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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笔者作为信息安全业内人士，详细阅读《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之后，结合自身工作与信息安全有关的行业背

景，以本文谈下对《管理办法》深入学习的体会，并介绍安全厂商提供的信息安

全要求的应对思路。

1. 概述

证监会于2018年12月发布《管理办法》，分七章共六十四条。这份文件作为

行业信息技术监管的法律依据，对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行业信息技术服务

机构都有重要意义。

2. 信息安全服务注意要点

《管理办法》适用范围覆盖全面，囊括信息技术服务机构的定义要求。信息

技术服务的范围主要包含重要信息系统的开发、测试、集成及测评，如业务系统

的流程设计、功能设置、参数配置和技术实现，及重要信息系统的运维及日常安

全管理。

笔者结合自身工作与信息安全有关的行业背景，本小节介绍信息安全服务注

意要点。

谈《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办法》 
中安全建设实践
金融事业部　俞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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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安全建设思路

信息安全建设工作任重道远，笔者觉得有必要总结自身安全建设经验，

分享一些建设思路供大家参考。如下重点选择对《管理办法》条款学习过程

中归纳关注重点做说明，分别是信息技术安全建设、数据治理、应急处理能

力建设方面提出应对思路。

信息技术安全建设—安全域划分、漏洞管理、投产变更、防
护能力

首先优化网络结构，定义安全域，采用防火墙进行逻辑隔离，对进出IP

地址、端口等进行严格控制。明晰重要信息系统定义，采取有效漏洞管理措

施，减少高危漏洞数量。以重要信息系统为主线，制定系统投产、变更和下

线方案。通过部署抗拒绝服务攻击、网络入侵防护和恶意程序防护措施提高

基础安全水平，进而可适时采取网络全流量分析技术、持续监测与防护等措

施，应对高级别攻击。

理顺系统架构
经营机构进行安全域划分可以帮助理顺网络和应用系统的架构，使得

信息系统的逻辑结构更加清晰，从而更便于进行运行维护和各类安全防护的

设计。

简化网络架构复杂度
基于安全域的保护实际上是一种工程方法，它极大的简化了系统的防护

复杂度：由于属于同一安全域的信息资产具备相同的IT要素，因此可以针对安

全域而不是信息资产来进行防护，这样会比基于资产的保护更易实施。

简单快速的漏洞处置过程
执行漏洞闭环管理，漏洞修复并验证是漏洞处置过程最重要一个环节。

不仅部署漏扫工具发现漏洞，同时需要引入机制对漏洞进行验证，比如通过

资产梳理掌握自有软硬件资产情况做到有的放矢，再如采取帐号登陆扫描获

得漏扫结果从而降低误报率。

安全厂商提供安全漏洞扫描服务，针对系统、设备、应用的脆弱性进

行自动化检测，帮助经营机构来侦测、扫描和改善其信息系统面临的风险隐

患；侦测某个特定设备的系统配置、系统结构和属性；执行安全评估和漏洞

检测；提供漏洞修补和补丁管理；是企业和组织进行信息系统合规度量和审

首先，《管理办法》强调了服

务开展注意要点。结合信息安全来

说，安全评估常见评估服务内容如

渗透测试、漏洞扫描等，服务实施前

必须获得经营机构的书面授权，服务

结果应当第一时间与经营机构反馈沟

通并指导修复，不得公布漏洞或缺失

细节，从而降低服务机构违法违规

风险。

其次，应急管理方面，服务机

构需协助经营机构开展应急演练。其

中，定期组织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应急

演练，演练频率不低于每年一次，以

保障应急预案的时效性，确保应急演

练在两年内覆盖全部重要信息系统，

提高演练熟练程度，最大限度降低数

据安全带来的业务风险。

在国内开展信息安全相关工

作，一些基本要求需要得到有效关注

与落实，如2017年6月1日实施的《网

络安全法》以及配套的系列法规要

求。信息技术服务机构需要学习行业

监管办法，采取适合的行为，合法开

展服务工作。

再次，信息技术服务机构应当

在与经营机构合作前，明确告知各自

的责任和服务分工。其中，证券基金

经营机构应当清晰、准确、完整的掌

握重要信息系统的技术架构、业务逻

辑和操作流程等内容，确保重要信息

系统运行始终处于自身控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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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一种基础技术手段。

