ：

Clair的目标是能够从一个更加透明的维度去看待基

于容器化基础框架的安全性，Clair是由CoreOS所推出的

一款针对容器镜像的安全扫描工具。

Clair主要模块分为Detector、Fetcher、Notifier和

Webhook，Clair首先对镜像进行特征的提取，然后再将

这些特征和CVE漏洞库进行匹配，其功能侧重于扫描容

器中的OS及APP的CVE漏洞。

Clair是扫描引擎，启动后暴露相应API等待调用。在

这里笔者使用clairctl（一个第三方调用工具）来对Clair发

出调用请求，从而完成扫描。

下图为clairctl的基本命令介绍，基本命令如图所示，

详情了解某一条的用法在命令后加上—help参数即可。

图8　Clair示例

上图使用Clair对本地（-l 参数）镜像centos进行了一

次扫描，扫描结果为没有漏洞，随后生成报告，保存在/

reports/html/analysis-centos-latest.heml，用浏览器打开即

可查看详情。

Dockerscan：

Dockerscan是一个分析、攻击工具。它可以在网络中

找出镜像仓库所在的主机，可以在镜像中插入木马，查

看镜像中的敏感信息等。

下图为Dockerscan基本命令，以及对 223.****. 

210/28 这个小网段进行一次探测容器仓库的扫描。

图9　Dockerscan扫描示例

下图为获取mysql_origin镜像的基本信息，可以看到

该镜像被植入一个反弹shell，接收shell的端口为2222，地

址为 10.****.8。

图10	 Dockerscan查看镜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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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利用Dockerscan攻击受

害者的流程，将木马植入正常镜像

Nginx中，当用户运行该镜像时，攻

击者就会接收到反弹出的shell，从而

达到控制服务器的目的。

下 图 为 使 用 实 例 ， 白 窗 为

dockerscan容器，黑窗为容器所在宿

主机，宿主机/tmp目录挂载在容器

~/images 目录。首先在宿主机/tmp目

录下将镜像保存为文件（docker save 

-o  filename  imagename），然后在容

器中可以看到该镜像文件，然后使用

dockerscan修改镜像，将木马植入该

镜像，接受地址设置为10.****.8，端

口为2222，保存为evil.tar（植入木马

图12	 Dockerscan使用示例

图11	 Dockescan攻击链

的mysql镜像文件），随后在本地监听2222端口（nc -v -k -l 2222），然后在

宿主机导入注入木马的镜像（docker load -i evil.tar），随后运行该镜像，监听

端口随即收到反弹出的shell，执行命令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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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hore：

Clair能扫描出一个镜像中的所有CVE漏洞，但现在有一种情况，黑客使用

最新版无漏洞的OS镜像，然后在其之上安装后门木马，或执行恶意命令，这样

Clair就不能检测其安全性了。这就要介绍一个分析工具Anchorele，与Clair不同，

Anchore侧重于对镜像的审计，其有强大的对镜像解析能力。在分析之后可以对

镜像进行多种操作，内置了许多脚本，用途广泛。

下图为Anchore使用命令截图，初次使用要先使用feeds list和 feeds sync来同

步漏洞库。Anchore的操作命令在这里不一一介绍了，有想了解的命令，加上--

help参数即可查看详细介绍。

这里仅介绍几个常用的命令，query命令是调用已有模块对镜像进行相应的

操作，调用不同的脚本需要不同的参数。接下来调用一个模块做演示。

图13	 Anchore	query功能

在这里，我们想调用show-file-diffs模块来对比两个镜像的差别，在之前，

我们需要先分析两个镜像mysql:evil 和 origin:origin，这是上个环节使用dockerscan

生成的恶意镜像和原始镜像。接下来调用该模块，可以看到差别是在/usr/share/

lib目录下多了一个反弹shell的文件。

图14	 Anchore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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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toolbox命令的详情，里面有一些使用的小工

具，接下里我们尝试几个命令。show-familytree 、 show-

taghistory、show-layers、show-dockerfile，来查看镜像registry

的镜像关系，版本历史，镜像的层，还有镜像构建文件。

总结

镜像安全决定了容器安全，而目前Docker 

Hub上的镜像70%多都存在漏洞，所以我们使用

镜像运行容器前，一定要对容器镜像进行安全

检测，从而提高安全性。

图15	 Anchore功能示例



　业
研究
行 SS



安全月刊  /  2018.512

行业研究 行业方案

引言

在2017年金融月刊第11期《浅

谈云计算技术在未来商业银行竞争中

的关键性》中，笔者概括介绍了云计

算技术在未来商业银行应用的发展方

向。虽然，云计算技术发展已经超过

十年，许多商业银行IT主管们也很早

意识到云计算是未来数据中心IT架构

新的发展方向，但是，只有少数国有

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真正部署了私有云

平台。例如：建行通过自主研发的云

管理平台实现的一网双平面的网络架

构；工行基于容器技术，正在对云平

台的规划和建设工作进一步的推进，

对部分应用系统完成了云化的改造；

中行通过自主研发的云管理平台实现

了异构SDN的进一步融合；还有光大

银行、招商银行、广发银行等股份制

银行都逐步完善私有云平台的建设。

然而，还有大部分的商业银行依然停

留在观望之中。

真正意义的云计算可以为商业

银行降低运维成本、提高业务应用

浅谈商业银行软件定义数据 
中心的网络安全建设
金融事业部  安全顾问  郭嘉祺

部署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竞争力。数据中心智能化、自动化是实现云计算的

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先来回顾要实现数据中心自动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架

构——SDN

一、业务应用的发展推动IT基础架构的变革

SDN是一个内容丰富而又定义模糊的概念。SDN不像其他计算机或者网

络技术那样被某些开放组织或者企业厂商做标准化的定义，但是它却是推动

云计算发展的一种重要方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回想在二十年前，商业银行的业务种类不如现在丰富多样，除了传统的

存贷汇兑业务以外，各个一级分行、二级分行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特色的业

务应用，而且基于当时低速的网络通讯环境，各种业务计算、数据存储都是

分散在各个一级分行、二级分行的IBM、HP小型机上进行独立处理。

千禧年过后，伴随着通讯环境的改善，各商业银行逐渐把省级分行（一

级分行）以下各分支的业务和数据进行集中计算、存储，各个省级分行（一

级分行）数据中心都加大了对网络、计算、存储资源的投入。思科的65系列

交换机、75系列路由器，IBM/HP的小型机、EMC的存储阵列柜等等，几乎成

为各省级分行（一级分行）数据中心的标配，一台一台几十U高的设备在机房

里陆续投入生产。

各省级分行（一级分行）逐渐完成了数据大集中后的几年里，许多的应

用都是独立运行在各个物理服务器上，每个应用可能都是独立分配一个存储

阵列。即便网络设备为这些计算节点、存储节点提供基础的百/千兆的互联，

但是从数据应用的角度依然是一个个孤立的计算、存储“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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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缺点。

除此之外，近年来银行开发的应用基本上是前端（如web界面、移动客

户端界面）、应用（APP）和数据库（DB）三层应用架构。用户访问数据都

是先登录到前端界面才可以使用应用（APP），而应用又需要调取后台数据库

（DB）。在此期间，后台可能还要调用应用加速、应用交付、应用安全等服

务，从而保证应用交付的速度、负载均衡和安全性。当成功开发完成的应用

系统准备交付上线，由于各种应用系统不同的策略或者资源需求量的不断变

化，导致了应用系统上线的时间漫长。

美国NIST给出云计算的定义是当数据中心拥有“快速弹性的架构”和一

个“资源池”，可以提供可测量的“按需自助服务”，并且“资源池”里的

服务最终可以被“宽带接入”访问的，这就是云。

服务器虚拟化技术已经可以实现了对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按需自助

式”的服务需求，通过一个简单的管理平台就可以实现在局部范围内对计算

资源和存储资源进行按需分配，其实这就是云计算的最初的形态。但是这种

尚在雏形的“云计算”环境却很难对物理网络资源进行“按需”调度，导致

银行数据中心运维和管理非常复杂和繁琐。如果按照基于物理网络设备对

数据中心网络进行的扩展，并不能够达到正在意义上云计算“快速弹性的架

构”的要求。所以，我们才需要一种全新的网络架构去实现云计算提出的这

些要求。

综上所述，网络虚拟化、服务器虚拟化、存储虚拟化的发展，要求银行IT

管理员可以更加便捷地去管理数量更多、部署更复杂的设备，从而面对更大流

量的应用，并且可以随时实现上线和下线的任务。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实现减

少误操作率和加快平均故障恢复时间（MTTR），所以银行数据中心需要改变

网络基础架构去适应新应用的变化。在这个大环境下，SDN架构技术出现了。

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总

行对省级分行（一级分行）业务应

用、数据的进一步集中化，集中在总

行数据中心的业务应用的种类越来越

丰富，应用系统的需求逐渐增加，加

上基于X86架构的CPU性能越来越强

大，内存容量越做越大。服务器虚拟

化技术的应用终于等来了开花结果的

春天。服务器虚拟化技术使得在一台

基于X86架构的廉价物理服务器（相

对于动则几十万一台小型机）上实现

多虚拟机（VM）和多应用，节省了

物理成本和机房空间，减少了数据中

心能源的消耗，还可以通过虚拟机在

线迁移等技术实现动态资源分配（高

可用性），提高了各个业务应用的负

载均衡能力（冗余性），满足了银行

多系统、多业务应用的需求。但是传

统网络提供的安全策略、QOS策略则

是基于IP地址进行控制转发，这导致

了虚拟机要实现在同一集群内进行漂

移需要更加复杂的策略。因此，在应

用、服务器、网络、存储分离的情况

下，更加凸显出运维和管理的低效率

数据大集中

A

设备虚拟化

B

实施云计算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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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软 件 定 义 网 络
（SDN）是什么

