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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本文以等保2.0为背景，提出了以数据为价值重心、

以安全运营为保障手段、以日志管理、威胁分析、情报

预警、风险管理、IT运维为技术支撑、以安全人员为核

心资产，通过提前预判、提早设防、提早识别、事中响

应、事中阻拦、事中防御、事后溯源、事后通报、事后

总结，全方位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免受攻击、侵入、

干扰和破坏。即我国网络安全的下一代网络安全防护体

系的思路，其中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就是指安全专业人员

通过运用安全管理平台进行分析、研判设定合理的防御

策略从而降低网络威胁程度，提升网络防护响应速度。 

等保2.0系列标准即将发布，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

要求通用要求（试运行稿）在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

求（现运行版本）技术部分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调整。

浅谈等保2.0时代——通过安全管理平台
全面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金融事业部  张凯

等保2.0与正在执行的等保1.0（GB/T 22239-2008）相

比最大的变化在于补充提出了四项安全扩展要求，分别

是：云计算安全扩展要求、移动互联网安全扩展要求、

物联网安全扩展要求和工业控制系统安全扩展要求。

为了更好的开展等保整改工作，公安部测评中心建

议应依据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政策和标准，开展组织

管理、机制建设、安全规划、通报预警、应急处置、态

势感知、能力建设、监督检查、技术检测、队伍建设、

教育培训和经费保障等工作。网络安全法的颁布，直接

将等级保护从基本制度上升到了法律法规层面，从应该

做变为必须做不得不做，网络安全法中对网络活动和行

为有明确规定，从此网络安全法和等级保护密不可分互

为补充。《网络安全法》第三章第二十一条采取监测、

等级保级标准体系

云计算安全扩展要求

物联网安全扩展要求

移动互联网安全扩展要求

工业控制系统安全扩展要求

通用要求

定级指南 基本要求 设计要求 测评要求



2018.7 /  安全月刊 5

政策解读

记录网络运行状态、网络安全事件的技术措施，并按照

规定留存相关的网络日志不少于六个月；第五十四条组

织有关部门、机构和专业人员，对网络安全风险信息进

行分析评估，预测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影响范围和危害

程度；第五十二条负责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

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业、本领域的网络安全监测

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并按照规定报送网络安全监测预

警信息。第三十八条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应当

自行或者委托网络安全服务机构对其网络的安全性和可

能存在的风险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检测评估，并将检测评

估情况和改进措施报送相关负责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保护工作的部门。这些条款分别对IT运营者提出更高的

要求，需建立一套全面的可持续运营、感知未知威胁、

应对攻击风险、日志可视化分析、威胁情报响应等的综

合管理方式来保障网络安全运行必不可少的几个重要

因素。

一、以关键基础设施为载体，全面
进行安全防护

安全技术能力建设无论在等级保护1.0时代还是即将

到来的等级保护2.0时代，都占据了等保基本要求的半壁

江山，在等级保护管理制度方面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

安全技术能力建设方面的要求，可以说安全技术建设占

据了等保测评主导思想，同时也是企事业单位面对网络

安全威胁的第一道防御线。

《网络安全法》建立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

制度。通过从国家、行业、运营者三个层面，分别规定

了国家职能部门（如网信办、网监、公安部等）、行业

主管部门（如银保监会、卫生局、教委等）及运营企业

等各相关方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方面中的责任

与义务。关键基础设施所包含的信息系统是需要根据信

息系统受到破坏后对国家、社会、法人、公民的利益造

总体安全策略

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网络安全综合防御体系

安全管理中心

等级保护对象

网络安全战略规划目标

定级备案 安全建设 等级测评 安全整改 监督检查

通信网络 区域边界 计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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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严重程度进行等保定级。

等级保护2.0在对关键基础设施进行安全测评上增加

了4个大类，在所有5个类别中物理和环境安全是建设基

石，网络和通信安全是传输通道，设备和计算安全是能

力保障，每一个安全层面都相互关联、互相影响、互相

传导、层级递进最终决定了数据的可用性、保密性、完

整性。 

二、以数据资产为核心保护对象

在21世纪信息化时代发展过程中，我们经历了过

无数次网络攻击事件的发生，这些攻击手段各式各样。

但只有以窃取和损坏数据为目的攻击给企业带来了难以

承受的后果，在这些攻击背后有的造成了企业的阵痛，

有的造成了企业血的教训，有的直接让企业倒闭破产。

在当前大数据时代中，数据可以被用来加工、提炼、汇

总、分类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可以挖掘出新的价值，指导

企业战略发展方向，优化企业内部流程，开拓新的市场

机会的重要资源。通过这些安全攻防事件背后带来的深

思，我们逐渐认识到：

 ◆ 数据是等级保护安全建设的核心内容。

 ◆  物理环境、网络通信、设备计算、应用的安全是

数据前四道防线。

 ◆ 管理制度和体系是规范执行的手段。

 ◆ 安全管理平台是运维人员的防御盾牌。

 ◆ 人是网络防护中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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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数据、人、平台、管理制度是未来网络安全主

动防御体系的发展方向。

在网络安全攻击事件发生后，如不能有效的对攻

击的来龙去脉进行有效的分析，无疑是像大海捞针一样

痛苦的分析每个安全设备的日志。因此，全面有效的对

各种软硬件设备和业务系统进行日志统一收集、统一分

类、统一过滤，形成人机都能读懂的日志，便能对入侵

者行为进行分析，找出关联关系，大幅度提高日志解读

能力。在应对攻击威胁时，我们要从攻击者的思维视角

出发，以攻击链7个步骤为场景进行安全分析，将各类

安全数据进行关联分析，快速感知全网安全趋势和高风

险点，将各种威胁事件行为、系统脆弱性进行可视化展

示。同时运维人员应从资产管理角度出发，将资产漏洞

风险贯穿整个资产生命周期当中，结合外部漏洞威胁情

报，有效应对0day漏洞，从而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及时有

效完成漏洞修补工作。所以我们说安全综合管理平台应

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IT运维中心、数据采集中心、态势感知中心、情报

预警中心、风险管理中心、安全分析中心。

数据采集
中心

安全管理平台

安全分析
中心

IT 运维
中心

情报预警
中心

态势感知
中心

风险管理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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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云端威胁情报和本地安全管
理平台相结合的方式

无论是等保2.0还是网络安全法中明确表示应建立

网络安全预警机制，经过实际案例表明安全综合管理平

台是其最佳实践方式，这与传统的SOC平台或NGSOC

（下一代SOC）平台有本质的区别，更突出的是提供包

括顶层设计、平台建设、子系统建设全套解决方案实施

能力。

安全管理平台以大数据框架为基础，结合威胁情报

系统，通过攻防场景模型的大数据分析及可视化展示等

手段,协助客户建立和完善安全态势全面监控、安全威胁

实时预警、安全漏洞及时预防、安全事故紧急响应的能

力。通过完整健全的体系架构，高效地结合攻击场景的

阶段性分析，协助安全专家快速发现和分析安全问题，

并能通过实际的运维手段实现安全闭环管理。

所以通过准确可靠的、经过分析处理并得到验证

的安全威胁信息为决策者提供制定计划、采取行动的依

据。这通常由云端的威胁情报中心进行输出传递给本地

的安全管理平台进行处理。这种本地联合云端一体化的

处理方式一般包括四个过程：

 ◆ �情报收集：收集来自各种渠道的数据，用以获得

的保护系统核心资产的安全线索的总和

 ◆ �情报分析：收集到各种来源的情报后，需要采用

大数据分类技术，通过机器学习对海量数据进行

分类整理。

 ◆  情报传递：安全管理平台可通过API接口与威胁

情报对接，自动获取云端的威胁情报数据。

 ◆  处理响应：安全产品共享情报信息，进行安全风

险预警，并联动处理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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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近期，在绿盟科技人力资源部门的组织下研读了《企业持续成功的秘诀-组

织能力的杨三角》一书。主要目的是为了明确工程团队的组织能力，提高工程团

队整体战斗力，助力客户成功。在组织能力构建的实践环节中，联想到组织能力

的杨三角可以作为我们构建企业安全保障框架的参考模型。先给大家看下构建出

来的企业安全保障框架：

在上图中，左图是经典的组织能力杨三角，右图是构建出来的企业安全保障

框架。为什么会以组织能力杨三角为参考模型设计企业安全保障框架呢？

1. 从整体逻辑来看，组织能力配合企业战略达成企业成功，安全保障配合企

业安全战略达成安全成功。

2. 从组织能力定义来看，企业组织能力强调的是团队整体战斗力。安全保障也

是需要整个公司所有部门，所有员工团队作战才能构筑企业的安全防御力。

3. 从两个模型三个关键要素分别来看：

从组织能力的杨三角到 
企业安全保障成熟度模型
北京服务交付部  赵波  杨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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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能力 安全保障框架

员工

思维

明确战略目标，将企业价值观成为员工

每天工作时心中所真正关心的、追求的、

重视的事情

安全

策略

明确公司安全目标和策略，对安全团队提出明确的方向和要求。

将安全意识渗透到员工的日常工作中

员工

治理

在合理的组织架构和责权设置下，以行

之有效工作流为基础，提供足够的信息

支撑员工决策。

关键词：组织架构，责权，信息、流程

保障

机制

合理的安全组织治理，明确的岗位责权设置，清晰全面的流程管

控，强有力的技术知识库和工具支撑，可落地考量指标和持续优

化设计。

关键词 : 组织人员，流程管控，技术措施，考量指标，持续优化

员工

能力

员工胜任工作、实现企业战略目标所需

要的知识、技能和素质

关键词：知识，技能，素质

安全

能力

为了实现企业安全目标，完成各项安全工作的能力。每一项安全

能力都由流程、人员、技术措施和考量指标四要素组成。

安全保障框架

企业安全保障框架历经多

年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出现

了很多经典的模型，如：“房子

型”，“同心圆型”，“三维立

体型”等。主体思路是：安全战

略与方针作为顶层设计，由技术

体系、管理体系、组织架构、运

维体系等作为组成要素。最主要

的问题的是：将一项或一组安全

工作拆分成了技术部分、管理部

分和人员组织三个部分。在很多

企业，管理体系建设项目与技术

评估、技术工具采购项目都是不

同部门分别运作。当然这只是其

中一个问题。

其实做好安全工作的准则

就一条：

在标准化流程引导下，安全人员依赖可落地的技术措施，高效、标准化地

完成安全工作。通过可量化的指标评价工作效果，不断的改进和优化。

要满足这一条准则需要对安全保障框架的“三个角”进行深入研究与全面设

计。下图为企业安全保障框架整体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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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安全保障框架有三个方面的