漏洞扫描是确定安全漏洞修补方案的最佳手段，接入漏洞扫描器（RSAS、

Nessus、Nmap），在扫描器具备最高权限情况下进行自查，输出漏洞扫描器报告，并

协助进行漏洞整改，原则上不允许出现高中危漏洞。

安全漏洞扫描会对信息系统内的网络设备、操作系统、应用软件、中间件和

服务等进行安全漏洞识别，详细内容如下：

A、网络层漏洞识别

◆◆ ◆版本漏洞，包括但不限于IOS存在的漏洞，涉及包括所有在线网络设备及

安全设备。

◆◆ ◆开放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路由器开放的Web管理界面、其他管理方

式等。

◆◆ 空弱口令，例如空/弱telnet口令、snmp口令等。

◆◆ 网络资源的访问控制：检测到无线访问点，……

◆◆ ◆域名系统：ISC◆BIND◆SIG资源记录无效过期时间拒绝服务攻击漏洞，

Microsoft◆Windows◆DNS拒绝服务攻击，……

◆◆ ◆路由器：Cisco◆IOS◆Web配置接口安全认证可被绕过，Nortel交换机/路由

器缺省口令漏洞，华为网络设备没有设置口令，……

◆◆ ……

B、操作系统层漏洞识别

◆◆ ◆操作系统（包括Windows、AIX和Linux、HPUX、Solaris、VMware等）的

系统补丁、漏洞、病毒等各类异常缺陷，……

◆◆ 空/弱口令系统帐户检测

◆◆ 例如：身份认证：通过telnet进行口令猜测，……

◆◆ ◆访问控制：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普通用户可写，远程主机允

许匿名FTP登录，ftp服务器存在匿名可写目录，……

◆◆ ◆系统漏洞：System◆ V系统Login远程缓冲区溢出漏洞，Microsoft◆

Windows◆Locator服务远程缓冲区溢出漏洞，……

◆◆ ◆安全配置问题：部分SMB用户存在薄弱口令，试图使用rsh登录进入远程

系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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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应用层漏洞识别

◆◆ ◆应用程序（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库Oracle、DB2、MS◆SQL，Web服务，如

Apache、WebSphere、Tomcat、IIS等，其他SSH、FTP等）缺失补丁或

版本漏洞检测，……

◆◆ 空弱口令应用帐户检测。

◆◆ ◆数据库软件：Oracle◆tnslsnr没有设置口令，Microsoft◆SQL◆Server◆2000◆

Resolution服务多个安全漏洞，……

◆◆ ◆Web服务器：Apache◆Mod_SSL/Apache-SSL远程缓冲区溢出漏洞，

Microsoft◆IIS◆5.0◆.printer◆ISAPI远程缓冲区溢出，Sun◆ONE/iPlanet◆Web服

务程序分块编码传输漏洞，……

◆◆ ◆电子邮件系统：Sendmail头处理远程溢出漏洞，Microsoft◆Windows◆

2000◆SMTP服务认证错误漏洞，……

◆◆ 防火墙及应用网管系统：Axent◆Raptor防火墙拒绝服务漏洞，……

降低系统投产变更引入的安全风险
经营机构建立系统投产变更内容评审和审批授权机制，在系统上线前采取综

合安全评估，通常包含漏洞扫描、配置检查、渗透测试和代码审计。各项评估发

现的安全问题能够及时得到整改，进而降低系统投产变更引入的安全风险。

提高信息安全防护能力
主要依据信息安全策略及行业发展动态，在对信息安全现状进行风险评估、

差距分析的基础上部署安全防护措施，如遵循金融行业等级保护标准三级要求，

需部署防火墙、入侵检测/防御设备、堡垒机和审计类产品。

信息技术安全方面，牢记以重要信息系统为主线，构建合规、适用、高效的

信息安全技术框架。

此节详细分享，可以阅读之前稿件《证券类金融企业网络安全建设方法与思

路》、《证券业金融企业网络安全建设进阶》。

数据治理—企业数据文化建设、数据分类分级、数据保护措施
数据治理安全建设工作开展思路，关键词是企业数据文化建设、数据分类分

级、数据保护措施，如下提出符合行业现状的四个建议说明如下：

完善企业数据治理架构，推进数据文化建设
良好的组织架构可以理顺各部门间的数据管理协作关系，保障管理机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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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提供数据管理制度落地实施。主动积极的数据文化能够提升员工数据

安全意识，改变员工工作方式和习惯，从而降低客户资料泄露风险。

完善数据管理制度
借鉴国内同业和国外相关领域的领先实践，建议经营机构编制数据标准

化规范、数据质量管理、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数据安全管理要求，以及可供

经营机构落地实施的数据安全评估流程和评估方法。

精细化数据分类分级
金融数据范围广且数据量巨大，现有措施大多为一刀切管理，未对数据进行

精细化分级分类，影响业务价值的体现，同时也影响数据安全保护。2018年9月证

监会发布《证券期货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引》，要求经营机构有效汇总并整理数据范