回 到 开 始 的 话 题 ， S D N 是 什

么。它既不是一种技术，也不是一种

协议，而是一个体系框架，一种设计

理念。SDN架构其实是相对于传统

HDN（Hardware Design Network）架

构的一种表述。HDN正如我们以前

在设计传统数据中心基础架构那样，

都会根据不同的安全威胁等级、流量

范围使用模块化的网络设计架构一

样。在这种网络设计架构之上，才会

有相关的应用安全、应用加速、应用

交付等等服务。只不过现在这种基于

HDN的基础架构已经不能够满足要

求云计算业务应用的需求，所以我们

才需要进行变革，才使用基于SDN的

基础架构承载我们的复杂多变的业务

应用。

SDN体系架构使网络系统中的控制平面（如路由表、ARP表、MAC表

等流表）和转发平面（数据平面，数据包进行封装并转发）解耦分离。IT管

理员通过把所有设备的控制平面进行集中管理，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

可视化管理软件来完成执行自己的意志，控制所有设备转发数据的行为。而

SDN 控制器就是这个集中可视化的管理软件平台。

当然SDN体系架构除了要求网络系统可实现控转分离之外，还需要把

控制器（控制平面）和基础设备（转发平面）的接口标准化，这就是南向接

口。从用户的角度看，都希望把控制器的南向接口进行标准化，其目的就是

为了能够摆脱对硬件厂商的束缚，否则SDN技术用于只能够为特定的软件厂

商用于特定的硬件上。目前，南向接口应用比较多的协议是Openflow/ovsdb协

议、netconf协议等。

控制器通过南向接口对基础硬件设备进行控制外，同时也可以对网络系

统中的应用程序进行一些可编程特性的集中控制，控制应用程序的接口就是

北向接口。可惜北向接口不像openflow协议那样有比较突出功能的协议，同样

也未能实现标准化。用户希望通过北向接口可以控制最终的应用程序，从而

针对应用来合理调度网络、计算、存储资源，以适应不同的应用变化。

从下图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SDN的体系架构：

基础设施层：主要是网络层设备，可以简单地把这一层理解为“转发平

面/数据平面”。转发平面的设备既可以是硬件设备（如路由器、交换机、防

火墙等），也可以是虚拟设备（如Vmware的 vSwitch）。这些硬件/软件设备

根据转发表项对用户的数据报文进行处理或者转发。这些设备都需要往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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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DN架构与传统HDN的比较

在传统的HDN网络架构中，报文从源转发到目的地的转发行为，是通过

独立为报文有可能经过的每台设备做配置，这种控制方式是分散的、不统一

的。而SDN网络架构是把每台设备的控制平面剥离出来，集中放置在一台控

制器当中，并且由这个控制器通过统一的指令集中管理转发路径上的所有设

备。控制器掌握着整个网络拓扑，知道数据包转发过程中所有的必要信息，

上层应用程序也可以通过控制器提供的API接口，通过编程的方式进行控制，

从而大量削减人工配置量，通过可视化图形界面灵活地对网络设备、安全设

备进行点击部署，最终提高了部署和维护效率。

商业银行对SDN网络架构的引入，可以防止厂商被锁定。只要设备支持

SDN架构、支持可编程，那么系统管理员就可以通过南、北向接口对设备进

行控制。另外，在传统的HDN网络架构中，QOS对流量的优化基本都是基于

每台设备做配置，或者通过类似于RSVP这样类型的协议完成基于特定流量的

优化。由于SDN控制器掌握整个网络拓扑，所以可以更加灵活地对整个网络

流量做更加精细化的优化。

四、网络虚拟化（Network Virtualization）

正如本文开篇所说的SDN是实现具有真正意义的云计算的一种网络架

构，然而实现SDN网络架构还需要多种技术支撑。

部分IT从业者们都认为网络虚拟化（NV）就是SDN，其实不然。正如本

文前部分所述那样，（这里我以Vmware产品为例），早在十年前当服务器虚

拟化技术开始大规模部署的时候，Vmware内嵌在vSphere里的vSwitch,实际上

就是在服务器虚拟化平台（Hypervisor）上加了一层虚拟交换机。虚拟交换机

通过细分各虚拟机（VM）的接口策略，连接各个虚拟机（VM），这就是最

早期的网络虚拟化（NV）。这也是现在许多商业银行数据中心使用Vmware 

EXSi主机实现了雏形的网络虚拟化（NV）环境。而现在我们讨论的在SDN下

的网络虚拟化（NV），是通过OVERLAY技术实现各个物理裸机中的虚拟机

（VM）之间的互联。因此，网络虚拟化（NV）是SDN发展的必然趋势，是

实现SDN网络架构的其中一种技术，而不是SDN本身。

供一个API接口，接受来自控制层发

过来的指令，从而产生转发表，同时

也为控制层提供实时监控事件信息。

控制层：也就是之前提到过的

“控制平面”，既可以是一台控制

器，也可以多台控制器做集群；既

可以是同一厂商的控制器，也可能

是多个厂商的融合（如中行的思科

和华为sdn controller的融合方案）；

既可以安装在一台独立的服务器上

（如华为的Agile Controller、思科

的APIC），也可以通过虚拟机方式

部署在虚拟化环境中（如VMware的

NSX Controller）。

应用层：也就是之前提到的最

终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包括网络

监控、负载均衡、安全等。这些应用

或者服务通过下层的控制器实现自

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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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然 ， 国 际 主 要 的 网 络 厂 商

（如cisco、juniper、华为）、软件厂

商（如Vmware、微软）、服务器厂

商（如HP、Dell）都提出了各自的

网络虚拟化（NV）技术方案来推动

SDN网络架构的发展。例如网络厂

商所推动的把overlay技术应用在物理

网络节点（物理交换机），也就是

硬件overlay；而软件厂商直接通过在

服务器上的Hypervisor虚拟化软件平

台搭建的overlay网络，也就是软件

overlay。Overlay技术究竟应该是基于

网络硬件实现好还是基于虚拟化软件

平台实现好，目前双方依然还在博弈

当中。笔者认为，这也是目前部分商

业银行对云计算或者说SDN网络架构

的部署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五、网络功能虚拟化（Network Fuct ion 
Virtualization）

网络功能虚拟化（NFV）与网络虚拟化（NV）更加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

念。NFV也不是SDN，它同样也只是为了能够实现SDN网络架构而使用的另

外一种补充技术。NFV其实就是利用当前的虚拟化技术，在标准的硬件设备

上虚拟出多台具有网络功能的虚拟网络设备或者安全设备（例如：vSwitch、

vRouter、vFW、vIPS、vWAF等等），同样可以把这些虚拟网络设备或者安全

设备的控制平面交付给控制器进行统一控制管理。例如Vmware NSX网络虚拟

化解决方案就是NFV的典型例子，NSX组件就是在X86服务器上通过软件来实

现各种各样的网络功能。另外，绿盟的云安全解决方案当中的安全资源池就

是通过NFV技术来实现。

六、软件定义安全（SDS）又是什么？

商业银行在构建SDN网络架构的同时，必须要考虑到安全基础架构的

建设，两方面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实施。然而，基于传统的HDN网

络，原有的安全基础都是基于固定边界的硬件设施。在回溯到上文所介绍

的，未来的商业银行数据中心应该是真正的可以实现软件定义“云化”的数

据中心，必须要做到“快速弹性的架构”和可以提供可计量的“按需自助服

务”，并且可以从统一的资源池中被调用。因此，类似于可以实现控制平面

和数据平面的解耦分离的SDN网络架构，安全基础设施也应该需要把控制

平面和数据平面进行解耦分离，把物理以及虚拟的网络安全设备与其接入模

式、部署方式和实现的安全防护功能进行分离，在底层把物理以及虚拟的网

络安全设备抽象到一个安全资源池，就好像计算资源池、网络资源池那样，

可供按需调度。通过顶层统一软件编程的方式进行智能化、自动化的业务编

排和管理，以完成相应的安全功能，从而实现灵活的安全防护机制，以应对

软件定义数据中心（SDC）和新型IT系统的安全防护需求。这就是Gartner与

2012年提出的软件定义安全（SD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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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的云安全解决方案当中，不但完善了网络层面的安全防御，而且还