详细设计思路如下：

1. 安全策略：依据企业安全战

略明确安全目标、安全方针及详细安

全策略；

2. 安全能力：以应用系统建设

生命周期视角，从规划、建设、运维

和合规四个方面，明确安全工作及完

成安全工作需要具备的安全能力；

3. 保障机制：从组织人员、流程

管控、技术措施、考量指标和持续优

化四个方面对安全工作的开展进行保

障支撑。同时，明确四个保障要素发

挥作用需要的安全能力。

逻辑澄清：

问题 1：保障机制里面的安全能力

和其他安全能力的区别本质上没有

区别。

保障机制的安全能力等级较高，保

障机制发挥作用越大；

保障机制发挥稳定作用，确保其他

安全工作能力较强。

问题 2：保障机制四要素和安全能

力的关系

保障机制四要素是安全能力的组成

要素和评价要素。一项安全能力是

完成一项安全工作的关键四要素（保

障机制四要素）的合集。正因为安

全能力由四要素构成，所以，我们

在评价一项安全能力的等级高低时，

也会从保障机制四要素进行评价。

安全保障框架提供的是构建企业专属安全保障体系的一个参考模型。企

业需要首先要有清晰的安全战略，在安全战略的全局指引下，在主线的引导

下，识别出需要开展的安全工作。然后，从保障机制的四要素出发，逐步构

建完成安全工作的每一项安全能力。特别需要关注保障机制自身的建设。这

里谈到的主线是形成体系化的关键，比如：应用建设为主线，事件管理为主

线等。

安全保障成熟度

企业构建完成安全保障框架并不代表就具有较高的安全防护水平。只能

保证一定的全面性和科学性。只有具备一定的成熟度，才能确保安全防护效

果。参考CMMI成熟度模型，将企业安全保障成熟度划分为5个的别：

1-无防护级

2-单点防护级

3-流程化防护级

4-体系化防护级

5-安全运营级

下面通过图形的方式展示2级-5级的各自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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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成熟度级别之间的差异，先引入安全能力视图：

每一成熟度级别都应具有相应的关键能力和基础实践。安全能力如上图所

示，是完成安全工作的能力。基础实践为安全工作的具体参考示例。

名称 级别 级别描述 关键能力 基础实践

安全保

障成熟

度模型

成 熟 度 级

别 1- 无防

护级

缺失或零星安全保障

措施。
待补充

成 熟 度 级

别 2- 单点

防护级

在关键安全关注点上

有相应安全能力建设

及保障机制

R2-2级，F2-3级，

S5-2级，O2-2级，

O5-2级，C3-2级，

待补充

成 熟 度 级

别 3- 流程

化防护级

已全面识别企业安全

威胁，流程化地开展

安全活动。

RFTA-3 级，SO-3

级。
待补充

成 熟 度 级

别 4- 体系

化防护级

构建体系化安全保障

框架，在保障机制下，

将安全活动有效实施。

全部保障机制-4级，

全部安全能力 -4级
待补充

成 熟 度 级

别 5- 安全

运营级

保障机制成熟度达到

卓越级别，安全能力

全面覆盖且持续改进。

全部保障机制-5级，

全部安全能力 -5级
待补充

上表将每个成熟度级别与安全能力进行了关联，其中“-”前面代表安全能

力编号，“-”后面代表安全能力等级。那么安全能力等级如何评定呢？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

 ◆  成熟度2级的企业在关键安

全关注点上有相应安全能力

建设，具有一些安全工具和

安全人员；

 ◆  成熟度3级的企业在成熟度2

级的基础上，流程化地开展

安全活动。并逐步识别企业

安全威胁；

 ◆  成熟度4级的企业已构建体

系化安全框架，在保障机制

下，将安全活动有效实施；

 ◆  成熟度5级的企业具有成熟

的保障机制，并借助自动化

平台工具实现全面覆盖、快

速响应及持续优化的安全工

作状态。

需要特别说明下：每一级的成

熟度都是在前一个成熟度基础之上达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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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能力等级评定

安全保障框架下的每项安全能力可以通过定性的方式进行等级评定，等级评

定涉及流程管理，技术措施，组织人员和考量指标四个要素。安全能力的等级评

定可参考下表：

等级 流程管理 技术措施 组织人员 考量指标

5、卓越阶段

信息安全融入了所有组

织之中，各类人员均具

有必备的安全意识和技

能

全面、前瞻性的安全技

术防护解决方案、可信

的安全技术防护手段

信息安全融入了所有组织之

中，各类人员均具有必备的安

全意识和技能

考量指标能够准确

评价安全活动，并可

持续的优化指标

4、成熟阶段
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制

度，制度得到执行

整体的安全安全技术解

决方案，完备的安全技

术防护措施

成立了合理的信息安全组织，且

运转顺畅，安全人员技能充足

全面的考量指标，考

量工作可落地执行

3、改进阶段
较完备的安全管理制

度，但可执行性不足

较完备的安全技术防护

措施，但缺少整体性

成立了专门的信息安全部门，

但组织职能未充分发挥，安全

人员技能不足

较全面的考量指标，

但可执行性不足

2、认知阶段 碎片化的安全管理制度
具备基本的安全技术防

护措施

开始认识信息安全，无信息安

全部门，有专职安全人员

具备部分考量指标，

不具备可执行性

1、初级阶段 缺少安全管理制度
缺少基本的安全技术防

护措施

不重视信息安全，无信息安全

部门，无专职安全人员
缺少考量指标

语 无论安全保障体系设计采用什么理论模式或呈现方式，有两个关

键点需要关注，一是：明确要开展的安全工作是什么，以及支撑安全

工作落地实施需要的保障机制是哪些；二是要设计考量体系，能够评

估安全工作交付质量和评价整个保障体系设计的合理性。不需规行矩

步，更需因地制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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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路径水很深，绿盟先趟几条出来
北京服务交付部  徐丹丹

一、攻击路径定义

攻击路径，并不是一个新词。目前学术界对攻击路

径有两种定义：

第一种定义：攻击路径是攻击者在信息系统渗透的

整个过程中经过所有资产节点所组成的路径。

第二种定义：攻击路径是攻击者在攻击单个资产

时，使用的所有攻击手段，所构成的逻辑序列。

作为技术人员，个人更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即在攻

击过程中依次使用的攻击手段。

二、攻击路径梳理

为什么要梳理攻击路径呢？

早在2008年第一版发布的PTES渗透测试标准里就表

明，在渗透测试中，攻击路径分析是不可或缺的。PTES

明确了渗透测试的几个阶段：前期交互，情报搜集、威

胁建模、漏洞分析、后渗透攻击。

这是目前几乎所有渗透测试都会参考的一个标准流

程。其中对漏洞分析阶段的描述是：

你需要考虑你该如何取得目标系统的访问权。在

漏洞分析阶段，你将综合从前面几个环节中获取到的信

息，并从中分析和梳理哪些攻击途径会是可行的。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收集到的信息识别目标系统的

漏洞，从而梳理攻击路径。流程如下：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综合情报收集阶段获取到的关

键信息，从中分析和梳理哪些攻击路径是可行的。选取

合适的场景规划整体攻击路径。部分攻击场景可适用的

内、外网攻击路径举例如下（仅供参考）：

绘制攻击路径

攻击场景
外网进入

途径

内网爬行

途径

社会工程

攻击场景

鱼叉攻击场景

账号获取场景

可利用

可利用

可利用

可利用

网络层攻

击场景

边界网络设备攻击

场景

WiFi 入侵场景

ARP欺骗攻击场景

可利用

可利用

可利用

可利用

应用层攻

击场景

应用信息利用

应用脆弱口令

应用漏洞入侵

旁站应用攻击入侵

可利用

可利用

可利用

可利用

可利用

可利用

可利用

系统层攻

击场景
远程节点入侵 可利用 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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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攻击路径分析

在渗透测试的过程中，实际情况通常没有预想的那

么“一帆风顺”，而往往是“曲径通幽”的。需要我们

对目标系统有充分的了解，通过前期的信息收集确认攻

击的目标和范围，对目标系统进行脆弱点分析，从而绘

制攻击路径。最好是在基本能确信特定攻击会成功的时

候，才真正对目标系统实施这次攻击。这里就不一一赘

述前期情报搜集和威胁建模的方法了，主要通过几种不

同攻击场景下对应的案例为您趟几条攻击路径。

社会工程攻击场景—鱼叉攻击

“鱼叉攻击”是黑客常用的攻击方式之一，最常见

的做法是，将木马程序作为电子邮件的附件，并起上一

个极具诱惑力的名称，发送给目标电脑，诱使受害者打

开附件，从而感染木马。

案例描述

Eugene是一名黑客，受雇于A公司担任社会工程学攻

击审查员，其任务就是设法闯入该公司的服务器。A公司

有一些专利工艺和供应商名单是竞争对手挖空心思想弄

到的。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与Eugene的业务合作伙伴进

行了一番电话会议，告诉Eugene“想闯入他公司几乎是

不可能的，因为他“拿自己的性命来看管秘密资料”。

Eugene通过前期的信息收集，找到了服务器的位

置、IP地址、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物理地址、邮件

服务器、员工姓名和职衔以及更多的信息。并设法了解

了这位CEO有个家人与癌症作斗争，因而，Eugene开始

关注癌症方面的募捐和研究，并积极投入其中。他通过

Facebook，还获得了关于这位CEO的其他个人资料，比

如他最喜爱的餐厅和球队。

他掌握了这手资料后，准备伺机下手。他打电话给

这位CEO，冒充是他之前打过交道的一家癌症慈善机构

的募捐人员。他告诉对方慈善机构在搞抽奖活动，感谢

好心人的捐赠奖品除了几家餐厅（包括他最喜欢的那家

餐厅）的礼券外，还包括由他最喜欢的球队参加的比赛

的门票。

那位CEO中招了，同意让Eugene给他发来一份关

于募捐活动更多信息的PDF文档。他甚至设法说服这位

CEO，告诉他的电脑上使用哪个版本的Adobe阅读器，因

为他告诉对方“我要确保发过来的PDF文档是你那边能打

开的。”他发送PDF文档后没多久，那位CEO就打开了

文档，无形中安装了一个恶意的木马程序，让Eugene得

以入侵他的电脑。

案例分析

此案例中攻击目标为特定的个人和群体，且目标

主机处于一个闭塞的网络中，因此适用于社会工程场景

中的鱼叉攻击场景。既然是针对特定的个人和群体，通

常前期需要花时间了解员工的姓名、职衔、电子邮件地

址、电话号码、服务器的IP地址、物理地址、邮件服务器

等信息。攻击者通过冒名顶替的方式获取目标的信任，

发送携带恶意木马程序的邮件，诱骗目标点击，从而入

侵目标主机。

网络层攻击场景—WiFi入侵

针对WiFi发起的攻击，最常用的就是建立钓鱼WiFi

了，等待被攻击目标自动连接WiFi后截获通信数据窃

取、解密敏感数据。如果企业开放了公共的WiFi，供员

工日常使用，就有可能被恶意者通过WiFi入侵，窃取企

业机密。

案例描述

测试人员在目标公司附近发现存在两个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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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确认一个是开放式的WiFi，通过Portal进行认证；另

一个则是802.1X网络。测试人员来分别进行检测。在连

上开放式热点后，跳转到了Portal认证页面。

很快测试人员就发现了一个很普遍的“漏洞”，通

过Portal登录返回信息,可以判断用户名是否存在。根据返

回信息，可以看到用户名为姓名全拼。利用burp进行了爆

破，抓取了一批存在的用户。测试人员利用这些存在的

用户进行暴力破解。通过爆破弱口令，成功登录到Portal

网络。但是，经过分析发现，这个网络与企业的办公网

络隔离，大致是提供给员工进行日常上网用的。对于这

次的渗透目的来说，此网段并不能接触到测试人员的目

标。测试人员将目光看向另一个无线网络，这个WiFi使

用的是802.1x认证。

企业在部署802.1X无线网络时，出于兼容性及结合

域账户便利性考虑，一般都会采用PEAP-MSCHAP v2的

架构。PEAP的认证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阶段一：服务器身份验证和建立TLS隧道。Server向