围，建立数据分类体系，明确数据重要程度等级。

为了帮助信息安全人员着手开展数据分类分级，本文列出目前采用较多

的数据安全梳理方法是全生命周期管理法。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是一种基于策

略的方法，用于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流动，包含对数据

的产生、使用、迁移、清理、销毁。通过对数据进行整体生命周期梳理，由

此发现数据在各个阶段的脆弱点及面临的潜在威胁。例如，金融机构工商银

行构建数据分层的数据架构体系（数据采集层、数据集成层、指标模型层、

管理操作层），运用数据生命周期管理，将应用系统按产品线进行划分，并

对各产品线的数据类别进行识别，且明确各类数据的数据有效期。保障数据

安全，促进各应用系统信息高度共享，充分发挥数据价值。

有效降低数据安全风险
由于自身业务及数据信息的高价值属性，近年来已成为各类信息安全事

件重灾区。如若经营机构的数据保护措施较薄弱、现有防护系统未关注数据

威胁警示，都将加剧数据泄漏风险。因而，适当采取数据防护技术，根据不

同类别和级别作出差异化数据管理。

根据经营机构其自身业务特性和控制策略，选择有效的技术手段，来封

锁各种数据泄露途径，保证数据安全。好的技术手段应该可以在数据泄露事

件发生前，发生时，发生后全过程进行控制。

◆◆ 事前预防

事前预防指通过技术手段的采用，可以预防数据泄露的发生或提高数据

窃取成本，从数据CIA原则出发进行技术手段设计。常见的事前预防技术手段

有透明加密，数据脱敏，终端安全，

加密key，磁盘加密，移动介质管

控等；

◆◆ 事中阻断

事中阻断是指当数据泄露发生

时，其可以识别数据泄露行为并进行

阻断。常见的技术手段有网络数据防

泄露系统（网络DLP），邮件数据防

泄露，终端数据防泄露等。其中终端

数据防泄露可以有效防护移动介质拷

贝，即时通讯工具传输，截屏，录屏

等手段造成的数据泄露。

◆◆ 事后审计

事后审计是指当数据泄露事件

发生后，提供可追溯审计的日志，帮

助技术人员进行数据泄露源头或责任

人定位。常见的技术手段有数据库审

计，日志审计系统以及事中阻断技术

手段产生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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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能力建设—达成数据备份能力、建立应急预案、开展应
急演练

达成数据备份能力
对于关键性业务数据，例如：软件应用代码、网络配置、Web代码等，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备份策略和备份地点，做好提前备份，备份策略的选择可

以为：全备份、增量备份；备份地点：本地备份、远程备份等。

◆◆ 备份策略

全备份：定期对关键性业务数据进行一次完全性的备份，在受到数据损坏的

第一时间，可以进行立马恢复，但是每次备份的时间长、备份空间有限。

增量备份：在第一次数据备份后，以后每次的数据备份，只备份上次备份结

束到此次备份期间增加或者修改的数据，备份的时间大大缩短，备份空间利用率

高，但是在发生灾难时，数据只能先恢复到第一次备份，然后再对之后的增量备

份进行依次恢复。

全备份+增量备份：在一定的时间点进行一次全备份，在到达下次时间点，

即两个时间点期间，进行增量备份。比如，在每周一进行一次全备份，星期二至

星期日进行增量备份，无论在何时间数据损坏，只需恢复本星期一的全备份以及

本周的增量备份即可，这样既能保证数据迅速恢复的前提下，备份时间和备份空

间也可以达到高效化。

◆◆ 备份地点

本地备份：将关键性数据存储于与此应用同台服务器的不同硬盘中，建议将

数据备份加密存储。

异地备份：在非承载关键性数据的服务器外，额外建立专门用来存储数据备

份的BE服务器，可手工备份后上传至BE服务器，或者采用软件进行自动备份。

开展应急演练
经营机构应当根据系统变更、业务变化等情况，持续更新应急预案。根据应

急预案定期组织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应急演练。规模较大的经营机构，可组织业务

部门、技术支撑部门、风险管理等相关内部部门共同进行应急演练。

应急演练主要演示常用种类的攻击行为，比如网络入侵应急演练、网页篡

改应急演练、恶意代码攻击应急演练、DNS拒绝服务攻击应急演练等常见演练场

景。◆

◆◆ 应急演练总体流程

应急演练中，按照演练方案的一般步骤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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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阶段、监测阶段、处理阶段、总结阶段。其示意图如下：

◆◆ 流程图示

监测阶段

处理阶段

总结阶段

问题描述记录

应急响应记录

应急响应报告

攻击阶段

准备阶段

1、环境搭建

2、工具准备

3、环境测试

1、确认攻击类型

2、进行攻击

1、监控发现问题

2、记录问题现象

3、通知相关人员

1、分析问题类型

2、启动响应预案

3、问题处理

4、检测处理结果

1、总结问题原因

2、总结处理经验

3、完成应急响应报告

总体流程示意图

参考：
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 《浅谈金融行业数据治理之信息安全考虑》 陈爱珍
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 《浅析商业数据安全防护体系建设思路》 张海仓