弥补了应用层面应用安全空白。通过绿盟云安全管理平台（NCSS）控制安装

在X86服务器上的各种虚拟化安全产品，从而可以实现统一建立、部署、监控

的安全资源池。如下图所示：

正如在2017年金融月刊第11期《浅谈云计算技术在未来商业银行竞争中

的关键性》一文所述，商业银行数据中心，在传统网络架构与实现云平台的

SDN网络架构将会长期共存。因此，针对大型数据中心的各业务功能区，依

然应该先按照业务安全威胁等级进行划分，例如传统业务区、新兴业务区、

OA区、外联网区、互联网接入区、广域网区、开发测试区、业务资源租用区

等等，各功能区之间通过硬件防火墙完成区域之间的安全访问控制。然而，

在每一个功能区里，可以独立部署一个“大二层”的网络结构，安全资源池

既可以直接旁挂在区域内的spine交换机上，也可以独立挂接在service leaf交换

机。业务区域内通过SDN控制器+安全控制器（如绿盟的云安全管理平台）协

同资源动态分配。SDN控制器通过netconf协议或者ovsdb协议（针对vSwitch）

下发配置到各网络设备，通过openflow协议下发流表，控制数据报文的走向。

SDN控制器控制路由，把数据引入安全资源池。安全资源池根据区域内业务

需求，建立相关安全设备镜像（如vWAF、vIPS、虚拟数据库审计系统等）。

数据流完成安全过滤后再导回下一跳虚拟主机（VM）。

传统网络厂商目前所提出的整

体SDN+SDS的解决方案，以笔者看

来，传统的网络厂商的在SDN环境

下实现的软件定义安全，只能局限在

TCP协议栈的网络层面，在应用层面

的安全防御似乎依然处于空白。在

SDS这方面的整体安全解决方案明显

不如安全厂商。例如，华为提出的敏

捷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中，把防火墙通

过“一虚多”的NFV技术，在网络

层面实现安全访问控制。防火墙依然

通过物理方式旁挂在“大二层”网

络中的SPINE交换机或者Service Leaf

交换机上。然而针对于应用层面的如

WAF、堡垒机、漏洞扫描系统、日

志审计系统等虚拟化安全设备依然

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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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笔者以部署安全设备较多的互联网接入区入方向流量为例做进一步

阐述，如下图所示：

根据《网上银行系统信息安全通用规范》当中增强型网络防护架构的安

全设备部署建议，在安全资源池内为各区域内的DMZ子区域、APP生产子区

域和DB子区域分别建立vWAF、vFW等安全设备镜像。例如从互联网发起的

Http的业务请求流量，通过一系列基于硬件的抗DDOS设备、防火墙、IPS过

滤之后抵达spine交换机（如红色虚线所示）。spine交换机根据SDN控制器下

发的流表把流量引入到安全资源池中的vWAF，vWAF对http请求流量完成安

全过滤之后，再回注给DMZ子区域当中的WEB服务器。Web服务器需要回应

业务请求，需要再次向在APP子区域的应用服务器发起连接请求流量（如绿色

虚线所示），该连接请求流量将会发送到安全资源池的vFW进行安全过滤，

然后再发送到应用服务器。同样应用服务器对需要向DB服务器查询数据依然

也要通过安全资源池的vFW进行安全过滤（如蓝色虚线所示）。

另外，针对漏洞扫描系统、安全配置核查系统等检测类虚拟安全设备，

只需要通过vxlan隧道技术，把相关的设备连接到同一个二层网络中，针对该

子网内的主机设备进行相关的安全检查，这里不再做进一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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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的其他各功能区域也

可以按照类似的方式完成部署。目

前，绿盟的私有云安全解决方案已经

成功地在江西农信、中国移动苏州研

究院、国防科大等企业落地部署，不

但直接降低了企业设备部署的总体拥

有成本、人力资源成本，而且在同一

个安全管理平台上就可以实现灵活的

设备部署。

总结

正如本文开篇所说的SDN是实现具有真正意义云计算的一种网

络架构，在建设SDN网络架构的同时结合安全资源池的建设，既响

应国家的“三同步”法规政策，也能够为后续的云平台建设提供灵

活的快速弹性的基础架构。  目前，许多商业银行的部分新兴业务和

非核心业务已经逐渐往云平台迁移。伴随着各种虚拟化技术的成熟

以及大规模的应用部署，相信在未来的五~十年内，具有真正意义高

安全性的云计算数据中心将会不断投入生产服务。

【1】Gartner. The Impact of Software-Defined Data Centers on Information 

Security[EB/OL]. https://www.gartner.com/doc/22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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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行业脆弱性管理实施建议
金融事业部  张政祺

在金融行业中，证券业有别于银行业和保险业，

其网络安全水平在行业内部存在极大差异，AA级与C级

券商的网络安全水平呈现两极分化之势，包含安全漏洞

修复、应对网络攻击、邮件安全等等各个维度。不仅如

此，相比银行和保险行业，证券行业的整体网络安全水

平也略低，甚至总体不如新兴的互联网金融行业。

面对如此严峻的网络安全形势，如何着手保障，从

何切入，便成了一个难题。但有言，凡事预则立，不预

则废，在事前做好万全准备，加强基础脆弱性的管理或

许是一个不错的建设思路，也必然是网络安全建设最不

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脆弱性管理现状

要分析证券行业脆弱性管理现状，先得话分两头，

前文提到的AA级与C级券商处于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

C级券商：几乎绝大部分的C级券商都存在安全漏

洞，不仅如此，其对内部资产信息更新也严重滞后，仅

对已知资产进行漏洞扫描；周期性的漏洞扫描比例不

高，且难以做到系统全覆盖；漏洞修复比例低，修复周

期长，内部流程繁杂，阻力大；没有良好的漏洞管理能

力。渗透测试和安全基线比例低。

关键词：无持续的资产监控 无周期性扫描 修复

难 流程慢 无漏洞管理能力

AA级：与C级券商相比，AA级券商的脆弱性管理能

力较好。此级别券商对现有系统会定期进行主机及Web

应用漏洞的扫描，且拥有异构的扫描能力，针对重要系

统还补充进行渗透测试；新系统上线前，漏洞扫描的比

例也很高；漏洞修复比例大于C级券商，但还是难以做到

漏洞全修复，且修复周期同样较长，内部推动力不强；

有部分的漏洞管理制度，但针对整体的脆弱性管理未能

真正落地。

关键词：异构扫描无整合 修复难 无脆弱性统一

管理 难以量化

行业特性

聊到证券行业特性，首先我们来简单了解下其业

务组成。目前国内大部分的证券公司都是综合类证券

公司，包含证券经纪业务、证券承销业务、证券自营业

务，虽然比例逐年递减，但证券经济业务仍占比最高，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帮投资人买卖股票的业务。因此，

为了吸引投资人，方便其投资操作，证券公司每年都会

推出大量的新应用来满足这一需求，当然其他两种业务

模式也同样滋生出大量的新应用。

以某大型证券公司为例，其一年内新上线的系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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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新增重要功能的系统数量达30-40个。

（http://download.htsec.com/ChannelHome/4051009/ 

4051213/index.shtml图文无关）

抛开原有系统不谈，仅仅针对这部分新增系统的脆

弱性管理就面临极大的挑战，何况还要兼顾原有系统的

周期性漏洞扫描及其他脆弱性相关工作。

所以，对于基础脆弱性管理的迫切性又提升到了一

个新的高度，且切实的需要落地。

绿 盟 威 胁 和 漏 洞 管 理 解 决 方 案
（TVM）

应对漏洞管理、满足行业要求，绿盟科技提出了威

胁和漏洞管理解决方案（下称TVM方案），并在此基础

上，推出了金融行业专版。

绿盟TVM方案提供漏洞管理的全过程支撑，量化跟

踪和分析流程执行情况，促进管理流程持续优化。同时

充分利用漏洞情报信息，触发流程运转，帮助客户建立

快速响应机制，及时有效完成漏洞修补工作，建设专家

级的企业专属漏洞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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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行业关键问题应对

绿盟TVM方案针对证券行业两级分化的脆弱性管理难题皆有解决之道。

1. 持续的资产监控

绿盟TVM方案通过漏洞扫描探测、资产信息导入、CMDB对接等多种

形式收集资产信息，将这些信息作为系统网络中的资产基线，并开启持续监

控，发现网络中的资产环境变化，及时对有变化的信息做响应处理，保证资

产信息准确，提供脆弱性管理的先决条件，解决安全水平较低券商的资产管

理能力。

2. 精确的漏洞修复优先级建议

C级券商面临漏洞数量多，漏洞修补推动力不强，不能逐一修补这一现

实问题时，绿盟TVM方案结合云端NTI（绿盟威胁情报）获取的外部漏洞利

用活跃度、漏洞热度等情报，与资产信息中本地业务系统重要度、资产防护

度等多种因素，综合评估，给出漏洞修复的优先级建议，使漏洞修补工作效

果达到最大程度降低安全风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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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

脆弱性管理也不是一日就能

完善的，各类证券公司要提

升自己的脆弱性管理水平，

不仅要规范内部流程，同样

需要依托外部平台的力量，

并持续推动，才能真真正

正的解决基础脆弱性安全

难点。

3. 简单快速的漏洞处置过程

金融证券行业乃至全行业内，漏洞修补始终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绿

盟TVM方案中提供漏洞处置工单流程，因为更专注于漏洞管理工作，去除多

余的和漏洞管理不相关的环节，使得漏洞修复责任人能在第一时间了解修复

任务与工作要求，大大加快整个漏洞修复流程，解决修补过程繁杂，安全推

动力不足的情况。

4. 多源扫描数据输入，脆弱性统一管理

应对AA级券商的异构漏洞扫描数据，绿盟TVM方案能够支持多源漏扫数

据输入，不仅如此，还能够增加渗透测试数据来丰富脆弱性统一管理能力，

满足了此类用户的高级应用需求。

5. 安全数据量化

绿盟TVM方案提供多种有价值

的脆弱性数据统计量化，更直观的帮

助各类券商了解自己网络内的脆弱性

状况：

漏洞修复时间与漏洞修复比例

展示，可以展现网络内的漏洞修复情

况，掌握各个系统及细化到各个责任

人的漏洞修复工作状况。

真正关联资产的漏洞信息，并

提供信息逐层下钻，多维度展现资

产—漏洞的当前基础脆弱性状态。

多种形式的图表展现网络脆弱

性，包含网络的脆弱性评分、资产组

脆弱性评分、资产风险状态、漏洞趋

势、漏洞类型分布及漏洞相关资产数

等关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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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钟看懂比特币是什么
金融事业部  訾雅彬