Client发送证书信息实现“Client对Server的认证”。

阶段二：客户端身份验证。在阶段一建立的TLS

隧道内通过多种认证方法（一般为EAP-TLS 或 EAP-

MSCHAPv2）与PEAP共用实现“Server对Client的

认证”。

PEAP的问题目前主要出在客户端对服务器证书的验

证上，它通过类似SSL机制为认证提供传输层的安全，需

要企业去向CA购买证书，或者自建PKI系统，签署用于

无线的证书，同时将根证书部署到每个客户端。大多数

企业都选择自签名一个证书，但“将根证书部署到每个

客户端”过于繁琐，被直接忽视。

攻击手法为建立伪热点骗取用户连接建立TLS隧

道，在阶段二中获取MSCHAP v2认证时传输的账号hash

值，利用字典破解出密码。

在这里测试人员利用hostapd-wpe建立一个802.1X的

热点，测试人员静静的等待周围下楼来抽烟遛弯的鱼儿

上钩即可。

不一会儿，就获取到了8条hash值。测试人员先尝试

利用Top100W的字典跑一下，成功得到其中两条可登陆

的账号密码。

通过前面的探测，发现公司采用PEAP-MSCHAP 

v2架构，原因之一是可以与域账户进行结合，这组账号

密码同时也是这位员工的域账号密码。可以登录公司的

OA、邮件等系统。但在其中并未发现到测试人员想要

的一些信息，暂时放放，看下网段的其他机器。通过探

测，在内网发现一个Jenkins程序。Jenkins是基于Java开

发的一种持续集成工具，用于监控持续重复的工作。当

jenkins配置不当时,会默认存在一个未授权命令执行漏

洞，但经过检验管理员已经进行了限制，不能利用。所

以为了执行命令，测试人员需要获取一个能执行命令的

账户。

直接访问该jenkins程序，由于配置不当的原因，

在未登录的状态下获取到了用户列表。抓取所有用户

名后，再次利用Burp来爆破弱密码，过程略。成功获取

了3个账号，利用获取的用户登录jenkins,访问xxxx.com/

script，可执行命令,低权限,反弹shell回本地进行提权。

由于环境中wget不能使用，使用了Groovy语法把反弹脚

本写到服务器。利用Linux Kernel的本地提权漏洞，测试

人员获取到了root权限。下一步便是：收集配置文件、

history、shadow等敏感文件的信息。利用shadow中拿到的

密码，解密后利用Hydra进行网段的SSH批量登录尝试。

在登录到某台机器之后，竟然发现了一个私钥文件。在

利用私钥登录的某台机器上便发现存在Zabbix，在配置文

件中找到了Zabbix的server地址，这时候任务转变为寻找

Zabbix的账户密码。测试人员通过收集之前拿下多台机器

的history中的信息，对Zabbix进行账号猜解，最终进入了

Zabbix（Zabbix是一个基于WEB界面的提供分布式系统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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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以及网络监视功能的企业级的开源解决方案，常见的

漏洞有弱口令(admin Zabbix)、CVE-2013-5743等）。成

功入侵了该企业的内网。

案例分析

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网络层攻击场景中的WiFi入侵

场景，攻击者发现企业开放了公共的WiFi网络。首先利

用钓鱼的假WiFi网络获取员工的登录账号，然后利用该

账号侵入企业的WiFi，进而依靠WiFi为依托，侵入内网

系统。

应用层攻击场景—应用脆弱口令

phpMyadmin是一款流行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如果口

令设置过于简单，攻击者可以登录到系统，进一步入侵

主机。

案例描述

渗透测试过程中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使用PHPstudy搭

建的Web环境，其中如果PhpMyAdmin存在口令，拿到

MySQL的root权限，我们就可以通过执行数据库语句写入

WebShell了。这里记一次挖洞过程中的真实案例。

PHPstudy 是一个PHP调试环境的程序集成包。里面

集成了MySQL、Apache等环境，包括MySQL的管理工具

PhpMyAdmin。有一个小技巧，在Web站点的根目录下往

往会有一个l.php的探针，遇到探针基本就GG了，各种信

息一应俱全。PHP探针长这样：

在PHPstudy环境下，PhpMyAdmin的默认密码是

root/root，我们使用这个弱口令登录进PhpMyAdmin：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到去用outfile加路径写入shell：

select '<?php @eval($_POST["hihack"]);?>' into outfile 

'C:\phpStudy\PHPTutorial\WWW\hacker.php'

但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

意思是MySQL服务器运行“--secure-file-priv”选

项，在MySQL的官方给出了“--secure-file-priv=name 

Limit LOAD DATA, SELECT ... OUTFILE, and LOAD_

FILE() to files within specified directory”解释，限制导出导

入文件到指定目录，所以就无法执行这个语句。

遇到这种情况就没办法了吗？

并不然，其实在PhpMyAdmin还有一个能够帮助我

们写入WebShell的装置，那就是general_log，MySQL打开

general_log之后，所有的查询语句都可以在general_log文

件中以可读的方式得到，但是这样general_log文件会非常

大，所以默认都是关闭的。有的时候为了查错等原因，

还是需要暂时打开general_log的。换句话说general_log_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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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记录所有的查询语句，以原始的状态来显示，如果将

general_log开关打开，将general_log_file设置为一个php文

件，则查询的操作将会全部写入到general_log_file指定的

文件，在MySQL中执行查询：

set global general_log=’on’;

set global general_log_file=’ C:\phpStudy\PHPTutorial\

WWW\hacker.php’;

select ‘<?php @eval($_POST["hihack"]);?>’;

只要我们开启general_log选项，设置好物理路径，任

意执行的MySQL语句，都会被记录在里面，所以我们可

以select一个小马进去。

通过菜刀连接general_log_file指定的文件hacker.php就

可以获取WebShell了。

案例分析

很 多 公 司 和 个 人 都 喜 欢 使 用 P h p M y A d m i n 来

管 理 M y S Q L 数 据 库 —— 在 z o o m e y e 中 搜 索 关 键 字

PhpMyAdmin，我国位居第二。PhpMyAdmin功能非常强

大，可以执行命令，导入或者导出数据库，可以说通过

PhpMyAdmin可以完全操控MySQL数据库。但是，如果

存在设置的Root密码过于简单，代码泄露MySQL配置等

漏洞，通过一些技术手段，99%都能获取网站WebShell，

有的甚至是服务器权限。PhpMyAdmin在一些流行架构中

大量使用，例如phpStudy、phpnow、Wammp、Lamp、

Xamp等，这些架构的默认密码为root，如果未修改密

码，极易被渗透。

系统层攻击场景—远程节点入侵

大多数提供远程访问的应用程序本身并不具备内在

的安全策略，也没有提供独立的安全鉴别机制。所以，

毋庸置疑的，对企业内部网络资源的远程访问增加了企

业网络的脆弱性，常见一种的远程入侵方式是远程节点

入侵。远程节点的访问模式是指一台计算机连接到一个

远程访问服务器上，往往可以通过RDP、Telnet、SSH进

行远程节点访问。

这里说一个入侵Windows 2000系统3389端口的

案例。

案例描述

3389端口是 Windows 2000 Server 远程桌面的服务

端口。这个案例将要提到的方法是利用经典的输入法漏

洞，该漏洞存在于 Microsoft Windows 2000 所有中文版

本。这个漏洞不算新，但是非常经典。

第一步，使用端口扫描工具探测内网中当前网段主

机的操作系统版本和已开放端口。

第二步，假设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一台存在3389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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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机，现在要做的是进入这台主机中，通过远程连接

3389端口，就可以看到我们熟悉的Windows 2000登录界

面了。

第三步，我们要做的是利用漏洞输入法创建一个用

户，并添加到administrators中去。或者激活guest用户，建

议激活guest用户，因为这样不容易被网管发现，具体做

法如下：

1）用ctrl+shift快速切换输入法，切换至全拼，这

时在登录界面左下角将出现输入法状态条（如果没有

出现，可以等一会，因为对方数据流传输还有一个过

程）。右键点击状态条上的微软图标，弹出“帮助”菜

单（如果此时“帮助”呈灰色状态，放弃，很可能此漏

洞已被修复）。

2）打开“帮助”中的“操作指南”，在最上面的任

务栏点击右键，会弹出一个菜单，打开“跳至URL”。

此时将出现Windows 2000的系统安装路径和要求我们填

入的路径的空白栏。比如，该系统安装在Ｃ盘上，就在

空白栏中填入"c:\winnt\system32"。当然也不一定对方的

2000是安装在C盘，如果出错的话，你可以用file:///c:查

看C盘的文件名，我就遇的很多用户装的是双操作系统，

C装98，D装WIN2000，您可以根据具体的位置定义跳转

URL，我们这里的主机2000是安装在D盘上的，我们填入

"d:\winnt\system32"如图三。然后按“确定”，就会在右

边窗口出现图四所示，点显示文件，于是我们就成功地

绕过了身份验证，进入了系统的SYSTEM32目录。

3) 现在我们要获得一个账号，成为系统的合法用

户。在该目录下找到"net.exe"，为"net.exe"创建一个快捷

方式，右键点击该快捷方式，在“属性”－>“目标”－

>d:\winnt\system32\net.exe后面空一格，填入"user guest 

active :yes"点“确定”。这一步骤目的在于用net.exe激活

被禁止使用的guest账户，当然也可以利用"user 用户名 密

码／add"，创建一个新账号。当然方法有很多种。我们这

里将带领各位建立一个用户名为WINADMIN的用户，找

到NET这个文件右键--创建快捷方式--属性--然后填

加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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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我们建立了一个名字为WINADMIN的用

户，然后就是改变WINADMIN的密码，用到的命令是：

net user winadmin xxxx，xxxx就是你要设置的密码！运

行后可能没有什么反映，但是实际上已经填加了这个用

户了。

第四步，上一步我们已经填加了WINADMIN这个用

户，但是光有一个普通用户的权限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提

升一下自己的权限，也就是把我们加到管理员组中去。

再运行一下，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进入目标主机的电

脑了。

第 五 步 ， 进 入 注 册 表 “ H K E Y _ L O C A L _

M A C H I N E \ S O F T W A R E \ M i c r o s o f t \ W i n d o w s 

NT\CurrentVers ion\Winlogon”，修改或创建一个

DWord“dontdisplaylastusername”，在数值数据中键入

“1”。这个键值表示：下次上机时，用户名单中不会再

有最后上机的人，这样网管就不会查到你了。Yeah！

案例分析

很多人肯定会说，不就是3389输入法漏洞吗？

都知道啊。首先3389并不一定是有输入法漏洞,它是

windows的一个正常的服务而已，只是没有打上补丁并

且开了3389（终端服务）端口的系统，可以利用输入

法漏洞来创建用户或者激活guest用户，这一漏洞使得

终端服务成为WIN2000的合法木马，现在这种漏洞已

经很少了。

四、一点思考

再回到之前的问题——为什么要梳理攻击路径呢？

本文只是简单地趟了几条攻击路径，希望除了从红

方的角度谈攻击思路的同时，也能为蓝方提供一些防御

思路。如今很多企业对于渗透测试的理解有一个误区，

往往只停留在外部渗透测试阶段，忽略了信息系统内部

的安全。攻击路径的梳理和分析不光在红蓝对抗中体现

价值，对整个企业信息系统内外部的安全建设都能起到

很好的数据和建模支撑。笔者没有经历过信息系统的建

设，不过可想而知，在信息系统的建设过程中，性能是

首要目标，那么安全，甚至可能第二第三都排不上。但

是如果我们在一开始就没有考虑安全因素，信息系统日

后的维护和安全投入，势必会非常巨大。

因此攻击路径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常态化，通过渗透

测试和应急响应工作总结不断丰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

更有效地进行测试，发现信息系统存在的漏洞。针对发

现的漏洞去做整改。这就是“以攻测防，以防抗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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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CON CHINA 会议手记
金融事业部  石宇轩