结语

《管理办法》引导证

券基金经营与服务机构在依

法合规、有效防范风险的前

提下，持续强化现代信息技

术对证券基金业务活动的

支撑作用。为了信息安全人

员第一时间着手合规应对工

作，并在安全工作中考虑

《管理办法》信息安全相应

条款要求，制定合适的年度

安全建设工作计划。笔者从

信息安全厂商角度谈下自身

对于《管理办法》学习体

会，并给出经营机构在信息

安全应对思路。



　业
研究
行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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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情报的“魔力”
金融事业部　梁晴

1. 当前信息安全攻防现状分析

情报就是线索，威胁情报就是为了还原已发生的攻击和预测未发生的攻击所

需要的一切线索。“所谓的威胁情报就是帮助我们发现威胁，并进行处置的相应

知识。这种知识就是我们所说的威胁情报”。威胁情报的工作让我们从知己走到

知彼。在网络攻防中，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Breaches Happen In Hours, But Go Undetected For Weeks/Months

当前信息安全攻防现状分析

上图所示，当前违规操作中，97%的违规行为在一天或更短时间内造成损

害；同时，60%的违规行为在数小时内造成数据泄露；85%的违规行为需要“数

周”或更长时间才能发现；90%的违规行为需要“数天”才能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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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统信息安全防护体系面临困境

传统信息安全防护往往通过收集日志数据，并将安全事件与多类安全设

备如入侵检测设备、Web应用防火墙等日志相关联，指导安全人员进行风险

处置。然而，传统的信息安全防护体系有如下弊端：

◆◆ ◆难以从海量的安全事件发现真正的攻击行为，IDS、WAF等传统安全

产品使用效率低下。

◆◆ ◆某一点确认的安全事件不能及时在组织内及时有效地进行共享，组织

内部难以有效协同。

◆◆ ◆不同类型、不同厂商的安全设备之间的漏洞、威胁信息不通用，不利

于大型网络的维护管理。

◆◆ ◆斯诺登等事件揭示的NSA对我国的攻击手段，目前的手段难以有效识

别发现，亟需对现有安全体系进行升级。

3. 基于威胁情报的信息安全防护优势

Gartner，这家全球最早也最权威的信息化咨询研究机构在2014年首次

发布了《威胁情报市场指南》，全球近50家公司榜上有名。在这份报告中，

Gartner首次公开了对于威胁情报市场的预测：

By◆2020,◆15%◆of◆large◆enterprises◆will◆use◆commercial◆threat◆intelligence◆(TI)◆

services◆to◆inform◆their◆security◆strategies,◆which◆is◆an◆increase◆from◆today’s◆less◆

than◆1%.

近1/5的应用率意味着有足够多的供应商、从业者成长为市场中的中坚

力量。

完美的安全性既不可能实现也不切实际。我们的终极目标不是不出事，

而是能力提升，通过快速检测和补救网络攻击，避免业务损失。准确全面的

威胁情报能够极大扩展威胁防御的时空边界，是实施积极主动防御策略的关

键，同时，也是攻防角色转变的需要网络攻击者和安全防护团队是一对矛盾

体，特别是随着供攻防对抗技术的提升，往往此消彼长。攻击者发动攻击

后，守方防护体系可能出现三种情况：A-视而不见；B-发现踪迹；C-准确检

测。利用威胁情报，守方可从◆A◆情形转化◆到◆C◆情形，实现从被动到主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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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据到有数据的攻防角色转换。

4. 基于威胁情报的安
全体系建设与应用

4.1威胁情报的技术体系
在技术层面，威胁情报中心分

层架构分为情报收集，情报分析存储

以及情报输出

4.1.1◆威胁情报原始收集

◆◆ 公共免费或付费的威胁情报

中心接入。

◆◆ 通过蜜网系统收集互联网情

报信息。

◆◆ 通过购买、情报交换，人工

获取等方式获取。

4.1.2◆不同威胁情报处理存储：

为了将多源异构的威胁情报统

一转换为标准格式情报以进行后续利

用，使用数据转换程序将不同工具/

语言的情报数据进行自动化的格式转

换形成统一存储格式（可以参考STIX

标准），减少各个来源情报中模糊不清以及冲突的问题。并通过静态映射代

码处理，发现转换错误。

4.1.3◆威胁情报输出：

◆◆ portal界面

◆ 用户按条件查询不同类型的威胁情报

◆◆ API接口：

◆ 将可机读情报数据通过API接口输出到安全平台上进行情报消费

4.2基于威胁情报的网络安全信息要素提取
针对收集的威胁情报应该包含以下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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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威胁情报数据，可以有助于评估当前面临的安全威胁的严重程度，