一、比特币是什么？

——先了解区块链是什么

举个例子，英文字母有26个A至Z，如果一个班集体

正好有26个学生（代号是A-Z）和一个班主任，那么没

有区块链技术的时候，学生A把5块钱借给了学生B，A为

了保障B能还钱，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班主任，当B想赖账

的时候，班主任会站出来为学生A主持公道。

这样做看上去顺理成章，但一旦班主任忘记了这件

事或者干脆班主任被学生B收买了，歪曲事实怎么办？从

这一点可以看出，班主任是这件事的核心，一旦核心出

现问题可能导致整件事丧失安全性，而区块链技术恰恰

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班主任，换句话说，去掉核心，能否仍然

保障A的利益呢？答案是：可以。不要忘记，还有24个学

生C-Z也在这个班集体中，如果我们想一种办法，采用

一种技术，在A借出5块钱的时候，让其他24个同学都看

到，并且大家都拿出铅笔和白纸，写上：A确实借给了5

块钱，并大声朗读出来，那学生A是不是就更加放心了？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

问题又来了，其他24个学生凭什么帮助A呢？这样做

有没有奖励呢？学生A想了一个好办法，谁最先帮助我，

我就给谁一个“比特币”！于是，A的同桌“C同学”就

成为了这个幸运儿。而另外23个同学，也都知道这个奖

励给了C。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在剩下的23个

同学里，有一个学生学坏了，放学回家后骗妈妈说今天

在学校表现特别好，得到了一个比特币，想让妈妈给买

糖吃。于是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在A借给B钱的同时，在

这条信息上打了一个标签001，只有A的同桌C才能第一个

知道这个标签是001，并告诉其他同学，这个标签是C独

有的，别人不能再用了，这样妈妈就知道，自己的孩子

在骗他，因为001是学生C的，而不是自己的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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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特币和区块链是什么关系？

——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比特币只是区块链技术的其中一种应用，举两个简

单的例子来说：

（1）如果区块链技术是App Store，那么比特币就是

里面的其中一款应用；

（2）如果区块链技术是宝马轿车，那么比特币就是

引擎，或者是车轮等。

三、比特币在我国是否违法？

——严格控制，适度发展

2013年12月5日，由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

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

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银发〔2013〕289号）。该通

知中把比特币定义为一种特殊的互联网商品，民众在自

担风险的前提下可以自由买卖。

2016年12月30日，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信息化

规划》，规划中也明确提到了区块链技术，希望到2020

年，数字中国建设能取得显著成效，信息化能力跻身国

际前列。

为防止非法融资、炒作、欺诈行为损害社会公众利

益，央行等七部门（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

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于

2017年9月5日

正式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公告中明确规定：

（1）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代币发行融资活

动,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已完成代币发行

融资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做出清退等安排。

（2）相关部门将加强代币融资交易平台的管理,平

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

兑换业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币或“虚拟

货币”,不得为代币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

等服务。各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开展与代币

发行融资交易相关的业务。

公告发布后，国内从事区块链技术相关研究的企

业和机构，只能将其相关业务下架或暂停，服务器运营

商、云服务商也开始清退与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相关的业

务（如交易平台）托管服务。

四、我们常听说的“挖矿”能挣
钱吗？

——不懂，就别做梦了

挖矿，其实就是考验电脑的CPU与GPU（图形处理

器，简单理解就是显卡）的性能。曾经有人用上千个比

特币换了一个汉堡包。

如果你在2009年比特币刚出来的时候就挖矿，你可

以很容易地仅用你家里的电脑，在一周内就能挖出数百

个比特币。如果你足够幸运做了这件事，你现在可能已

经是百万富翁了。不过如今，用个人电脑挖矿，已经不

现实了。

Chris Shepherd，HashRabbit（比特币挖矿公司）的

CEO说：

“挖矿的生态系统在快速成长和发展。我们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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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看到硬件设施上的转变，由在家里通过USB连接ASIC

芯片，变成在大型数据中心里，整体连接在可移动服务

器上。”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现在挖矿必须使用大量专

业的设备，并且必须找一个大型的专业场地，以集群式

的方式进行。而这样做就必须考虑成本，如设备购买成

本，场地租用成本，资源消耗成本等。

再说的直白一些，如果你购买的设备比别人贵，

并且很快又有了性能更高的设备发布上市，别人可以通

过关系及渠道找到廉价甚至免费的大型机房而你必须花

钱租用场地，别人不用交电费，而你需要交高额的电费

就为了让设备能7*24小时的运转，那你的核心竞争力是

什么？

挖矿已经进入到了残酷的竞争时代，当一大批没有

竞争力的矿工被淘汰后，剩下的只会是有芯片技术和廉

价能源的两类人。因此投资之前请慎重思考，我有什么

是别人不具备的。到最后，你会发现，与其挖矿，还不

如直接炒币，当然，炒币也存在极大的风险。

五 、 比 特 币 交 易 的 安 全 风 险 是
什么？

——识别风险，谨慎投资

首先从个人来说，使用比特币可能会使你的电脑

和手机数据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攻击者会把你的虚拟

货币“钱包作为攻击目标。”只要你的设备与互联网相

连，就很有可能被攻击。如果你链接到电子钱包，也会

增加银行账户的危险程度。

其次从交易平台侧来看，如果平台遭受攻击，轻则

用户受损，重则可能导致平台直接倒闭，而事实上，交

易平台被攻击，是非常有可能的。目前在国内的个人用

户，如果想进行比特币相关交易，只能到国外网站上进

行，而一旦利益受损，几乎没有什么办法挽回损失。

最后一点是政策的风险，这一点结合国内目前的形

势来看，相对好些，而且一旦有政策变化，也会给相关

机构一定的反应处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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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zon 发布《 2018 年数据泄露调查报告》：
勒索软件已成为最流行的恶意软件

据外媒报道，美国电信巨头 Verizon 于本周二在其 

2018 年数据泄露调查报告（DBIR）中称，勒索软件攻击

事件数量在过去一年中翻了一倍，成为最流行的恶意软

件，这是因为黑客组织想通过锁定关键的业务系统来要

求支付赎金，从而获取巨大的利益。

Verizon 执行董事安全专业服务部门的 Bryan Sartin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勒索软件是目前最流行的恶意软

件攻击形式。近年来它的使用量大幅增加，因为现在企

业仍然没有投资合适的安全策略来打击勒索软件，这意

味着他们在面对勒索攻击时别无选择，只能向网络犯罪

分子支付赎金”。

Verizon 在分析了 53,000 多起安全事件（其中包括 

2,215 起违规事件）后表示，勒索软件攻击占特定恶意软

件事件的 39％。

推动勒索软件攻击的一个趋势是针对关键业务系统

（非台式机）的能力，这些系统可能对公司造成更多损

害，并且很可能黑客组织试图将其作为勒索目标从中获

取更多的利益。目前随着时间的推移，勒索软件事件中

的资产类别已经从用户设备走向服务器，Verizon 说这是

因为黑客意识到加密文件服务器或数据库比单个用户的

设备更具破坏性。

Verizon 表示，横向移动和其他威胁活动经常会卷入

其他可用于感染和遮挡的系统中。这些勒索软件攻击对

黑客组织来说很有吸引力，因为黑客本身几乎不需要承

担任何风险或成本，并且也不需要违反保密条款来实现

其目标。

Verizon 在其报告中称，目前许多黑客已将钱财视为

其首要任务，根据调查，有 76％ 的违规行为都是出于财

务动机。

例如 2017 年勒索软件最突出的例子 —  5 月份的 

WannaCry 和 NotPetya 攻击。WannaCry 勒索软件通过

感染 150 个国家 30 多万个系统，要求支付 300 美元的赎

金才能解密密钥。与此同时，NotPetya 加密了主引导记

录，并要求以比特币作为赎金支付的主要形式。

10月份，另一宗勒索软件活动 BadRabbit 震动了安

全行业 ，这项与俄罗斯 Telebots 有关的活动是在俄罗

斯、乌克兰和东欧的网站上使用恶意软件发起的。在该

事件中，攻击者瞄准基础设施(不仅仅只是桌面系统)并造

成了巨大损害，其中乌克兰遭受了关键网络资产和基础

设施的最大破坏。

最近，在 2018 年 3 月，亚特兰大市成为勒索软件攻

击的目标。该起事件影响了几个部门，并瘫痪了处理付

款和传递法院信息的政府网站。随后，亚特兰大市被要

求支付 51,000 美元以换取密钥来解密系统。

为减轻勒索软件攻击的可能性，Verizon 在其报告中

建议用户应确保有常规备份，并且隔离那些很重要的资

产，以及将其放在业务连续性的优先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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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zon 发现，总体而言，黑客、恶意软件和社交