题记

DEFCON是全球安全领域的顶级会议，从发起至今

已有25年历史，被誉为安全界 “奥斯卡”，由全球最具

影响力黑客Jeff Moss于1993年创办。整个大会共包含议题

演讲，CTF比赛和Hacking Villages三大板块，每年7月在

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召集全球网络安全研究者进行前

沿安全技术交流与课题研究。

2018年5月11-13日，DEFCON China大会在北京举

行，这是DEFCON首次在美国本土之外举行，会议由

KEY NOTE主题演讲、BCTF夺旗赛、HACK VILLAGE

互动体验及WORKSHOP主题研讨会四个部分组成，会

议期间，来自全球的安全领域研究者、爱好者相聚一

堂，探讨安全技术，比拼攻防技能，献上了一场精彩的

信息安全盛宴。

绿盟科技作为DEFCON社区合作伙伴，全程参与了

本次盛会，笔者有幸亲临现场，学习，交流，记录，带

回了本篇手记，与读者分享会议的部分议题及内容。

1. Bugs Aren’t Random: A Unified 

Perspective on Building and Breaking 漏迹可

循：上帝视角下漏洞的“立”与“破”

漏洞是信息安全领域长期的核心议题之一，每年曝

光的各种漏洞数以千计，这些漏洞背后暴露的问题却往

往惊人的相似，正如会议演讲嘉宾，White Ops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科学家Dan Kaminsky所说，“Eventually hacking 

feels like getting really good at telling the same joke , over and 

over again”。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开发者一次又一次

掉进同一条河里，5月12日上午，Dan Kaminsky发表了生

动的演讲。

Dan Kaminsky认为，漏洞源源不断的产生，深层的

原因是开发者和安全人员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开

发者关注的目标是功能的实现。现如今，随着越来越多

的开源组件被广泛应用，开发的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

这对开发者当然是好事，但开源组件使用的越多，代码

审计工作所需的资源及工作量就越高，修复代价也大幅

提升。

工具的使用可以效率，但工具也会引入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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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问题需要的成本不断攀升，而往往发现了问题也

难以修复，效率和安全，似乎成为了一对不可调和的

矛盾。

但这个问题并不是无解的。

在很多大型软件公司，提升运维效率的要求让Dev-

Ops从理论上升到了实践，开发者在编码过程中会考虑运

维的问题，通过范式化编码和组件调用等方式让运维效

率大幅提升。类似的实践在国内外都可以找到较为成熟

的案例，而既然运维工作可以与开发过程相融合，安全

为什么不可以呢?

与Dev-Ops类似，Dev-Sec的概念也已经提出多年，

将安全工作与软件开发的需求、设计、开发、测试、上

线运行、维护等各个阶段深度融合，建立一套先进、适

宜、可落地的覆盖软件全生命周期的应用软件安全开发

技术规范体系，用以指导应用系统开发的安全，这或许

是解决漏洞问题的最有效方法。

2. Blasted to Bits: Mutilating Media in a 

Minute 粉其“身”碎其“骨”：闪电摧毁存储器

数据是企业的核心资产，而作为数据载体的硬盘等

存储设备理应受到重点保护。政府和知名企业都明白销

毁作废的物理存储设备的重要性：这些设备一旦被竞争

者、犯罪者恶意使用，将导致严重的安全问题。但销毁

存储器并不是那么简单。会议演讲嘉宾，机器人工程师

Zoz在主题演讲中演示了各种摧毁硬盘的方法，事实上，

很多我们传统概念里有效的方法并不那么有效。

演讲中，Zoz通过

各种方法对硬盘进行破

坏，包括等离子切割、

氧焰、铝热剂、混合燃

料等热能销毁方法，钉

枪、炸药等动能销毁方

法以及高压电穿刺等电

能方法。

图：应用开发生命周期安全管理

图：铝热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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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铝热剂、炸药在内的很多方法有着极为炫目

的视觉效果，火花和爆炸声令人惊叹，但实际上硬盘并

未完全被破坏，只有等离子切割等方法得到了理想的效

果，但成本令人望而生畏。

图：等离子切割

通过Zoz的一系列实验，我们可以看出，销毁硬盘并

不是简单的工作，有效的方法成本也相对较高，既然单

纯的物理销毁不那么奏效，那我们该如何妥善处理废弃

的存储设备呢？业界比较有效的方案中基本由四部分构

成：加密--删除--回写--销毁。

加密：对于要删除的数据进行随机密钥加密，保障

被恢复数据不可读；

删除：对加密后数据进行删除；

回写：在删除的扇区进行随机数写入，保障被删除

的数据不可恢复，

销毁：通过物理方式对硬盘进行破坏，粉其“身”

碎其“骨”

需要注意的是，“加密--删除--回写“过程需重复

三次以上，重复次数越多数据被恢复的可能性越小，而

物理销毁只是整个硬盘废弃过程的最后一步。

3. Beyond Adversarial Learning — Data 

Scaling Attacks in Deep Learning Applications  

对深度学习系统的数据流攻击

从图形验证码破译到智能驾驶，基于图片的深度学

习系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而对此类深度学习系

统的数据流攻击也不断涌现，通过改变输入数据的维度

特性，攻击者可以针对深度学习的数据进行攻击，从而

对深度学习图像识别造成逃逸攻击和数据投毒攻击的效

果。美国乔治亚大学计算机终身教授，安全与隐私学院

院长李康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深

入的分析。

图：逃逸攻击（示例）

李康教授认为，现有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都有一

个共同的前提，即图像输入的尺寸固定，正是由于这个

原因，几乎所有的深度学习引擎在收到输入的第一步都

是进行图片的维度变换，将任意尺寸的输入图片转换

为固定长宽比的图片再进行后续学习。（mnist数字学

习输入尺寸28×28；ImageNet 图片识别比赛输入尺寸

224×224；Nivida px dave2 路面图片转向决策输入尺寸

200×66）

但现有维度变换算法没有对恶意输入进行关注，这

也直接导致了攻击者可以利用恶意构造的图片进行逃逸

攻击或数据投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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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数据投毒（示例）

目前常用的图片转换算法（双线性差值、nearest 

neighbor等）进行维度变换的原理都是类似的，即从原图

中选取固定位置的部分像素重组为新图片。正式利用这

一特点，攻击者只需恶意修改原图片中的部分像素，就

可以改变图片识别的结果，进而造成逃逸攻击或数据投

毒。 

那么，针对此类型的攻击该如何防范呢？基本的思

路有四类

1. 使用特定传感器进行输入，这种方法可在一定程

度上规避黑客使用构造过的图片替换原图，但也会引入

新的问题，传感器成为新的攻击面；

2. 对输入模型的尺寸进行限制，如果仅允许输入标

准尺寸的图片则可避免通过维度变换原理实现的恶意攻

击，但这种方法不适用于用户复杂的互联网场景；

3. 检测图片变换前后语义特征，但这种方法只能检

测语法层面特征，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4. 对比变换前后图片的视觉特征，比如颜色曲线形

状等，正常情况下，变换前后的图片颜色曲线形状基本

相似，这种方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规避数据投毒或逃逸

攻击，但对深度学习的运算工作量有所增加。

图：颜色曲线（示例）

本次DEFCON China大会内容丰富，篇幅所限笔

者只能分享部分课题，希望对各位的工作有所帮助，

多谢！

绿盟科技金融技术部 安全顾问

石宇轩

2018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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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云安全的挑战与战略
金融事业部  梁金

近来越来越多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开

始规划部署数据中心和客户端上云，以达到提高系统运

算能力，数据处理能力，改善客户评价，降低运营成本

的目的。

一、云环境下的安全挑战

从法规遵从和企业、个人敏感信息防护的角度，相

比私有云环境和传统企业IT环境，云环境中的数据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来自开放环境和云运维服务环境的安全

挑战，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 形态的变化：从物理形态转变为纯虚拟化形态，

数据的防护、审计、加密等安全措施的使用和管理难度

明显增加。

 ◆ 存储方式变化：数据集中存储引起管理方式的变

化，如何有效隔离、区分不同银行业务数据是保证业务

正常运转的关键问题。

 ◆ 第三方运维人员介入：公有云租用中，云服务商

对数据底层进行运维的同时，也能够轻易的获取到用户

的敏感数据，这成为金融机构亲手埋下的不定时炸弹。

 ◆ 部署难题：传统防护和审计设备的串接部署方式

无法在云环境下操作，如何实现过滤内部攻击、发现外

部安全风险，并保障加密技术所使用的密钥体系安全可

靠，分级管理制度合理可信。

二、云环境下的发展策略

为提升全行业金融服务能力和普惠水平，支持新

兴互联网金融业态的创新以及传统金融机构的转型，

针对金融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提出如下云发展

策略：

1. 加大政策指导并实施合理监管。

目前国家层面已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促进云计算创

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就云计算发展应

用给出了指导意见。后续应根据实际需要，针对金融云

发展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另外，金融监管部门

要及时提出开展云业务的监管措施，针对金融业务高安

全、高可信等特点，明确准入要求、退出机制，实现事

前、事中、事后的报备等。

2. 尽快构建金融云标准体系。

目前金融云标准体系还不健全，技术、管理、服

务、应用等方面缺乏规范依据，不同金融云服务商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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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金融业云安全工作具有艰巨、复杂、长

期的特性，它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建设工作，

需要积极防御和综合防范来加深云安全工作确

保金融业的稳定发展，也确保国家经济和社会

安全的稳定发展。

结束

展模式、技术、管理规范等不一致，金融云仍处于无序

发展的状态。构建金融云标准体系要区分通用类标准和

具有金融行业特色的标准，采取不同的编制策略。对于

通用类云标准，直接引用已有的相关产业标准，如基

础、设备、网络、软件等通用标准;重点编制具有行业特

点的金融云标准，如金融云安全、服务、应用标准等。

3. 构建金融云安全体系。

金融云安全体系包括构建覆盖Iass、Pass、Sass不同层

次的金融云安全防护框架，建立满足用户安全目标的金

融云安全服务体系，形成客观、公正的金融云安全评估

体系，最终构建“金融云系统安全架构”、“金融云用

户安全目标”、金融云安全评估体系”三位一体的金融

云安全体系。

4. 培育金融云生态圈。

通过深化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实现在信息技术关

键领域的突破，培育信息科技龙头企业，提供满足金融

云发展所需的软、硬件产品和服务，培育金融云产品供

应商。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培育一批有影响力、规范、

可信的金融云服务提供商。依托市场机制，加强政府引

导，培育金融云检测/认证机构，逐步建立金融云评估

体系，向市场和用户推荐可信金融云服务商。鼓励更多

金融机构使用金融云服务开展业务，拓展金融云服务市

场。最终形成健康、有序的金融云生态圈。

5. 多种方式促进金融云发展。

加大产、学、研、用联合，建立金融云发展联盟，

实现协同发展。培育金融云服务龙头企业，发挥龙头企

业对产业发展的带动辐射作用。国家给予金融云财税、

专项支持，扶持金融云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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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Swap银行木马采用三种 
全新技术窃取银行帐户

美国ESET公司的安全专家在最近发现了一种名为“BackSwap（由ESET检测为

Win32/BackSwap.A）”的新型银行木马，它采用了三种全新的技术从银行客户那里

窃取资金，而这些技术在以往的银行木马身上从未出现过。

通常来讲，银行木马都会通过采用两种主要的技术从银行客户那里窃取资

金：第一种技术依赖于通过拦截与银行网站有关的请求并通过代理将用户重定向

到“克隆网站”来改变本地DNS和Internet选项设置，其中攻击者会收集登录凭

证并充当用户和银行之间的中间人；第二种技术依赖于通过浏览器的JavaScript控

制台将恶意代码注入网页，或者在用户访问银行帐户时直接将恶意代码注入到地

址栏。

安全专家表示，前一种技术目前已经很少被采用，而后一种技术则是目前许

多流行的银行木马普遍采用的主流技术，包括Dridex、Ursnif、Zbot、Trickbot和

Qbot。

虽然这种技术从出现以来就一直深受网络犯罪分子的欢迎，并且非常有效。

但经过多年的发展，防病毒软件供应商已经修改了他们的应用程序以扫描进程注

入尝试，并且已经能够很好地检测到这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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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浏览器供应商也对其产品进行了类似的修改，以防止银行木