并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

4.3基于威胁情报的网络安全信息要素分析与展现
如下图所示，为通过态势感知平台以一定维度（如时间、IP地址，类型

等）聚合安全事件，对聚合的时间做基于IP地址的威胁情报查询，随后套用特

定的模型并呈现。

5. 未来展望

虽然目前威胁情报的应用只是发挥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的能力，但是毫无

疑问，从“威胁情报”获得的洞察力，为新的应用模式打开了大门。如果能

够有效全面地利用威胁情报的各个技术要点，可以为安全从业者门提供全新

的安全视角、更广的安全视野。当前金融行业在信息产业的驱动下，经历着

巨大的变化。与传统意义上的物理资

产相比，金融行业对于信息资产的重

视与日俱增。随着金融行业对于信息

技术的依赖逐步加深，信息风险越来

越突出，对于个人信息、商业信息和

竞争信息的保护需求也越来越高。在

新形势下，金融行业可以基于威胁情

报建立一个全面的、符合金融机构自

身特点的威胁情报分析模型，客观真

实反映出金融机构存在的安全问题及

其态势走向，这将会对我们的工作方

式、工具产生革命性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威胁情报在甲方安全运维中的

应用： 
http://netsecurity.51cto.com/
art/201706/543725.htm

2.  STIX和TAXII：了解国外较成熟的
威胁情报标准 
https://www.freebuf.com/
news/132148.html

3.  段越，林蓉，刘翔，薛质等.基于威
胁情报的金融信息安全指标建模研
究.信息技术，2018（6）.

4.  黄凯-基于威胁情报的数据分析和
自动决策.2018网络安全分析与情报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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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在用 VPN ？ 
和绿盟科技一起重构您的移动办公接入方案
金融事业部　张海仓

企业移动办公现状

随着近年来金融行业业内竞争的白热化，客户需求响应的及时性和便利性被

认为是商业银行客户竞争中的关键因素之一。这种及时性和便利性科技支撑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我们看到敏捷开发，弹性扩展，容器化部署都是科技响应业务快

速发展而产生的变革。但对金融行业来讲，在互联网与内网应用跨界的层面上一

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制约极大的限制了业务的灵活性。另外随着移动

互联网的发展，移动办公，移动营销，移动POS，智能POS的发展都对内外网业

务互动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主流的解决办法是通过VPN去访问内网服务，这种

解决方案存不论在技术、安全性和成本方面来讲都存在诸多弊端和缺陷，因此一

直没有得到企业大面积的使用。

从技术上讲，VPN是将企业内网和外网从网络层面进行了打通，换句话说，

其可控制的层面仅限于网络层，自然的，大多数VPN也都由防火墙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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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分配车道，而车道一旦分配，在这辆车释放这个车道之前，这一车道不可