攻击（如网络钓鱼）等是过去一年中最多的安全违规

事件。

除 此 之 外 ， 分 布 式 拒 绝 服 务 （ D D o S ） 攻 击 是 

Verizon 2018 年报告强调的另一个重大威胁。Verizon 表

示：“ DDoS 攻击可能会对任何人造成影响，因为它经

常会被用作伪装启动或者停止后重新启动，以隐藏正在

进行的其他违规行为。

目前来说，大多数网络犯罪分子具有经济动机，

因此，他们针对金融、保险和零售行业发起的攻击不

足为奇。Corero Network Security 的产品管理总监 Sean 

Newman 认为对于能够希望实现 100％ 正常运行的在线

公司而言，实时检测并自动减轻攻击的 DDoS 技术应该

是必备的要求。

本文转自：HackerNews.cc

原文链接：http://hackernews.cc/archives/22435

随着越来越多的黑客以经济利益为网络攻击的

首要目的，勒索软件自然就成了黑客利用的首要工

具，而企业却在应对勒索软件方面没有有效的安全

策略，使得在过去的一年内发生了诸如WannaCry

和NotPetya这样的典型攻击事件。应对勒索软件的

爆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

A 加强员工的安全意识培训，形成定期的强化

教育机制。

B 从以往的勒索软件爆发中可以看到，勒索软

件的传播多是利用已知的漏洞，建立有效的漏洞管

理机制就成了重中之重。

C 有效的检测、防护、清除恶意软件的防护体

系也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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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劫持路由器 DNS 分发银行木马， 
目标瞄准中日韩等国智能手机用户

来自卡巴斯基实验室的安全研究人员在本周一发出警告称，一场由网络黑客

导演的恶意活动正在上演。其目的在于通过劫持路由器DNS来分发Android银行恶

意软件，以窃取受害者的敏感信息、登录凭证和双重身份验证码。

为了诱骗受害者安装被称为“Roaming Mantis”的Android恶意软件，黑客已

经在易受攻击和安全性较差的路由器上劫持了DNS设置，用以将受害者重定向到

恶意IP地址。

DNS劫持攻击允许黑客拦截流量，在网页上注入流氓广告，并将受害者重定

向到某些网站的仿冒页面，以诱骗他们填写敏感信息，如登录凭据、银行账户详

细信息等等。

劫持路由器的DNS用于恶意目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根据之前的报道，诸如

DNSChanger和Switcher这样的恶意软件都是通过改变无线路由器的DNS设置来将

流量重定向到由攻击者控制的恶意网站。

卡巴斯基实验室的安全研究人员发现，自今年2月以来，新的恶意软件分发

活动主要针对了亚洲国家的智能手机用户，其中包括韩国、中国、孟加拉国和

日本。

一旦修改，黑客配置的流氓DNS设置会将受害者重定向到他们试图访问的合

法网站的仿冒页面，并显示一条弹出式警告消息，该消息写道：“为了获得更好

的体验浏览，请更新到最新的Chrome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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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个Android版本的Chrome浏览器应用程序就是由用于分发

Roaming Mantis的恶意应用程序伪装的。该应用需要被授予一些权限才能够完

成收集设备帐户信息的任务，如管理SMS/MMS和通话、录制音频、控制外部存

储、检查软件安装包、使用文件系统以及覆盖窗口等。

一旦安装完成，恶意应用程序会立即覆盖其他所有窗口，以显示虚假警告消

息，其内容为：“帐号存在风险，请在认证之后使用”。

再点击确定之后，Roaming Mantis会启动设备上的浏览器以打开仿冒的谷歌

网站页面，要求受害者填写他们的姓名和出生日期。

为了说服受害者相信他们的确是将这些信息提交给了谷歌，仿冒页面会显

示通过在受感染设备上收集到的受害者Gmail电子邮件ID，如上面的屏幕截图

所示。

安全研究人员查看了所有恶意网页的HTML源代码，无论是恶意应用分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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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应用的快速发展，

移动钓鱼攻击也越来越无孔不

入，自2018年2月起韩国、中

国、孟加拉国和日本等国已发

生多起“Roaming Mantis”的

Android恶意软件传播事件，黑

客通过攻击易受攻击和安全性较

差的路由器实现DNS劫持，在

网页上注入流氓广告，并将受害

者重定向到某些网站的仿冒页

面，诱使受害者下载恶意应用，

并诱骗填写敏感信息，如登录凭

据、银行账户详细信息等等，给

受害者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针对愈演愈烈的移动钓鱼

攻击，从安全意识考虑，应加强

自身安全意识，提高警惕，应从

正规移动应用市场下载所需应

用，并且认真观察所下载应用，

若对所下载应用存疑，则不应点

击安装。从技术防范考虑，建议

将自己的路由器固件更新到最新

版本并更改路由器管理界面的默

认登录名和密码，同时禁用路由

器的远程管理功能，并将可信的

DNS服务器手动填写到操作系

统的网络设置中。

专家点评面还是信息填写页面，它们似乎都支持四种语言环境：韩文、简体中文、日

文和英文。

由于Roaming Mantis恶意软件已经通过最开始在恶意应用程序安装时获取

到了在设备上读取和写入SMS的权限，因此黑客此时完全可以窃取受害者填写

的信息以及受害者账户的双重身份验证码。

在分析恶意软件代码的同时，安全研究人员发现该软件包含了许多韩国

主流手机银行和游戏应用程序的Android应用程序ID。而恶意软件也的确集中

在韩国，韩语是恶意网页的HTML源代码中出现最多的语言。

根据安全研究人员的调查结果，似乎恶意应用程序最初就是分发给韩国

目标的。随后才增加了对中文、英文和日文的支持，扩大了其在亚洲地区的

目标基础，而目前大多数受害者也都位于韩国、日本、印度和孟加拉国。

进一步的调查还显示，Roaming Mantis恶意软件使用了我国国内领先的

社交媒体网站之一的搜狐视频自媒体（my.tv.sohu[.]com）作为其命令与控制

（C&C）服务器，并通过更新由攻击者控制的用户配置文件向受感染设备发

送命令。

根据卡巴斯基的遥测数据，黑客在2018年2月9日至4月9日期间将受害者

重定向到恶意站点达6000多次。尽管他们目前似乎只会劫持来自150个唯一IP

地址的流量，但安全研究人员仍建议我们将自己的路由器固件更新到最新版

本并更改路由器管理界面的默认登录名和密码。

另外，安全研究人员还建议我们应禁用路由器的远程管理功能，并将可

信的DNS服务器手动填写到操作系统的网络设置中。

本文转自：E安全

原文链接：https://www.easyaq.com/news/10505407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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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将重罚科技公司违规泄露个人数据， 
新规或成全球标准

脸谱网（Facebook）在 4 月 6 日向欧委会提交了一

封信，承认可能在欧盟内不当地分享了 270 万用户的个

人数据。欧委会随即宣布将要求脸谱网进一步调查并公

布结果。同时，欧盟将在 5 月底发布新的个人数据保护

规定。

270 万份个人数据

上周，欧盟就向脸谱网致信，要求其查清有多少欧

盟公民在信息泄漏事件中受影响。

3月，媒体爆出英国战略实验室公司旗下的数据公司

剑桥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和建模，预测并影响了政治活动

中公众的选择，并从 2016 年 6 月起受雇于特朗普的总统

竞选团队，未经授权获取 5000 万脸谱网用户的数据，试

图利用大数据技术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结果。

但是，特朗普竞选团队否认曾使用过剑桥分析公

司的数据。很快，脸谱网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承

认，脸谱网在保护用户数据方面犯了错误，并向美国国

会当面解释。剑桥分析于 2013 年创立，目前在 24 个不

同国家和地区拥有分部，曾在 2014 年参与了 44 场美国

政治竞选。

欧盟也担心，脸谱网的数据泄漏是否也在欧洲造

成了影响？影响有多大？毕竟，剑桥分析是一家英国公

司，而且主张脱欧的英国独立党也承认，曾向剑桥分析

公司提供过数据用于分析。3 月底，曾在剑桥分析担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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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布利塔尼·凯瑟（Brittany Kaiser）爆料，该公司曾为

脱欧组织 Leave.EU 提供数据分析。

欧委会发言人克里斯蒂安·维甘德（Chr i s t i an 

Wigand）称：“脸谱网向我们确认欧盟共计有 270 万人

的个人信息可能曾被不当地共享给剑桥分析公司。”

这也是脸谱网对欧洲在事件中的受影响程度首次给

出具体数字。此前，脸谱网在其博客公告中列举了 10 个

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其中的欧洲部分，英国大概有 100 

万人的个人信息被共享给了剑桥分析，德国最多有 30 万

用户，意大利则有不超过 21.4 万用户。

80% 受影响用户在美国

据 了 解 ， 欧 盟 司 法 委 员 维 拉 · 朱 罗 瓦 （ V e r a 

Jourova）将在下周与脸谱网的首席运营官谢丽儿·桑德

伯格（Sheryl Sandberg）会面，对该公司下一步将采取那

些措施弥补漏洞进行讨论。

“我们会详细研究脸谱网向我们传达信息中的细

节，但现在已经明确此事需要与脸谱网进一步商谈。”