马能够轻易窃听到浏览器的内部功能，而这些功能往往都允许木马病毒能够

插入到页面内容中。

现在，流程注入技术对于银行木马开发者来说更是头疼，因为他们必须

在每次浏览器更新后检查和修改注入代码，这是由于浏览器供应商的不断修

改总能够使得他们先前编写的一些恶意代码变得毫无意义。

防病毒软件供应商和浏览器供应商给网络犯罪分子持续造成的这种“麻

烦”，迫使他们不得不转向其他更加有利可图的恶意软件，这可能也是为什

么勒索软件和加密货币矿工开始大量出现的原因之一。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银行木马的消亡，BackSwap的出现证明，银行木马开发者正在转向开发更加

强大攻击技术。

由BackSwap实现的第一种技术允许木马程序检测用户何时访问在线

银行服务，恶意代码利用了一项名为“消息循环（message loop）”的本地

Windows机制。利用该机制，攻击者能够通过浏览器监视用户当前正在访问的

网站。

安全专家指出，当前版本的BackSwap可以用于大多数主流的浏览器，例

如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和Internet Explorer。

一旦检测到浏览器正在访问和加载与银行有关的网站，BackSwap就会使

用以下两种技术中的一种来篡改加载的内容。对于这两种技术来说，木马程

序不会在浏览器的进程中注入恶意代码，而是模拟按键来执行适合相应银行

的JavaScript脚本注入。

在 初 始 版 本 中 （ 即 第 二 种 技

术），BackSwap会将恶意脚本插入

到剪贴板，并模拟按下用于打开浏

览器开发者工具的组合键（Google 

Chrome中的CTRL + SHIFT + J，

Mozilla Firefox中的CTRL + SHIFT 

+ K），然后模拟按下CTRL + V将

剪贴板的内容粘贴到浏览器开发者

工具中，并模拟按下ENTER以执行

这些内容（即恶意脚本）。最后，

BackSwap会再次模拟按下组合键以关

闭开发者工具。

在 最 新 的 版 本 中 （ 即 第 三 种

技 术 ） ， 这 种 技 术 发 生 了 转 变 。

BackSwap不再与浏览器开发者工具

交互，而是通过JavaScript协议直接从

浏览器地址栏执行恶意脚本。它会模

拟按下Ctrl + L来选择地址栏，然后

模拟按下DELETE来清除URL字段，

通过在循环中调用SendMessageA在

“javascript：”中键入“types” ，并

模拟按下CTRL + V将恶意脚本代码

粘贴在“javascript：”字符串之后。

最后，通过模拟按下ENTER来执行

该脚本。在这个过程结束时，地址栏

将被清空，以消除任何入侵迹象。



安全月刊  /  2018.730

行业研究 安全事件

该类新型银行木马可能会造成银行客户较大的

经济损失，应该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BackSwap

虽然采用了全新技术窃取银行账户，但是其作为木

马也必须侵入客户终端设备的操作系统，所以银行

客户要有安全意识，不去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文

档、不接收可疑邮件，及时更新杀毒软件等措施对

防护此类攻击都是有意义的。

另外威胁情报技术对新型攻击的防护也非常有

意义，此类攻击手法一般会使用针对特定银行量身

定制的脚本，相关各方在获取到类似攻击情报信息

后应该第一时间进行响应避免更多用户受害。浏览

器开发商要主动采取应对措施、提供功能修复，终

端安全厂商针对攻击手法提供最新的查杀特征库，

银行方面也有义务及时披露相关信息、主动提醒用

户使用哪些浏览器会存在风险，当然银行客户也要

及时升级系统、浏览器等应用的安全补丁，必要时

更换浏览器。

专家点评

安全专家认为，BackSwap采用的这三种全新技术很

容易实施，并且非常有效，很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被其他

恶意软件所采用。好消息是，目前BackSwap只支持篡改

五家波兰银行——PKO Bank Polski、Bank Zachodni WBK 

SA、mBank、ING和Pekao的门户网站。

尽管BackSwap目前还不构成全球威胁，但ESET公司

表示它已经就这三种全新技术向各大浏览器供应商进行

了通报，并希望他们能够在推出的新版本中采取有针对

性的策略，以在这些技术遭到其他恶意软件采用时，减

轻此类攻击带来的破坏。

本文转自：E安全

原 文 链 接 ：  h t t p s : / / w w w . e a s y a q . c o m /

news/11194193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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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亿邮箱泄露密码明文信息 
查询网站惊现网络

近期，网络上出现了一个14亿邮箱密码泄露信息查

询网站：http://dumpedlqezarfife.onion.lu/，访问网站后，

可以按照用户名或邮箱地址来查询特定邮箱是否存在密

码泄露，查询结果全为明文状态的泄露密码信息。

安全圈大佬宫哥的微博截图

查询分析

经 查 询 统 计 ， 该 1 4 亿 邮 箱 密 码 库 涉 及 G a m i l 、

Hotmail、Yahoo、Sina、qq、163、Sohu、Live、Aol等知

名电邮厂商注册用户，另外，还涉及一些公司企业、大

学科研机构和少量政府单位的邮箱使用用户。其中泄露

的密码信息最早可追溯至2011年，最近的泄露密码日期

未知，受影响用户多为我国和欧美地区网络活跃的电邮

用户。经测试发现，该库甚至囊括了很多古老和新近的

邮箱密码，查询结果让小编惊出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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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说明

目前，dumped l q e z a r f i f e . on i on . l u网站无需翻

墙 即 可 正 常 浏 览 访 问 ， 与 国 外 密 码 泄 露 查 询 网 站 

haveibeenpwned 只能查询“是否泄漏”状态不同的是，

这个dumpedlqezarfife.onion.lu网站查询出来的泄露密码全

是明文信息，存在个人信息二次泄漏风险。虽然其中有

些查询出来的密码已经不可利用，可能是多次泄露事件

的累积库，但从中可以看到个人的密码使用习惯和构造

姿势，包括一些多个邮箱的复用密码和个人生日等隐私

信息。

dumpedlqezarfife. onion.lu网
站分析

dumpedlqezarfife.onion.lu网站是暗网网站，通过加

了.lu后缀的Tor2Web代理服务进行渲染呈现。目前有http

和https两种访问方式。网站还开通了比特币、莱特币和

以太币三种赞助方式，并提供了数据库购买联系邮箱： 

anoncase@protonmail.com。

本文转自：FreeBuf.COM

原文链接：http://www.freebuf.com/news/174410.html

近几年，个人信息泄露事件频频发生。大则上

升到国家层面的土耳其5000万公民信息泄露，小则

前不久A站千万条用户名、密码泄露。每一次的信息

泄露将会造成数以千计的损失，一个企业会因此破

产，一个国家会因此动荡。本文所提及的14亿邮箱

密码明文信息查询网站，我相信在如今大数据时代

并非个例，而不要等到这些信息被公开、被量化，

通过一件件血淋淋的事件，才引起人们对于数据安

全的重视。保护自己的数据并非难事，从点滴做

起，习惯成自然。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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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正利用新技术绕过Office 365 
安全机制开展网络钓鱼

在上个月，微软的Outlook safelink钓鱼安全研究人员

曾透露，某些黑客组织已经发现了一种能够绕过Microsoft 

Office 365安全机制跳转到钓鱼网址的新技术。这项技术

被称为“BaseStriker”，任何人在任何配置下使用Office 

365都容易受到攻击，无论是基于Web的OutLook客户

端、移动应用程序还是桌面应用程序。

而在上周，以色列云安全公司Avanan给我们带来了

另一个与之类似的重磅消息。其安全研究人员发现，一

些网络犯罪分子正在使用另一种新技术，可以绕过大多

数由广泛使用的电子邮件服务和网络安全扫描仪实现的

人工智能钓鱼检测机制。

这项新的技术被命名为“ZeroFont”，它涉及到在

钓鱼电子邮件的实际内容中插入字体大小为零的隐藏字

词，这些字词大小对收件人来说是不可见的。同时，这

些电子邮件也骗过了微软的自然语言处理。

什么是自然语言处理？

为了阻止网络钓鱼电子邮件，微软使用自然语言处

理来扫描电子邮件的内容以寻找假冒或欺诈的迹象。例

如，如果电子邮件包含  文本 “c 2018 Apple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但电子邮件不是来自apple.com，它

会被标记为具有欺诈性。

微软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来尝试解释文本的上下文或

意图，并将其与发件人关联起来。诸如建议银行信息、

用户帐户、密码重置、财务请求等等电子邮件都会被仔

细检查，以确保真实性。

随着微软的过滤器在阅读电子邮件方面做得越来越

好，攻击者正在寻找新的方法在欺骗最终用户之前骗过

语言分析器。在ZeroFont中，他们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

向微软过滤器显示不同于最终用户看到的文本。

ZeroFont电子邮件

使用ZeroFont技术制作的恶意电子邮件样本有很

多，下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发件人冒

充来自微软Office 365，宣称收件人的电子邮箱账户达到

最高限额，如果想要继续使用该账户，需要点击一个链

接进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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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着重介绍绕过Microsoft Office 365安全

机制跳转钓鱼站点的新技术，同时研究发现一些网

络犯罪分子均在深入研究绕过机制实现真正 的“诈

骗”。为了阻止网络钓鱼邮件入侵从，建议用户使

用自然语言处理来扫描电子邮件的内容以寻找假冒

或欺诈的迹象，同时个人用户在 收取邮件时对发件

人为“Office 365”勿轻易点开。

专家点评

你可以看到，在电子邮件正文底部显示有“ c 2018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并未被微软列

为钓鱼电子邮件。

ZeroFont策略

这封电子邮件没有被微软标记，因为黑客在整个

电子邮件中插入了随机文本来拆解可能触发微软自然语

言处理的文本字符串。在某些情况下，使用随机单词。

这些插入的字符嵌入在HTML代码<span style="FONT-

SIZE: 0px">中，其字体大小为零，使其对电子邮件的收

件人不可见。以下是电子邮件内容的原始HTML屏幕截

图，显示了插入的ZeroFont字符。

当收件人阅读电子邮件时，所有带有“FONT-

SIZE: 0px”的文本都会消失，从而只留下攻击者希望

收件人看到的文本。上面提到的HTML对用户来说是这

样的：

另一方面，由于微软的过滤器读取纯文本，而不管

字体大小，他们看到的似乎是一串随机的字符：

微软自然语言处理无法将其识别为欺诈性电子邮

件，因为它看不到“Microsoft”这个词。从本质性来说，

ZeroFont的成功就在于，电子邮件过滤器和最终用户看到

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

本文转自：E安全

原文链接：https://www.easyaq.com/news/425561075.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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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 10万个网站仍受Drupalgeddon2漏洞
（CVE-2018-7600）影响