再被其他车辆使用（这就是虚拟专线的涵义）。这就导致在用户量过万的企

业应用中，VPN网络创建的成本会非常高，需大量的或高性能的设备来为用户

创建VPN通道。自然的，风险也会随着VPN用户数的增多而不断增大。

从用户体验来讲，通过VPN访问内网资源大多需要多次授权，第一次VPN

创建，第二次业务访问，客户体验和学习成本都会比较高，存在诸多的不灵

活性。

绿盟科技解决方案？

SDP（软件定义边界）是一个成熟的安全模型。云安全联盟已经组织了4

届SDP黑客大赛，至今仍无人攻破。Gartner也曾作出预言，到2021年60%的

企业会使用SDP方案替代VPN。

绿盟科技基于SDP模型打造的SAG（应用认证网关）产品，通过提供应用

层级别授权，将互联网用户的接入与内部资源实现应用级对接，改变传统VPN

网络打通的方式，保证对外提供访问的同时，不暴露内网，最终达到保护被

访问资源的目的。

也就是说SAG产品经过认证后给予用户的访问权限是可以细化到应用级

别◆，并不只是网络级。

说人话，如果企业的A应用和B应用同时部署在M服务器的80端口，在以

往的VPN解决方案，除了登录限制外没有更好的办法限制能访问A应用的用户

不能访问B，而SAG产品就可以，通过URI进行授权，可以控制到任一用户的

如图所示，VPN建立起来后，外

部用户就拥有了访问192.168.1.1:80

这个端口上全部应用的能力，这种

授权的风险会非常的高。相当于将

192.168.1.1:80这个端口上的所有服务

对VPN用户发布，如果这个地址和端

口对应有多个应用的话，此时只能通

过应用账户来进行访问的限制，即不

能阻止恶意者对其他应用的访问和攻

击尝试。

从安全性来讲，这种网络层的

打通，无法对用户使用的协议和应用

进行细粒度控制，一旦当攻击者获得

VPN资源后（用户名和密码及访问地

址）就可以对该服务器进行攻击尝

试，当拿下这台服务器后，就可能进

行横向的移动和扩展，从而达到对内

部网络的攻击。另外，由于VPN工作

大多基于加密机制，这种加密直接导

致无法对流入流出VPN设备的流量进

行应用协议解析和审计◆，对数据安

全造成了很大的风险。

最重要的是，这种控制方式将

内网访问权限分配的责任全部集中在

VPN侧，当VPN应用存在漏洞或缺陷

时，如登录绕过，有可能将整个内网

置于危险之中。

从成本上来讲，由于要为每一

个用户创建一个VPN网络，在网络资

源分配过程中，并不能根据用户访问

应用的需求大小而动态调整资源，这

如同不论大卡车，小轿车都按一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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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访问行为，当然也包括网络层的访问。

这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内部应用和数据的安全性得到了很大的保障。这就避免了前面提到

的VPN网络接通后，恶意用户对内部网络的大范围攻击。

其次是网络资源的大大节约。在这种场景下，用户的每一次授权和访问

都仅占用其对应的应用资源，而不占用网络层资源，就如同访问网站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像VPN那样为一辆车而分配一个专用的车道，而是根据你

目的地给你规划路线。这条路线由共同目的地的车辆在你使用的过程中，可

以共享使用。通过这种方式，在降低资源占用的同时，降低内网服务过分暴

露的风险。

最终要的是，在数据传输层面，SAG在提供网络层加密传输，保证数据

传输安全的同时，提供了应用层访问审计。可以对全面审计互联网用户的每

一次访问◆行为，及时发现恶意用户或内部窃密者，并其采取措施，杜绝信息

泄露，保障数据安全。



2019.4  /  安全月刊 19

行业研究行业方案

另外，由于企业大部分内部应用◆多采用HTTP传输，当通过移动办公系统

对外发布后，很可能存在数据被窃听的风险，SAG在此基础上提供了SSL加密

与卸载功能，在应用不做任何改动的前提下达到数据安全传输的目的。

使用场景之WEB访问场景中

在PC远程接入或移动办公环境中，SAG提供WEB认证门户。用户可以通

过WEB访问SAG，SAG根据用户所要访问◆的应用实现控制和授权。如普通用户

或非认证用户都可以访问公开资源。对于更敏感和应用访问，则需要通过SAG

代理，二次认证后才可以进行访问。这种访问权限可以根据用户所要访问的

URI或URI参数进行灵活分配，同时，用户能够访问核心业务系统，并不代表

其拥有与核心应用系统网络通信的能力，SAG的代理功能杜绝了这种网络通信

能力所带来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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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访问场景中

在移动应用中下，APP大多通

过API方式来进行内部资源访问。此

时SAG可提供API接入能力。通过授

权API的方式进行用户认证授权，在

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的配合下，API方

式可以将用户登录授权和应用访问授

权合二为一，在不需要用户二次登录

的情况下，实现对内部资源的安全访

问，提高使用效率和用户体验。

SAG的安全性

从以上场景◆，我们可以看到通

过SAG作为应用代理后可以实现内网

资源的访问。大家可能会担心SAG的

安全性。如SAG被攻破后其上发布的

应用，是否可以直接被访问诸如此类

的安全疑虑。

首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SAG的

工作原理，SAG在整个访问过程中作

为打通内外应用的中介环节，进行身

份认证和授权时有两个关键环节，正

是这两个关键环节保障了业务访问的

安全性：

1.进行用户访问的认证
对访问SAG的用户进行登录认

证，WEB或API，为了保证登录过程

的安全性，我们支持的认证方式有多

因素，一次一密，普通密码，客户端

与服务端证书双向认证等多种认证方式。并提供黑白名单控制◆(包括◆IP/客户端

证书/◆ID◆Token)方式保证登录的安全性。

2.为认证通过的用户生成内网业务系统访问凭据

在SAG认证通过后，会为合法用户根据其事先定义的权限生成访问凭据

（密钥对），用户在进行应用系统访问时，SAG会自动将该凭据发送给该应用

系统，应用系统凭据验证通过后，用户才可以实现内部资源的访问。这一环

节基于前一环节正常的工作状态才会被触发。

从以上工作环节我们可以看出，如果用户通过某种方式绕过了SAG或拿

到SAG中发布的应用URL也不能获得内部资源的访问，因为无合法凭据。SAG

的凭据是基于PKI的公私钥对，几乎不存在被暴力破解或撞库产生的风险，可

以极大的保护内部业务系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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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安全风险评估算法体系
创新中心　赵粤征

无危则安，无损则全。安全意识就在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中得到了充分体

现。在《申鉴》曾有记载：进忠有三术：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

然为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则之为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