维甘德称。

上周，扎克伯格表示，全球至多大概有 8700 万人受

到此次信息泄漏的影响，其中 80% 在美国。这番表态再

次引发舆论震动，科技公司在数据保护方面的能力遭到

严重质疑。

出于应对，欧盟方面表示准备在 5 月 25 日实施更严

格的数据保护新规，违反规定的公司，将被处以相当于

全球营业额 4% 的罚款。此外，根据新规，欧盟公民将被

赋予权利知晓商业公司获取了他们的哪些个人数据，并

有权索取一份数据副本，消费者也有权将个人信息同一

家服务商转移到另一家。

外界认为，由于互联网并无边界，因此诞生于欧盟

的新规有可能成为个人数据保护方面的新的全球标准。

扎克伯格本人也对新规持积极看法，认为即便是非欧盟

用户也会受益于新规。

“我们打算在所有地方都做相同的管控和设置，不

止欧洲。是否完全一样的模式呢？那倒不一定。我们要

看在不同市场怎样做才奏效，因为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

法律。”扎克伯格表示。

根据 Internet World Stats 网站的数据，2017 年中，

欧盟共有大约 2.5 亿脸谱网用户，也就是说，欧盟人口

中大约一半都有脸谱网账号。以此计算，如果脸谱网所

称 270 万欧盟用户受影响，则占脸谱网欧盟用户的 1% 多

一点。

本文转自：FreeBuf.COM

原文链接：http://hackernews.cc/archives/22322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法案》一经公布，就被外

界一度认为是个人数据保护方面最严格的法律。从

中也可以看出欧盟在数据保护方面的决心。从一定

程度上数据安全已经决定了国家安全。这个法案的

颁布为世界其他国家数据保护方面提供了很好的榜

样，势必会对其他国家数据保护进展起到强心针的

作用。我国在去年实施的《网络安全法中》对个人

数据保护也是颇受重视。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在

数据保护方面法律必会应运而生，补充网络安全法

中国家空间安全的战略。因此，企业在日常运营过

程中，也应及早地将数据安全作为企业安全运营战

略的主要部分，做到未雨绸缪。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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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公司 sucuri 遭大规模 DDoS 攻击， 
西欧、南美和美国部分地区服务中断

据国外媒体HackRead的报道，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网站安全服务

提供商Sucuri在上周五（4月13日）遭受了一系列大规模的DDoS攻击（分布式拒

绝服务），导致其在西欧、南美和美国东部部分地区的服务被迫中断。

根据HackRead从Sucuri得到的消息，攻击开始于2018年4月12日晚上11点左

右（太平洋标准时间）并一直持续不间断。该公司在发现这一事件后，立即与互

联网服务提供商进行了联系，以通过共同合作缓解由攻击带来的影响。

Sucuri发言人在发给HackRead的电子邮件中表示：“攻击的强度足够大，这

导致我们的一些端口接近容量，导致非常高的延迟和数据包丢失。在其他一些地

区，它造成了暂时的延迟和数据包丢失。”

自攻击开始以来，该公司一直通过其网站页面与推特向客户提供与事件最新

进展相关的信息。

该公司在发布的的信息中写道：“在过去的4小时里，我们一直在与一级

供应商，我们的NOC和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帮助缓解攻击并改变受影响地区

的路线。不幸的是，由于攻击的大小，完成处理工作需花费的时间比预期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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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OS攻击是一种发起成本较低，但效果显著的攻击手段，早期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手段加以防护，比如通过更改系统配置，或

对本地网络进行升级改造，就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防护效果，但如今，

DDOS攻击的方法在不断更新，量级在不断上涨，大量攻击源都是来自

受害方无法控制的资源，且当攻击到达受害方本地后，其规模根本是无法

预料和想象的，因此，从近年来的DDOS攻防态势看，大家都不约而同

的采取了协同防护的思路，即在本地加强防护等级的同时，还需借助上游

云服务商及运营商对大流量进行过滤，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在日常的工

作中，对DDOS攻击进行攻防演练，找到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并加以落

实，才有可能在攻击来临时，做到真正有效的防护。

专家点评

得多。”

尽管在Sucuri在最后发布的信息

中表示“问题已经解决”，但并没有

透露DDoS攻击的确切大小以及攻击

者的身份和动机。

从 最 近 的 一 些 报 道 来 看 ， 大

规模DDoS攻击近来出现了激增的

态 势 。 在 上 个 月 ， 恶 意 黑 客 利 用

Memcached服务器的漏洞开展了两

起破纪录的DDoS攻击：全球开源代

码共享平台Github遭受了有史以来最

严重的DDoS攻击，峰值流量达到了

1.35Tbps；而仅在5天之后，DDoS攻

击再次刷新了世界记录，美国一家服

务提供商遭遇了峰值流量达到1.7Tbps

的DDoS攻击。

与此同时，这个漏洞 也被黑客

用来攻击了腾讯网、360、卡巴斯基

实验室、亚马逊、谷歌、美国全国

步枪协会（NRA）、索尼互动娱乐

（Play Station）、我的世界（Minecraft）以及其它一些高知名度的目标。

至于Sucuri，好消息是这场持续性的DDoS攻击已经成功得到缓解，其服

务已经恢复以及客户网站也已经重新联机上线。

本文转自：E安全

原文链接：https://www.easyaq.com/news/15336651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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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兰大市签署 270 万美元合同
修复勒索软件攻击影响

在几周前，亚特兰大市政系统遭遇了一起大规模的勒索软件攻击，勒索软件

感染导致多个城市在线服务中断。众多内部应用软件和面向客户的应用软件因服

务器宕机而无法正常使用，包括客户用于支付账单或访问法院相关信息的一些应

用软件。

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国土安全部以及知名IT公司微软和思科的安全专

家随后参与了针对此事件的联合调查行动。调查人员认为，攻击开始于一台易受

攻击的 Java 应用服务器，黑客在成功入侵并劫持该服务器后，将勒索软件传播到

了整个城市网络的计算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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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开的勒索软件赎金票据屏幕截图来看，黑客要求亚特兰大市政府为每

一台遭到锁定的计算机支付0.8枚比特币（约价值6800 美元）作为赎金，或者一

次性支付6枚比特币（约价值5.1万美元）来解锁整个计算机网络。

亚特兰大市新上任的首席运营官Richard Cox表示，的确有几个部门受到了

勒索软件攻击的影响，但并不包括关键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如负责公共安全、供

水和机场服务的几个部门都仍能保持正常运作。

根据国外媒体WSB-TV于上周三发表的报道来看，勒索软件攻击目前已经给

亚特兰大市带来了至少270万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这依据于WSB-TV记者Aaron 

Diamant获取到的一份新的资料。

 

根据Aaron Diamant得到的资料显示，这270万美元来自于亚特兰大市政府在

攻击事件发生后签署的八份紧急合同。这包括与网络安全公司SecureWorks签署了

一份价值65万美元的合同，涉及事件响应；与管理顾问公司Ernst&Young签订的

一份合同，金额为60万美元，内容是提供咨询服务；另外，还与Firsoft公司签订

的一份价值73万美元的合同以及与公关公司Edelman签订了一份价值5万美元的危

机沟通服务合同。

好消息是，经过多方努力，亚特兰大市当地政府机构正在逐步恢复正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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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索软件攻击，其实是早在8、9年以前就出现的一种攻击方式，

近两年由于0Day漏洞及新型木马病毒的不断出现，勒索软件也利用新

的EXP开始趋于活跃，出现了诸多新的变种，如去年的WannaCry、

Petya、坏兔子（Bad Rabbit）等等。目前，勒索软件攻击的主要传播途

径包括服务器入侵、利用漏洞、邮件及邮件附件、网页挂马、软件下载及

升级等，如此次安全事件中，“攻击开始于一台易受攻击的 Java应用服

务器，黑客在成功入侵并劫持该服务器后，将勒索软件传播到了整个城市

网络的计算机上”，就是典型的服务器入侵传播方式。避免服务器入侵传

播的主要方法，就是对面向互联网访问的服务器及服务端口进行有效管

理，做好互联网与内网之间的访问控制和安全防护策略，定期进行互联网

资产稽查，并对互联网资产暴露面进行实时监控，全面掌握互联网资产情

况，一旦发现可疑及时处理。

专家点评

作。亚特兰大市长Keisha Lance Bottoms在前两周就已经发表了一份声明，详细

介绍了在遭遇勒索软件攻击后该市恢复过程的最新情况。

该声明称，亚特兰大市政府工作人员仍在于与安全公司和执法机构一起

工作，以尽快恢复所有的系统。虽然市政官员敦促所有人应留意自己的个人

信息是否遭到滥用，但到目前来看似乎并没有人因为此事件遭遇数据泄露。

如果有需要，他们将为受到影响的人提供额外的保护资源。

本文转自：E安全

原文链接：https://www.easyaq.com/news/150061706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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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logic 反序列化远程代码 
执行漏洞 (CVE-2018-2628) 
技术分析与防护方案
发布时间：2018 年 4月 18日