在上个月，来自Bad Packets Report的安全研究员

Troy Mursch在数百个Drupal网站上发现了一系列加密货

币攻击活动，其中许多网站涉及政府、企业以及大学，

如美国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NLRB）、美国平等就业机

会委员会（EEOC）、联想（Lenovo）、圣地亚哥动物园

（San Diego Zoo）、阿勒颇大学（University of Aleppo）

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等。

这些网站彼此之间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任何关联，但

Mursch发现它们存在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使用了Drupal

内容管理系统的过时和易受攻击版本。攻击者正是利用

了一个被称为“Drupalgeddon 2”的Drupal系统漏洞将恶

意代码通过易受攻击网站上的受感染JavaScript库注入，

其目的在于传播加密货币挖矿脚本Coinhive和Crypto-

Loot。另外，许多网站还被用于将用户重定向到虚假技术

支持网站，这表明攻击者企图以此来推动进一步的恶意

活动。

Drupal是一个采用PHP语言编写的开源内容管理框

架（CMF），由内容管理系统（CMS）和PHP开发框架

（Framework）共同构成。从相关的资料来看，全球有超

过100万个网站在使用该系统，包括联合国、美国白宫、

美国商务部、纽约时报、华纳、迪斯尼、联邦快递、索

尼和美国哈佛大学等。

Drupal安全团队在今年3月28日发布安全公告称，

Drupal内容管理系统存在一个极其严重的远程代码执行漏

洞，即“Drupalgeddon2”（CVE-2018-7600）。该漏洞

存在于从版本6到版本8的所有Drupal系统中，允许攻击者

利用它来完全控制易受攻击的网站。

Mursch在本周一（6月4日）指出，尽管Drupal 安全

团队已经发布了安全补丁以及更新版本，但针对易受攻

击Drupal网站的加密货币攻击活动仍在继续。根据最新的

扫描结果来看，至少有10万个网站仍在使用过时和易受

攻击Drupal版本。

Mursch表示，他此次对近50万个网站进行了扫描。

在扫描之后，他可以确定：

 ◆ 1 1 5 , 0 7 0 个 网 站 仍 在 运 行 过 时 且 易 受 攻 击 的

版本；

 ◆ 134,447个网站不易受到攻击；

 ◆ 225,056个网站无法确定正在使用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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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sch最后强调，他认为至少使用Drupal  7 .58

版本的网站是不容易受到Drupa lgeddon  2漏洞影响

的，而这一点在Drupal安全团队发布的安全公告SA-

CORE-2018-002中也有详细的说明。他建议，各位

Drupal网站管理员应该仔细阅读该公告，并立即对自己使

用的Drupal系统进行更新。

本文转自：E安全

原文链接： h t t p s : / /www.e a s y aq . com/news/ 

1832673100.shtml

一些易受攻击的网站甚至位于Alexa 排名前 100万

名（Alexa Top 1 Million）中，这包括美国主要教育机

构和世界各地政府机构的网站（如比利时警察局、科罗

拉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和菲亚特旗下汽车零部件制造商

Magneti Marelli），其他值得注意的未修复网站包括一家

大型电视广播公司、一家跨国大众传媒和娱乐集团以及

两家知名的计算机硬件制造商。

由于事件的敏感性，Mursch表示他不会公布易受攻

击的Drupal网站的详细列表。但表示，网站列表已与美

国计算机安全应急响应组US-CERT和全球各地的其他

CERT团队共享。

安全事件层出不穷，要想达到安全平衡，一定

是攻防双方的博弈。处于被动局面的防守方除了可

执行的防护措施外，更重要的是及时的事件应急。

在当前几乎每天都有漏洞披露的形势下，做好自身

资产的漏洞管理至关重要。建立行之有效的资产漏

洞管理制度是应对频繁漏洞披露的通用实践。不管

是之前的wanna cry勒索事件，还是这次事件，都是

因为漏洞的修补不及时造成的。对于自身资产的脆

弱性和威胁感知，是为企业提供应急措施的重要依

据，所以从运维的另一个角度来看，建立企业级态

势感知平台也是企业安全建设的重要实践方向。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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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Filter 受感染设备型号增加， 
华硕、华为、中兴皆在列

在过去几个月，感染了遍布54个国家的超过500,000

台路由器和NAS设备的VPNFilter恶意软件所造成的影响

要比想象中的严重得多。

思科Talos安全团队近日发布的新技术研究的细节表

明，起初研究人员认为这款恶意软件只能够感染Linksys，

MikroTik，Netgear，TP-Link和QNAP的设备，不过事实

是其还可以感染华硕，D-Link，华为，Ubiquiti，UPVEL

和中兴的设备。

新型VPNFilter插件

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发现了VPNFilter的新能力，

其在恶意软件部署系统的三阶段中作为第三阶段的插件

打包。

思科专家表示，他们已经发现了以下两个新型第三

阶段插件。

ssler：该插件通过中间人攻击拦截和修改端口80上的

网络流量，同时插件也支持将HTTPS降级为HTTP；

d s t r ： 该 插 件 用 于 覆 盖 设 备 固 件 ， 思 科 了 解 到

VPNFilter可以抹掉设备固件，但在最近的报告中，这个

能力已经被指向特定的第三阶段插件。

以上两个插件已经被添加到另外两个已知插件中：

ps：该插件可以嗅探网络数据包并特定类型的网

络流量。思科认为这个插件曾被用于寻找工控软件和

SCADA设备常用的Modbus数据包，但其最新报告中称，

该插件还可以嗅探通过TP-Link R600建立虚拟专用网络

连接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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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该插件用于通过Tor网络与C&C服务器进行

通信。

一般来说，VPNFilter恶意软件的技术细节可以在思

科的第一份报告中查看，关于ssler，dstr以及ps这些第三阶

段插件可在6月6日发布的报告中查看。

VPNFilter僵尸网络此前被发现感染了全世界大量设

备，研究人员在僵尸网络准备对乌克兰的IT基础设施进

行网络打击时公布了他们的发现。很多人认为，网络攻

击应该在5月底于乌克兰基辅举行欧洲冠军联赛足球决赛

当天发动。

FBI通过接管VPNFilter的C&C服务器对僵尸网络进

行了干预，然而，这个被认为是俄罗斯军方开发的恶意

软件，近日已经开始组建新的僵尸网络，并继续针对乌

克兰的被感染的设备。

以下是更新后的VPNFilter恶意软件所针对的路由器

和NAS设备列表。思科上个月表示，VPNFilter不会通过

零日漏洞来感染设备，这意味着所有列出的模型都是通

过针对较早的固件版本进行攻击的，用户可以更新到最

新的固件版本来让设备免受感染。

如果用户无法更新其路由器的固件，同时也不想换

新的路由器，但仍希望从设备上清除恶意软件，这篇文

章中提供了有关如何安全删除恶意软件的建议。其实从

受感染设备中移除VPNFilter非常困难，因为这种恶意软

件是两种可以在SOHO路由器和物联网设备上实现持久性

的恶意软件之一。此外，如果路由器已经感染了这种恶

意软件，那么也并不会出现任何迹象，所以除非你能扫

描路由器的固件，否则知道是否被感染也是个难事。所

以我们现在可以给出的最好建议就是确保你运行的是具

有最新固件版本的路由器。

Asus 设备:

RT-AC66U (新)

RT-N10 (新)

RT-N10E (新)

RT-N10U (新)

RT-N56U (新)

RT-N66U (新）

D-Link 设备:

DES-1210-08P (新)

DIR-300 (新)

DIR-300A (新)

DSR-250N (新)

DSR-500N (新)

DSR-1000 (新)

DSR-1000N (新)

Huawei 设备:

HG8245 (新)

Linksys 设备:

E1200

E2500

E3000 (新)

E3200 (新)

E4200 (新)

RV082 (新)

WRVS440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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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rotik 设备: (于RouterOS 6.38.5版本中

修复)

CCR1009 (新)

CCR1016

CCR1036

CCR1072

CRS109 (新)

CRS112 (新)

CRS125 (新)

RB411 (新)

RB450 (新)

RB750 (新)

RB911 (新)

RB921 (新)

RB941 (新)

RB951 (新)

RB952 (新)

RB960 (新)

RB962 (新)

RB1100 (新)

RB1200 (新)

RB2011 (新)

RB3011 (新)

RB Groove (新)

RB Omnitik (新)

STX5 (新)

Netgear 设备:

DG834 (新)

DGN1000 (新)

DGN2200

DGN3500 (新)

FVS318N (新)

MBRN3000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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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6400

R7000

R8000

WNR1000

WNR2000

WNR2200 (新)

WNR4000 (新)

WNDR3700 (新)

WNDR4000 (新)

WNDR4300 (新)

WNDR4300-TN (新)

UTM50 (新)

QNAP 设备:

TS251

TS439 Pro

其他运行QTS软件的QNAP NAS 设备：

TP-Link Devices:

R600VPN

TL-WR741ND (新)

TL-WR841N (新)

Ubiquiti 设备:

NSM2 (新)

PBE M5 (新)

由于受影响设备大多数均直接连接至互联网，

与潜在攻击者之间没有安全设备或安全服务。且大

多数受影响设备对于普通用户来讲，很难去修补。

此外，大多数设备没有内置的防恶意软件功能。以

上因素综合起来使得防范这一威胁极其困难，导致

拦截恶意软件、消除漏洞或阻止威胁的机会严重受

限。如果有任何已知或疑似受此威胁影响的设备，

请务必与制造商合作确保设备具有最新版本的修补

程序。如果不是最新版本，则应立即应用更新的修

补程序。

专家点评

UPVEL 设备:

Unknown Models (新)

ZTE 设备:

ZXHN H108N (新)

本文转自：FreeBuf.COM

原文链接： http://www.freebuf.com/news/174190.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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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Flash Player 
多个安全漏洞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8 年 6月 8日

不受影响的版本

 □ Adobe Flash Player 30.0.0.113

解决方案

Adobe官方已经发布新版本修复了上述漏洞，用户应

及时升级进行防护。

下载更新地址：https://get.adobe.com/flashplayer

参考链接：

https://helpx.adobe.com/security/products/flash-

player/apsb18-19.html

综述

当地时间6月7日，Adobe官方发布了一则安全通告，

修复了Adobe Flash Player的多个漏洞，包括信息泄露和任

意代码执行等。

漏洞概括如下：

CVE编号 漏洞影响 严重程度

CVE-2018-4945
任意代码执行 Critical

CVE-2018-5002

CVE-2018-5000
信息泄露 Important

CVE-2018-5001

详细信息可参考：

https://helpx.adobe.com/security/products/flash-

player/apsb18-19.html

受影响的版本

 □ Adobe Flash Player <= 29.0.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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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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IOS XE AAA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8-0315）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8 年 6月 7日

综述

当地时间6月6日，Cisco官方发布一则安全通告称其

产品中用于认证、授权和记录(AAA)的服务存在一个严重

漏洞（CVE-2018-0315）。通过该漏洞，攻击者在未授

权的情况下,可以远程在受影响的设备上执行任意代码，

或者造成设备的重加载导致拒绝服务条件。

CVSS3.0 Base 9.8 AV:N/AC:L/PR:N/UI:N/S:U/C:H/I:H/

A:H/E:X/RL:X/RC:X

详细信息可参考：https://tools.cisco.com/security/

center/content/CiscoSecurityAdvisory/cisco-sa-20180606-aaa

受影响的版本

以下版本在使用AAA作为登录认证时受影响：

 □ Cisco IOS XE Software Release Fuji 16.7.1

 □ Cisco IOS XE Software Release Fuji 16.8.1

不受影响的版本

 □ Cisco IOS XE Software Release Fuji 16.7.2

 □ Cisco IOS XE Software Release Fuji 16.8.1c

 □ Cisco IOS XE Software Release Fuji 16.8.1s

 □  Cisco IOS XE Software Release Fuji 16.9.1（预计

今年7月发布）

 □  Cisco IOS XE Software Release Fuji 16.8.2（预计

今年9月发布）

解决方案

Cisco官方已经发布了对应的新版本修复了上述漏

洞，用户应及时更新升级进行防护。同时，管理员可以

通过限制设备的访问权限来确保只有受信任的来源可以

访问设备。

详情可参考：

https://tools.cisco.com/security/center/content/

CiscoSecurityAdvisory/cisco-sa-20180606-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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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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多个漏洞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8 年 6月 21日