其认为谋事之道的最高境界是防患未然，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就预设警戒;其

次是在祸患刚开始显露之际及时采取措施中止其发生,至于事后的惩处训诫是

最末等措施。这应是现代安全风险管理预防为先的思想雏形。

古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安全风险管理以预防为先，但构建预防

体系的基础是什么并没有说明。在我们看来，想要预防，必须先要有安全风

险的评估，基于整个网络系统提供的各类基础数据，构建体系的风险评估体

系，从这个风险评估体系中，我们可以知道整个系统中，哪个部分是由于自

身的脆弱性而容易导致被攻破；哪个部分是由于对外暴露而容易被攻击；哪

个部分已经处于常常被攻击的场景下。因此，基于此，我们必须有一整套安

全风险评估体系，对整个系统的有一个从定性到定量的风险呈现。

国标GB/T◆20984-2007中定义的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规范中只给出了风险评

估计算的原理和基础模型，但并没有给出从定性到定量的方法论。特别是威

胁的量化，如何把威胁的严重性，威胁的热度、威胁情报的影响、威胁严重

随时间因素的衰减等因素综合考虑的情况下，实现对威胁的量化。

本文就是基于国标对安全风险评估的定义，绿盟科技提出如何从定性到

定量实现单资产风险评估算法，并在此基础之上，如何构建安全风险分层量

化体系，实现不同层级安全域风险的聚合及计算。这两个算法绿盟科技都已

经申请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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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资产风险评估算法介绍

国标GB/T◆20984-2007中定义的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规范中只给出了风险评

估计算的原理和基础模型，即风险值由威胁值、脆弱性值和资产价值组成并

计算，但存在以下问题没有做清晰的定义：

◆◆ 并没有给出风险值、威胁值、脆弱性值的具体算法，也即并没有给出

从定性到定量的量化评估算法。

本节给出单资产风险值算法，从而计算出资产基于风险三要素：资产价

值/脆弱性值/威胁值聚合出风险值的一个量化指标。

风险评估主要考虑如下因素：

脆弱性：反应资产漏洞情况及配置合规性情况。

威胁：通过以往的威胁事件对网络可能受到的威胁攻击进行预测评估。

资产价值：体现资产在客户网络中的重要性，依据资产在机密性、完整

性和可用性上的赋值等级，经过综合评定得出。

因此在确定资产的安全风险评估算法之前，我们首先要评估出资产脆弱

性、资产的威胁值及资产价值

1.1脆弱性评估因素与算法
主机脆弱性值由主机漏洞情况及配置不符合项情况决定。其中，主机漏

洞脆弱性由主机系统的所有漏洞风险加权和决定，漏洞危险程度越高的漏洞

对主机漏洞脆弱性影响越大，针对漏洞的威胁程度，在绿盟的定义的漏洞库

体系中给出了单个漏洞的评分系统，这个评分系统除行业标准定义的CVSS评

分外。在CVSS评分不能及时跟进更新的情况下，我们还增加了绿盟自身的

Nsfocus评分，作为漏洞评分系统的补充。

而对于某一主机的脆弱性评分，则是基于当前主机漏洞风险值和配置核

查风险值来决定的。

主机漏洞风险值的的计算，为了最大体现威胁程度最高的漏洞对主机的

威胁，我们假设一个主机共有n个漏洞，按照危险程度及CVSS评分从高到低排

列的对漏洞进行排列列表为：a1，a2，a3，…an，漏洞风险值为则依据绿盟提

出的专利算法最终获得：

其中：

a1为威胁最大漏洞的漏洞评分值

◆为影响系数

μ为收敛系数

rv取值范围是[0，10]，最小粒度

为0.01

配置核查风险值可以由模版组

成，配置脆弱性值的计算由单模版风

险值rbi计算，计算算法如下：

其中，

其中，w i为为不符合配置项的

权重，m为不符合配置项的个数；wi

为配置项的权重，n为所有配置项的

个数。

最终获得主机脆弱性值rh的计算

算法如下：

rh=a*rv+b*rb
绿盟科技提出的脆弱性算法比

较全面的考虑了导致主机产生脆弱性

的各个因素，并基于相应的算法，并

利用权重系数的调整，最大可能体现

了某个严重的漏洞或者配置项对主机

脆弱性值得影响。

1.2威胁评分因素与算法
在过去几年当中，各厂家威胁

评分算法一直被客户诟病，算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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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问题，如：

(1)◆算法中只考虑了安全威胁事件，其他因素例如是否作用在当前主机、

威胁的热度、威胁情报的影响、威胁严重随时间因素的衰减等因素无法动态

添加到系统中；

(2)◆算法将威胁事件对周边节点的影响统一考虑在当前主机威胁值的计

算中，造成作用在本机上的威胁权重降低，无法体现作用在当前主机的严

重性；

基于以上算法上的缺陷，我们将AHP层次分析法引入到主威胁值算法

中，从而实现在威胁的多维度影响下，将影响决策因子基于重要程度进行分

层并提出从定性到定量的威胁权重计算算法，并基于配置机制动态添加决策

因子。

1.2.1◆AHP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简称AHP，是指将与决策总是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