漏洞影响范围

 □ Weblogic 10.3.6.0

 □ Weblogic 12.1.3.0

 □ Weblogic 12.2.1.2

 □ Weblogic 12.2.1.3

根据NTI（绿盟态势感知平台）反馈的结果，在全球范围内对互联网

开放weblogic服务的资产数量多达19229，其中归属中国地区的受影响资产为

1787。

综述

当地时间4月17日，北京时间

4月18日凌晨，Oracle官方发布了4

月份的关键补丁更新CPU（Critical 

Patch Update）,其中包含一个高危的

Weblogic反序列化漏洞(CVE-2018-

2628)，通过该漏洞，攻击者可以在

未授权的情况下远程执行任意代码。

参考链接：

http://www.oracle.com/technet 

work/security-advisory/cpuapr2018- 

36780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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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中国归属各省市的的分布情况如下图所示，北京地区开放的资产数

量较多。

技术防护方案

用户自查

使用如下命令检查Weblogic版本是否在受影响范围内：

$ cd /lopt/bea92sp2/weblogic92/server/lib

$java -cp weblogic.jar weblogic.version

同时检查是否对外开放了7001端口（Weblogic默认端口）。

官方修复方案

官方已经在本日发布的关键补

丁更新中修复了该漏洞，请用户及时

下载更新进行防护。

参考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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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e twork/ secur i ty-adv i so ry/

cpuapr2018-3678067.html

注：Oracle官方补丁需要用户持

有正版软件的许可账号，使用该账号

登陆https://support.oracle.com后，可

以下载最新补丁。

临时解决方案

CVE-2018-2628漏洞利用的

第一步是与Weblogic服务器开放在

服务端口上的T3服务建立socket连

接，可通过控制T3协议的访问来临

时阻断攻击行为。WebLogic Server 

提供了名为 weblogic.security.net.

ConnectionFilterImpl 的默认连接筛选

器。此连接筛选器接受所有传入连

接，可通过此连接筛选器配置规则，

对t3及t3s协议进行访问控制。。

1.  进入Weblog ic控制台，在

base_domain的配置页面中，进入“安

全”选项卡页面，点击“筛选器”，

进入连接筛选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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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连接筛选器中输入：weblogic.security.net.ConnectionFilterImpl，在连

接筛选器规则中输入：* * 7001 deny t3 t3s

3. 保存后规则即可生效，无需重新启动。

连接筛选器规则格式如：

target localAddress localPort action 

protocols，其中：

◆ target 指定一个或多个要

筛选的服务器。

◆ localAddress 可定义服务器

的主机地址。(如果指定为一个星

号 (*)，则返回的匹配结果将是所

有本地 IP 地址。)

◆ localPort 定义服务器正在

监听的端口。(如果指定了星号，

则匹配返回的结果将是服务器上

所有可用的端口)。

◆  a c t i o n  指 定 要 执 行 的

操作。(值必须为“al l ow”或

“deny”。)

◆ protocols 是要进行匹配的

协议名列表。(必须指定下列其中

一个协议：http、https、t3、t3s、

giop、giops、dcom 或 ftp。) 如果

未定义协议，则所有协议都将与

一个规则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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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5 /  安全月刊 43

漏洞聚焦

2. 内网资产可以使用绿盟科技

的入侵检测系统(IDS)，远程安全评估

系统（RSAS V6）和Web应用漏洞扫

描系统（WVSS） 进行检测。

 ◆ 入侵检测系统（IDS）

ht tp ://upda te .n s focu s . com/

update/listIds

 ◆ 远程安全评估系统（RSAS 

V6）

ht tp ://upda te .n s focu s . com/

update/listRsasDetail/v/vulweb

 ◆ W e b 应 用 漏 洞 扫 描 系 统

（WVSS）http://update.nsfocus.com/

update/listWvssDetail/v/6/t/p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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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进行防护：

 ◆ 入侵防护系统（IPS）

ht tp ://upda te .n s focu s . com/

update/listIps

 ◆ 下一代防火墙系统（NF）

ht tp ://upda te .n s focu s . com/

update/listNf

通过上述链接，升级至最新版

本即可进行防护！

互联网资产影响排查

绿盟科技威胁情报中心提供对

互联网开放网络资产信息查看的功

能，企业用户可通过在NTI上检索自

有资产信息端口开放情况，查看企业资产是否受此漏洞影响。

绿盟科技威胁情报中心为企业客户提供互联网资产核查服务，使得企

业客户能够及时掌握自身资产的安全态势以及资产变动情况，服务详情可咨

询：NTI@nsfocus.com，或者咨询对应的客户经理。

技术分析

漏洞简析

该服务会解包Object结构，通过一步步的readObject去第二步服务器上的

1099端口请求恶意封装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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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本地弹出计算器。

Weblogic已经将互联网暴露的PoC都已经加入了黑名单，如果要绕

过他的黑名单的限制就只能自己动手构造。来看看InboundMsgAbbrev中

resolveProxyClass的实现，resolveProxyClass是处理rmi接口类型的，只判断了

java.rmi.registry.Registry，其实随便找一个rmi接口即可绕过。

protected�Class<?>� resolveProxyClass(String[]� interfaces)� throws�

IOException,�ClassNotFoundException�{

���String[]�arr$�=�interfaces;

���int�len$�=�interfaces.length;

���for(int�i$�=�0;�i$�<�len$;�++i$)�{

������String�intf�=�arr$[i$];

������if(intf.equals("java.rmi.registry.Registry"))�{

� � � � � � � � � throw� new� InvalidObjectException("Unauthorized� proxy�

deserialization");

������}

���}

���return�super.resolveProxyClass(interfa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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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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0 平台身份验证绕过漏洞 
（CVE-2018-6873， 

CVE-2018-6874）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8 年 4月 10 日

综述

近日，Auth0被曝出存在严重的身份验证绕过漏洞。该漏洞（CVE-

2018-6873）源于Auth0的Legacy Lock API没有对JSON Web Tokens(JWT)的参

数做合理的验证，随后可以触发一个CSRF/SXRF漏洞（CVE-2018-6874）。

攻击者仅需要知道用户的user ID或者email地址，就可以登录该用户任何使用

Auth0验证的应用。

Auth0拥有2000多家企业用户并且每天管理超过15亿次的登录验证，是最

大的身份平台之一。目前Auth0已经发布更新修复了该漏洞。

相关链接：

https://securityaffairs.co/wordpress/71175/hacking/auth0-authentication-

bypass.html

https://medium.com/@cintainfinita/knocking-down-the-big-door-

8e2177f76ea5

受影响的版本

 □ Auth0.js 9 & Lock 11 以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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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

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

的后果及损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此承担任何责

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

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任意

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不受影响的版本

 □ Auth0.js 9 & Lock 11

解决方案

Auth0官方已经发布通告说明了上述漏洞并且已发布新版本，请受影响的

用户尽快按照官方的指导更新升级，进行防护。

不方便升级的用户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暂时进行防护：

1. 对于CVE-2018-6874，用户可以将服务管理面板中的Legacy Lock API 

flag设置为off，这样会使得跨域验证（cross-domain authentication）失效，但/

login上的全局登录（Universal Login page）仍然有效。

2. 官方推荐使用多因素身份验证功能（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使用

该功能的用户并不会受上述漏洞的影响。

参考链接：

https://auth0.com/blog/managing-and-mitigating-security-vulnerabilities-

at-aut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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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Bradley(AB)  
MicroLogix 1400 PLC 

系列漏洞漏洞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8 年 4月 11 日

综述

Cisco Talos团队发布通告，Allen-Bradley的MicroLogix 1400 PLC存在多个漏

洞，包含高危的访问控制漏洞等，攻击者通过这些漏洞可以对受影响的设备进行

拒绝服务攻击。

漏洞概括如下表：

CVE 编号 漏洞名称 影响的设备 CVSS 3.0

CVE-2017-12088
以太网卡特制数据包拒

绝服务漏洞

Al len   Brad ley 

Micrologix 1400 

Ser ies  B  FRN 

21.2 及以下版本

8.6

CVE-2017-12089
梯形图逻辑程序下载设

备故障拒绝服务漏洞
8.6

CVE-2017-12090
SNMP 集处理异常行

为顺序拒绝服务漏洞
7.7

CVE-2017-12092
内存模块存储程序文件

写入漏洞
3.7

CVE-2017-12093 资源池拒绝服务漏洞 5.3

CVE-2017-14462~

CVE-2017-14473
访问控制漏洞 10.0

点击上方表格中的漏洞名称可查看漏洞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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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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方案

建议监视通过Micrologix 1400以及其他敏感host的流量，另外需要采取合

理的网络隔离来确保未授权的用户无法访问PLC。

绿盟科技提供检测和防护产品应对上述漏洞：

 ◆ 工控漏洞扫描系统（ICSScan）

可对上述漏洞进行扫描检测。

参考链接：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ICSScan

 ◆ 入侵检测系统（IDS）

可检测CVE-2018-12088和CVE-2018-12092漏洞，并且可以对10.0评分

的漏洞（CVE-2017-14462 ~ CVE-2017-14473）进行风险告警。

参考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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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侵防护系统（IPS）

可防护CVE-2018-12088和CVE-2018-12092漏洞, 并且可以对10.0评分

的漏洞（CVE-2017-14462 ~ CVE-2017-14473）进行风险告警。

参考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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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产品只要升级到最新版本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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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4 月安全更新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8 年 4月 11 日