综述

当地时间6月20日，Cisco官方发布安全通告修复了

多个不同程度的安全漏洞，其中包括5个严重漏洞。

相关链接：

https://tools.cisco.com/security/center/viewErp.

x?alertId=ERP-67770

漏洞描述

CVE-2018-0301 (Critical)

Cisco NX-OS软件的NX-API功能中存在的漏洞可

能允许未经身份验证的远程攻击者向受影响系统的管理

接口发送恶意数据包，从而导致缓冲区溢出。

该漏洞是由于NX-API子系统的身份验证模块中

输入验证不正确导致的。攻击者可以通过将精心构造的

HTTP或HTTPS数据包发送到启用了NX-API功能的受

影响系统的管理界面来利用此漏洞。该漏洞可能允许攻

击者以root身份执行任意代码。注意：NX-API默认是禁

用的。

�◆ CVSS�3.0�评分：

Base 9.8 CVSS:3.0/AV:N/AC:L/PR:N/UI:N/S:U/

C:H/I:H/A:H/E:X/RL:X/RC:X

�◆ 受影响产品及版本：

以下思科产品受此漏洞影响：

 □ MDS 9000 Series Multilayer Switches

 □ Nexus 2000 Series Fabric Extenders

 □ Nexus 3000 Series Switches

 □ Nexus 3500 Platform Switches

 □ Nexus 5500 Platform Switches

 □ Nexus 5600 Platform Switches

 □ Nexus 6000 Series Switches

 □ Nexus 7000 Series Switches

 □ Nexus 7700 Series Switches

 □  Nexus 9000 Series Switches in standalone NX-OS 

mode

 □  Nexus 9500 R-Series Line Cards and Fabric 

Modules

以上产品中受影响的Cisco NX-OS软件版本详见 ：

https://tools.cisco.com/security/center/content/

CiscoSecurityAdvisory/cisco-sa-20180620-nxos-bo#fs

 ◆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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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至参考链接中提示的安全版本。

参考链接：

https://tools.cisco.com/security/center/content/

CiscoSecurityAdvisory/cisco-sa-20180620-nxos-bo#fs

CVE-2018-0308 (Critical)

Cisco FXOS软件和NX-OS软件中Cisco Fabric 

Services（CFS）组件里的漏洞可能允许未经身份验证的远

程攻击者执行任意代码或导致拒绝服务攻击。

存在此漏洞是因为受影响的软件未充分验证Cisco 

Fabric Services数据包中的标头值。攻击者可以通过向受影

响的设备发送特制的Cisco Fabric Services数据包来利用此

漏洞。一次成功的攻击可能会造成缓冲区溢出，从而使

攻击者可以执行任意代码或导致DoS。

�◆ CVSS�3.0�评分：

Base 9.8 CVSS:3.0/AV:N/AC:L/PR:N/UI:N/S:U/

C:H/I:H/A:H/E:X/RL:X/RC:X

�◆ 受影响产品及版本：

以下思科产品受此漏洞影响：

 □ Firepower 4100 Series Next-Generation Firewalls

 □ Firepower 9300 Security Appliance

 □ MDS 9000 Series Multilayer Switches

 □ Nexus 2000 Series Fabric Extenders

 □ Nexus 3000 Series Switches

 □ Nexus 3500 Platform Switches

 □ Nexus 5500 Platform Switches

 □ Nexus 5600 Platform Switches

 □ Nexus 6000 Series Switches

 □ Nexus 7000 Series Switches

 □ Nexus 7700 Series Switches

 □  Nexus 9000 Series Switches in standalone NX-OS 

mode

 □  Nexus 9500 R-Series Line Cards and Fabric 

Modules

 □ UCS 6100 Series Fabric Interconnects

 □ UCS 6200 Series Fabric Interconnects

 □ UCS 6300 Series Fabric Interconnects

以上产品中受影响的Cisco FXOS或NX-OS软件版本

详见 ：

https://tools.cisco.com/security/center/content/

CiscoSecurityAdvisory/cisco-sa-20180620-fxnxos-fab-

ace#fs

�◆ 解决方案：

升级至参考链接中提示的安全版本。

�◆ 参考链接：

https://tools.cisco.com/security/center/content/

CiscoSecurityAdvisory/cisco-sa-20180620-fxnxos-fab-

ace#fs

CVE-2018-0304 (Critical)

Cisco FXOS软件和NX-OS软件中Cisco Fabric 

Services（CFS）组件里的漏洞可能允许未经身份验证的远

程攻击者读取敏感内存内容，创造拒绝服务条件或以root

身份执行任意代码。

存在此漏洞是因为受影响的软件未充分验证Cisco 

Fabric Services数据包标头。攻击者可以通过向受影响的设

备发送特制的Cisco Fabric Services数据包来利用此漏洞。

一次成功的攻击可能会允许攻击者在Cisco Fabric Services

组件中导致缓冲区溢出或缓冲区过读，这可能允许攻击

者读取敏感内存信息，创造拒绝服务条件或以root身份执

行任意代码。

�◆ CVSS�3.0�评分：

Base 9.8 CVSS:3.0/AV:N/AC:L/PR:N/UI:N/S:U/

C:H/I:H/A:H/E:X/RL:X/R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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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影响产品及版本：

以下思科产品受此漏洞影响：

 □ Firepower 4100 Series Next-Generation Firewalls

 □ Firepower 9300 Security Appliance

 □ MDS 9000 Series Multilayer Switches

 □ Nexus 2000 Series Fabric Extenders

 □ Nexus 3000 Series Switches

 □ Nexus 3500 Platform Switches

 □ Nexus 5500 Platform Switches

 □ Nexus 5600 Platform Switches

 □ Nexus 6000 Series Switches

 □ Nexus 7000 Series Switches

 □ Nexus 7700 Series Switches

 □  Nexus 9000 Series Switches in standalone NX-OS 

mode

 □  Nexus 9500 R-Series Line Cards and Fabric Modules

 □ UCS 6100 Series Fabric Interconnects

 □ UCS 6200 Series Fabric Interconnects

 □ UCS 6300 Series Fabric Interconnects

以上产品中受影响的Cisco FXOS或NX-OS软件版本

详见 ：

https://tools.cisco.com/security/center/content/

CiscoSecurityAdvisory/cisco-sa-20180620-fxnxos-ace#fs

�◆ 解决方案：

升级至参考链接中提示的安全版本。

�◆ 参考链接：

https://tools.cisco.com/security/center/content/

CiscoSecurityAdvisory/cisco-sa-20180620-fxnxos-ace#fs

CVE-2018-0314 (Critical)

Cisco FXOS软件和NX-OS软件中Cisco Fabric 

Services（CFS）组件里的漏洞可能允许未经身份验证的远

程攻击者在受影响的设备上执行任意代码。

存在此漏洞是因为受影响的软件在处理数据包时未

充分验证Cisco Fabric Services数据包标头。攻击者可以通

过向受影响的设备发送恶意构造的Cisco Fabric Services数

据包来利用此漏洞。一次成功的攻击可能会允许攻击者

在设备上造成缓冲区溢出，从而允许攻击者在设备上执

行任意代码。

�◆ CVSS�3.0�评分：

Base 9.8 CVSS:3.0/AV:N/AC:L/PR:N/UI:N/S:U/

C:H/I:H/A:H/E:X/RL:X/RC:X

�◆ 受影响的版本：

以下思科产品受此漏洞影响：

 □ Firepower 4100 Series Next-Generation Firewalls

 □ Firepower 9300 Security Appliance

 □ MDS 9000 Series Multilayer Switches

 □ Nexus 2000 Series Fabric Extenders

 □ Nexus 3000 Series Switches

 □ Nexus 3500 Platform Switches

 □ Nexus 5500 Platform Switches

 □ Nexus 5600 Platform Switches

 □ Nexus 6000 Series Switches

 □ Nexus 7000 Series Switches

 □ Nexus 7700 Series Switches

 □  Nexus 9000 Series Switches in standalone NX-OS 

mode

 □  Nexus 9500 R-Series Line Cards and Fabric Modules

 □ UCS 6100 Series Fabric Interconnects

 □ UCS 6200 Series Fabric Interconnects

 □ UCS 6300 Series Fabric Interconnects

以上产品中受影响的Cisco FXOS或NX-OS软件版本

详见 ：

https://tools.cisco.com/security/center/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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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SecurityAdvisory/cisco-sa-20180620-fx-os-fabric-

execution#fs

�◆ 解决方案：

升级至参考链接中提示的安全版本。

�◆ 参考链接：

https://tools.cisco.com/security/center/content/

CiscoSecurityAdvisory/cisco-sa-20180620-fx-os-fabric-

execution#fs

CVE-2018-0312 (Critical)

Cisco FXOS软件和NX-OS软件中Cisco Fabric 

Services（CFS）组件里的漏洞可能允许未经身份验证的远

程攻击者执行任意代码或在受影响的设备上导致拒绝服

务攻击。

存在此漏洞是因为受影响的软件在处理数据包时未

充分验证Cisco Fabric Services数据包标头。攻击者可以通

过向受影响的设备发送恶意构造的Cisco Fabric Services数

据包来利用此漏洞。一次成功的攻击可能会允许攻击者

在设备上造成缓冲区溢出，从而允许攻击者执行任意代

码或在设备上导致拒绝服务。

�◆ CVSS�3.0�评分：

Base 9.8 CVSS:3.0/AV:N/AC:L/PR:N/UI:N/S:U/

C:H/I:H/A:H/E:X/RL:X/RC:X

�◆ 受影响的版本：

以下思科产品受此漏洞影响：

 □ Firepower 4100 Series Next-Generation Firewalls

 □ Firepower 9300 Security Appliance

 □ MDS 9000 Series Multilayer Switches

 □ Nexus 2000 Series Fabric Extenders

 □ Nexus 3000 Series Switches

 □ Nexus 3500 Platform Switches

 □ Nexus 5500 Platform Switches

 □ Nexus 5600 Platform Switches

 □ Nexus 6000 Series Switches

 □ Nexus 7000 Series Switches

 □ Nexus 7700 Series Switches

 □  Nexus 9000 Series Switches in standalone NX-OS 

mode

 □  Nexus 9500 R-Series Line Cards and Fabric Modules

 □ UCS 6100 Series Fabric Interconnects

 □ UCS 6200 Series Fabric Interconnects

 □ UCS 6300 Series Fabric Interconnects

以上产品中受影响的Cisco FXOS或NX-OS软件版本

详见 ：

https://tools.cisco.com/security/center/content/

CiscoSecurityAdvisory/cisco-sa-20180620-fx-os-cli-

execution#fs

�◆ 解决方案：

升级至参考链接中提示的安全版本。

参考链接：

https://tools.cisco.com/security/center/content/

CiscoSecurityAdvisory/cisco-sa-20180620-fx-os-cli-

execution#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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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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8-11235）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8 年 6月 1日

综述

近日，Git被发现存在一个潜在的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8-11235），该漏洞源于在用git clone时没有

对submodule的文件夹命名做足够的验证，当用户在使用 

‘git clone –recurse-submodules’时, 攻击者可以通过构

造一个恶意的.gitmodules文件从而远程执行任意代码。

参考链接：https ://blogs .msdn.microsof t .com/

devops/2018/05/29/announcing-the-may-2018-git-

security-vulnerability/

受影响的版本

 □ Git version < 2.13.7

 □ Git version 2.14.x < 2.14.4

 □ Git version 2.15.x < 2.15.2

 □ Git version 2.16.x < 2.16.4

 □ Git version 2.17.x < 2.17.1

不受影响的版本

 □ Git version 2.14.4

 □ Git version 2.15.2

 □ Git version 2.16.4

 □ Git version 2.17.1

解决方案

官方已经发布了新版本修复了上述漏洞，请受影响

的用户尽快下载更新进行防护。

下载链接如下：

 ◆ Windows：

 https://git-scm.com/downloads

 ◆ Mac OS X:

 https://git-scm.com/download/mac

 ◆ Linux:

 https://git-scm.com/download/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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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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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press CMS Core 
漏洞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8 年 6月 28日

综述

当地时间6月27日，国外RIPS研究人员公布了一个

Wordpress CMS漏洞，影响目前所有Wordpress版本。该

漏洞使得攻击者在获得编辑（上传，删除等）图片（以

及缩略图）的权限（至少Author-level）后，可以删除

WordPress CMS core的部分关键文件，从而劫持网站或执

行代码。

WordPress官方暂时没有发布相关修复补丁。

参考链接：

https://blog.ripstech.com/2018/wordpress-file-delete-

to-code-ex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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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patched-flaw-disclosed-in-wordpress-cms-core/

受影响的版本

 □ WordPress version <= v.4.9.6

不受影响的版本

 □ 暂无不受影响的版本

漏洞概述

该漏洞源于wp-includes/post.php文件在处理用户输

入时，未能进行适当的过滤，因此将用户输入传递给文

件删除功能时，会发生任意文件删除漏洞。 在PHP中，

当调用unlink()函数并且用户输入可能影响部分或整个

$filename参数时，由于其代表的是要删除的文件的路径，

因此错误的处理会引发该漏洞。

解决方案

WordPress官方暂时未发布新版本修复该漏洞。 请

保持关注Wordpress官方信息：https://wordpress.org/

download/。

RIPS的研究人员给出了临时的解决方案，通过在

functions.php文件（位于当前的active theme folder）中添加

相关的PHP代码来防止该漏洞被利用，详细信息请参考：

https://blog.ripstech.com/2018/wordpress-file-delete-to-

code-ex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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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p Slip 任意文件覆盖 
漏洞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8 年 6月 6日

综述

当地时间6月5日，Snyk的研究员公布了一个名为Zip 

Slip的漏洞。通过该漏洞，攻击者可以利用一个特制的

ZIP压缩文件，通过路径遍历覆盖任意文件，从而导致潜

在的命令执行。

详细信息可参考：

https://snyk.io/research/zip-slip-vulnerability

漏洞概述

攻击者可以使用保存目录遍历文件名的特制档案文

件（例如../../evil.sh）触发Zip Slip漏洞。 一旦易受攻击的

代码库提取了归档文件的内容，攻击者就可以将它应该

驻留的文件夹之外的恶意文件解压缩。 研究人员指出：

“目录遍历漏洞的前提是攻击者可以访问文件系统中应

该驻留的目标文件夹之外的部分文件系统”。然后，攻

击者可以覆盖可执行文件并远程调用它们，或者等待系

统或用户调用它们，从而在受害者的机器上实现远程命

令执行。

受影响情况

该漏洞影响了数千个项目，包括AWS Toolkit for 

Eclipse，Spring，LinkedIn的Pinot OLAP数据库，Apache / 

Twitter Heron，Alibaba JStorm，Jenkins和Gradle。其他云

提供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并且随着更多信息公开，Java

缺乏包含高级归档文件处理的中央库意味着Java生态系统

特别脆弱，受影响的Java库包括Java java.util.zip。 Apache 

commons-compres，Apache Ant，ZeroTurnaround zt-zip

和zip4j。

详细的影响列表以及CVE情况请参考：

https://github.com/snyk/zip-slip-vulnerability

解决方案

用户首先需要在工程项目中搜索存在漏洞的代码片

段，确认是否受该漏洞影响，同时确保相关的库已经在修

复列表当中。

详细内容请参考：

https://github.com/snyk/zip-slip-vulne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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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18133

新增规则

1. 攻击 [30711]: 思科路由器 iou-web 未授权访问

2. 攻击 [41588]:PHP Webshell 脚本上传

3. 攻击 [24275]:OMRON CX-One CX-FLnet Version 字段堆溢出漏洞

4. 攻击 [24272]:Roundcube Webmail archive.php IMAP 命令注入

5. 攻击 [24273]:Adobe Acrobat ImageConversion EMF EMR STRETCHBLT 越界读取漏洞

6. 攻击 [24274]:Advantech WebAccess Node chkLogin2 SQL 注入漏洞

7. 攻击 [24266]:Joomla! Core SQL 注入漏洞 (CVE-2018-8045)

8. 攻击 [24267]: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脚本引擎内存破坏漏洞 (CVE-2018-0935)

9. 攻击 [24269]:Microsoft Windows Shell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8-0883)

10. 攻击 [41582]: 恶意程序windows/umbraloader_b 网络通信

11. 攻击 [24270]:PHP phar 404 页面跨站脚本漏洞 (CVE-2018-5712)

12. 攻击 [24271]:Microsoft Windows SNMP服务拒绝服务漏洞（CVE-2018-0967）

13. 攻击 [41573]: 恶意程序windows/Jukbot_a 网络通信

14. 攻击 [41574]: 恶意程序windows/madness_a 网络通信

15. 攻击 [24265]:HPE Moonshot Provisioning Manager 设备 khuploadfile cgi 目录遍历漏洞

16. 攻击 [41575]: 恶意程序windows/solar_a 网络通信

17. 攻击 [41576]: 恶意程序 linux/MrBlackDDos_a 网络通信 + ++ + 

18. 攻击 [41577]: 恶意程序 linux/MrBlackDDos_b 网络通信 +++++

19. 攻击 [41578]: 恶意程序Windows/dirtjumper.RussKill_a 网络通信

20. 攻击 [41579]: 恶意程序windows/drive_a 网络通信

21. 攻击 [41580]: 恶意程序windows/drive_c 网络通信

22. 攻击 [41581]: 恶意程序windows/drive_d 网络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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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18133

23. 攻击 [41563]: 恶意程序windows/Lokibot 网络通信

24. 攻击 [24260]:Adobe Acrobat XPS Path 元素越界写入漏洞

修改更新规则：

1. 攻击 [23627]:Nano-10 PLC远程拒绝服务漏洞 (CVE-2013-5741)

2. 攻击 [67469]:Postgres 登陆失败

3. 攻击 [24162]:Autodesk Design Review BMP biClrUsed 缓冲区溢出漏洞

4. 攻击 [23843]:Cisco ASA防火墙SNMP溢出漏洞

5. 攻击 [24268]:Drupal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CVE-2018-7602）

6. 攻击 [41562]: 恶意程序windows/kasidet_v1.0 网络通信

7. 攻击 [41581]: 恶意程序windows/drive_d 网络通信

8. 攻击 [41575]: 恶意程序windows/solar_a 网络通信

9. 攻击 [41533]:Gafgyt 僵尸网络通信

10. 攻击 [62698]:ProFTPD后门未授权访问漏洞

11. 攻击 [41562]: 恶意程序windows/kasidet_v1.0 网络通信

12. 应用 :NFS

13. 攻击 [41502]: 魔鼬 DDoS木马通信

14. 攻击 [24163]:GoAhead httpd LD_PRELOAD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15. 攻击 [24250]:Drupal 核心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16. 攻击 [41495]:9527win 僵尸网络肉鸡上线

Web应用防火墙规则库更新

Web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6.0.6.1.39225

新增规则 :

1. Web 插件漏洞防护

  2Z004863 drupal_remote_code_execution2 防护 Drupal 框架远程执行代码漏洞

   27004862 spring_data_commons_remote_code_exec 防护 Spring Data Commons 组件中

存在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27004861 drupal_remote_code_execution1 防护 Drupal 框架远程执行代码漏洞

  27004860 asuswrt_lan_remote_code_exec 防护 AsusWRT LAN未授权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27004859 cms_made_simple_code_exec 防护 CMS Made Simple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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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推出GDPR咨询服务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规范》(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

于2018年5月25日起正式实施，这部法规将为所有欧盟自然人保护个人信息提

供法律依据，对于违规企业将处以高额罚款。值此之际，绿盟科技重磅推出

GDPR咨询服务。

什么是GDPR？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规范》(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

是一项对欧洲自然人数据的管理和安全问题进行规范的欧盟新法规，用于取

代1995年发布的过时的数据保护指令（DPD）。GDPR给所有欧盟自然人保护

个人资料提供了法律依据，允许自然人授权给不同个体使用其个人信息。它

囊括了所有新数据保护所必须的相关要求，将欧盟数据保护法律所覆盖的边

界从本地公司延伸到所有参与欧盟自然人「包括英国」个人信息处理的所有

外国公司。

GDPR适用范围

根据GDPR第3条规定，任何存储或处理欧盟国家内有关欧盟自然人个

人信息的公司，即使在欧盟境内没有业务存在，也必须遵守G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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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R合规要求概要

GDPR法规的要求基本以通用隐私原则（Generally Accepted Privacy 

Principles:GAPP）框架为基础 GDPR的法规条例和要求都囊括在6大原则+问责

机制内：

GDPR咨询服务模块
需求

（一）时间紧任务重

GDPR于2018年5月25日起正式

实施，所有满足要求的公司必须在

2018年5月25日之前完成整改以确保

其满足GDPR新规的要求。而GDPR

的合规项目是一项巨大的、全球性的

工程，它不单单是IT或者安全部门的

职责，而是需要企业内部多部门共同

参与的全局性工作，因此，GDPR合

规任重道远。

（二）惩罚力度空前

相比较之前的国际或国内的个

人数据保护不合规的惩罚力度而言，

GDPR的惩罚力度有目共睹。GDPR

有两个等级的惩罚，罚款数额是由控

制者或处理者违反的该法规的具体条

款内容所决定的：

违反控制者或处理者的义务将

受到低级别处罚，罚款金额为1000万

欧元和企业年度收入2%的较高者；

违反数据主体的权利和自由，

包括同意和个人数据的国际转移，将

受到高级别的处罚，罚款金额为2000

万欧元和企业年度收入4%的较高者。

随着GDPR的正式生效以及违

规后将面临的巨额罚款，企业针对

GDPR的合规性需求越来越紧迫。无

论您的企业是属于数据控制者还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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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企业个人信息保护现状和差距分析，以及个人数据安全风险评估

结果，得出企业的整体GDPR合规整改方案：

据处理者，如若不想被处罚或者被迫

放弃欧盟业务，均需要对所收集或者

处理的欧盟自然人的个人信息进行充

分的保护。

绿盟科技GDPR咨询
服务模块简介

绿盟科技GDPR咨询服务，通过

详细解读GDPR的相关法规要求，结

合国际成熟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框架

（ISO27001，ISO27018，BS 10012：

2017）等，以及先进的技术评估工

具，从人员、流程、技术和隐私治理

多个方面，帮助客户快速发现不合规

的领域并提供应对措施，以督促企业

尽快符合GDPR的要求，并通过实施

GDPR合规项目，逐步形成成熟的企

业数据治理与保护体系。

绿盟科技通过专业、成熟的服

务体系，可定制化提供GDPR安全咨

询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