综述

北 京 时 间 4 月 1 1

日，Adobe官方发布了

4月安全更新，修复了

包括AdobePhoneGap, 

ColdFusion, Adobe Digital 

Editions, Adobe InDesign, 

A d o b e  E x p e r i e n c e 

Manager和Adobe Flash 

Player等产品的数个安全

漏洞，概括如下：

产品 CVE 漏洞类别 漏洞影响 严重程度

Adobe Digital 

Editions

CVE-2018-4925 越界读取
信息泄露

ImportantCVE-2018-4926 栈溢出

Adobe InDesign
CVE-2018-4927

未受信任的搜

索路径
本地提权

CVE-2018-4928 内存破坏 任意代码执行 Critical

Adobe Experience 

Manager

CVE-2018-4929
存储型XSS

敏感信息泄露

Moderate

CVE-2018-4931
Important

CVE-2018-4930 XSS

Adobe Flash 

Player

CVE-2018-4932
释放后使用

（UAF）
远程代码执行 Critical

CVE-2018-4933
越界读取 信息泄露 Important

CVE-2018-4934

CVE-2018-4935
越界写入 远程代码执行 Critical

CVE-2018-4937

CVE-2018-4936 堆溢出 信息泄露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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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CVE 漏洞类别 漏洞影响 严重程度

Adobe ColdFusion

CVE-2018-4938 危险库加载 本地提权 Important

CVE-2018-4939
反序列化不安

全数据
远程代码执行 Critical

CVE-2018-4940
XSS

信息泄露

Important
CVE-2018-4941

CVE-2018-4942
不安全的XML

外部实体处理
Important

Adobe PhoneGap 

Push Plugin
CVE-2018-4943 同源方法执行 JS代码执行 Important

相关链接：

https://helpx.adobe.com/security.html

解决方案

Adobe已经在4月11日发布的月度更新中修复了上述漏洞，用户应及时更新升级进行防

护。可以点击上表中的产品名称查看相关漏洞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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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17654

新增规则

1. 攻击 [24248]: Oracle OSS Support Tools Diagnostic Assistant 远程命令注入漏洞

2. 攻击 [10481]: Squid HTTP Caching Proxy 拒绝服务攻击漏洞 (CVE-2018-1000027)

3. 攻击 [24249]: Microsoft IE 浏览器 JsErrorToString 堆溢出漏洞

4. 攻击 [50546]: Allen Bradley Micrologix 1400 Series B Session 泄露风险

5. 攻击 [24250]: Drupal 核心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6. 攻击 [24251]: Adobe Acrobat ImageConversion EMF 文件整数溢出漏洞

7. 攻击 [24253]: Adobe ColdFusion RMI Registry 反序列化漏洞

8.  攻击 [24247]: Allen Bradley Micrologix 1400 系列 B Memory Module Store Program 文件写

入漏洞

9.  攻击 [10480]: Allen Bradley Micrologix 1400 Series B Ethernet 功能拒绝服务漏洞

10. 攻击 [24245]: 锐捷网关设备远程命令执行漏洞

11. 攻击 [24244]: IBM Informix OpenAdmin Tool welcomeService.php 命令执行漏洞

12. 攻击 [24246]: Cisco IOS and IOS XE Software Smart Install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13. 攻击 [24241]: NetIQ Access Manager Identity Server 目录遍历漏洞

14. 攻击 [24242]: Microsoft Office 远程内存栈溢出漏洞 (CVE-2018-0802)

15. 攻击 [24243]: Mozilla Firefox WebAssembly Table 整数下溢漏洞

16. 攻击 [41549]: PHP Webshell 后门访问

17. 攻击 [41550]: Ani-Shell PHP Webshell 访问

18. 攻击 [41548]: Webshell 后门伪装 404 错误页面

19. 攻击 [30710]: 智能型管理中心不安全反序列化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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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17654

20. 攻击 [24239]: Dell EMC Storage Manager 目录遍历漏洞 (CVE-2017-14384)

21. 攻击 [24240]: Flexense SyncBreeze Enterprise HTTP 服务器缓冲区漏洞

22. 攻击 [24235]: Microsoft SQL RDBMS 引擎 UNC 路径注入权限升级漏洞

23. 攻击 [24238]: 趋势科技邮件安全虚拟设备认证绕过漏洞

修改更新规则：

1. 攻击 [41493]: lostlove 僵尸网络肉鸡上线

2.  攻击 [24133]: HP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Center getSelInsBean 表达式语言注入漏洞

(CVE-2017-12490)

3.  攻击 [24148]: HP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Center saveSelectedDevices 表达式语言注入漏

洞 (CVE-2017-12491)

4.  攻击 [24247]: Allen Bradley Micrologix 1400 系列 B Memory Module Store Program 文件写

入漏洞

5. 攻击 [41548]: Webshell 后门伪装 404 错误页面

6. 攻击 [23614]: Oracle Weblogic Server Java 反序列化漏洞

7. 攻击 [41386]: TrickBot 银行木马通信

网络入侵防御/检测系统规则库更新

Web 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6.0.6.1.39133

修改规则 :

1. 命令注入防护

	 	25612341 bypass_command_inject 针对特殊场景进行优化 25612334 linux command inject 

针对特殊场景进行优化

2. SQL 注入防护

	 18612358 sql_case_when_syntax_strict 针对某些场景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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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威胁情报中心（NTI）成绩单

绿盟威胁情报中心（NSFOCUS Threat Intelligence 

center，以下简称NTI）是绿盟科技为落实智慧安全2.0战

略， 促进网络空间安全生态建设和威胁情报应用，增强

客户攻防对抗能力而组建的专业性安全研究组织。作为

智慧安全2.0极为重要的创新成果之一，NTI苦练内功，

稳扎稳打，向业界交出了一份骄人的成绩单。

绿盟威胁情报中心自成立以来，担当着驱动安全

战略转型的使命，使得被动、静态、基于规则的安全防

护，走向主动、动态、自适应的防御体系。NTI基于持

续的资产监测能力，将威胁情报与资产准确关联，做到

安全威胁事前预测、热点事件实时预警、 情报驱动设备

防御、攻击事件溯源分析，助力企业进入智能安全防护

时代。

绿盟威胁情报的应用场景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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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外市场初露锋芒

在2017 国际RSA安全峰会中，绿盟威胁情报产品被

知名媒体评选为“Hot Product”，是唯一来自中国的产

品。2018 RSA峰会在即，NTI团队将携带全新成果与重

量级年度安全分析报告，亮相旧金山。

二、凭借准确、独特的威胁情报数据，以及

企业侧情报平台，签约政府、金融、运营商、能

源等多行业客户

依托于绿盟科技多年的安全研究和安全沉淀，NTI

团队持续跟踪国内外最新网络安全研究动向，持续开

展漏洞挖掘分析、逆向工程、入侵检测和防御、抗分布

式拒绝服务、恶意软件、攻击行为分析和检测、蜜罐和

蜜网等安全专项研究，在安全漏洞、入侵规则、恶意样

本、安全事件等方面积累了大量业内领先的特色数据。

NTI将这些数据作为重要情报来源，并集成了开源

情报、商业购买情报、战略合作情报，不断丰富情报数

据数量和情报类型，为客户提供最新威胁的防御能力。

在某运营商重大项目中，经过投标现场的严格测试

和比选，NTI在IP情报、域名情报、样本情报以及威胁情

报平台建设和服务四部分均获得了技术最高分，以卓越

的成绩脱颖而出，成功中标。该项目的交付完成，意味

着以威胁情报为中心的安全解决方案已经全面落地，通

过情报平台、情报数据、情报服务，将安全能力传递为

客户，全方位保护客户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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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绿盟全线安全产品及解决方案，均已经

集成威胁情报

绿盟科技以“云地人机”协同作战的整体安全战略

为导向，将云端的威胁情报与本地的安全设备和安全平

台相结合，使有效且智慧的“情报”指挥安全设备进行

防御，配合安全平台进行安全分析和溯源，最终实现立

体化安全解决方案，最新威胁可达小时级别防御，从而

做到“云地协同、智行合一”。

四、绿盟安全服务和安全运营运用威胁情

报，全力保障客户安全

在安全运营和服务闭环方面，绿盟科技在已有安

全服务基础上，结合威胁情报、大数据分析以及人工智

能技术，不断提升威胁预警的针对性和精准度，将威胁

的闭环处置周期缩短至小时级，大幅度降低客户安全

风险。

五、输出重量级安全分析报告

NTI依托于对全球安全态势的持续监控，输出了

《互金大盗背后的高级威胁组织APT-C1报告》、《物

联网安全研究报告》、《2017年度网络安全观察》、

《2017年度DDoS与Web应用攻击态势报告》、《2017年

度BOTNET趋势报告》等数篇重量级安全报告。并与平

安科技金融研究院合作，输出了《2017年度金融科技安

全分析报告》。

NTI依托绿盟科技专业的安全团队和强大的安全研

究能力，对全球网络安全威胁和态势进行持续观察和分

析，以威胁情报的生产、运营、应用等能力及关键技术

作为核心研究内容，申请专利数十个，推出了绿盟威胁

情报平台以及一系列集成威胁情报的新一代安全产品，

为用户提供可操作的情报数据、专业的情报服务和高效

的威胁防护能力，帮助用户更好地了解和应对各类网络

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