则、方案等层次，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该方法是

美国运筹学家匹茨堡大学教授萨蒂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为美国国防部研究"

根据各个工业部门对国家福利的贡献大小而进行电力分配"课题时，应用网络

系统理论和多目标综合评价方法，提出的一种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

层次分析法是指将一个复杂的多目标决策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将目标

分解为多个目标或准则，进而分解为多指标（或准则、约束）的若干层次，

通过定性指标模糊量化方法算出层次单排序（权数）和总排序，以作为目标

（多指标）、多方案优化决策的系统方法。

层次分析法是将决策问题按总目标、各层子目标、评价准则直至具体的

备投方案的顺序分解为不同的层次结构，然后用求解判断矩阵特征向量的办

法，求得每一层次的各元素对上一层次某元素的优先权重，最后再加权和的

方法递阶归并各备择方案对总目标的最终权重，此最终权重最大者即为最优

方案。

层次分析法比较适合于具有分层交错评价指标的目标系统，而且目标值

又难于定量描述的决策问题。

层次分析法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要达到的总目标，将问题分解为不同的组

成因素，并按照因素间的相互关联影响以及隶属关系将因素按不同层次聚集

组合，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分析结构模型，从而最终使问题归结为最低层(供决

策的方案、措施等)相对于最高层(总目标)的相对重要权值的确定或相对优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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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排定。

AHP分析法计算步骤主要包含如下：

1.2.2◆威胁值评估层次结构建模

利用AHP分析法，基于资产面临的威胁，我们对其进行分层建模：

目标层：最终确定资产威胁值

准则层：我们初步把准则层分为三个层次维度：

第一层：是否作用于本机

第二层：威胁维度，包括威胁事件的威胁度，威胁事件的热度、攻击源

的信誉度等。

第三层：时间区间，针对要计算的威胁全量区间，划分时间区间。

方案层：针对不同威胁维度的确定相应的基础威胁值算法/基础热度算法

/基础信誉度算法。

1.2.3◆构造分层判定矩阵

在构造判定矩阵之前，我们需要给出从定性到定量的判定准则。在层次

分析法中，为了使判定定量化，关键在于设法是的任意两个方案对于某一个

判定准则相对优越程度得到定量描述，一般对单一准则来说，两个方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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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总能判断出优劣，我们采用1~9标度的方法，对不同情况评比给出数量标

度，实现定性到定量的标定。

标度 含义

1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具有同等重要性

3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稍微重要

5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明显重要

7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强烈重要

9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极端重要

2、4、6、8 表示上述两相邻判定的中值

倒数
因素 i 与因素 j 比较的判断是 aij，则因素 j 与 i 比较的判断
aij=1/aij

在此基础上，针对准则层定义的每一子层的判定决策因子，我们构造判

定矩阵，矩阵元素具有如下特征：

bii=1

bji=1/bij

bji=bik/bij

(i,j,k=1,2,3…n)

判定矩阵中bij是根据资料数据、专家意见和系统分析的人员的经验经过

反复研究后确定。应用层次分析法保持判定思维的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只

要矩阵中的bij满足上述三条关系式时，就说明判定矩阵局用完全一致性。因此

针对威胁值评估的分层建模，我们构建出准则层的矩阵为：

在以上矩阵中元素的的取值依赖于专家意见、系统分析人员或者客户诉

求，所以在系统实现时，上述信息的构建通过配置文件，可以动态导入到实

现系统中。

针对准则层各个子层的判定矩阵，利用归一化算法得到各层判定因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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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分配。

因此，资产的威胁值的计算公

式为：

资产威胁值=本机威胁值*权重+

非本机威胁值*权重

其中本机威胁值（非本机威胁值）计

算公式为：

本机（非本机）威胁值=威胁度

*权重+热度*权重+ …+信誉度*权重

其中威胁度计算公式为：

威胁度=最近10天的威胁度*权

重+…◆+前80~90天的威胁度*权重

热度计算公式为：

热度=最近10天的热度*权重+…

◆+前80~90天的热度*权重

信誉度计算公式为：

信誉度=最近10天的信誉度*权

重+ …+前80~90天的信誉度*权重

最终，资产威胁值的计算通过

准则层权重的逐层迭代计算得出。

1.2.4◆威胁值计算简化

在安全威胁的计算体系中，由

于系统中可能无法获取信誉度、热度

等信息；同时，针对某一资产的威胁

事件也可能是不连续，某个统计时段

存在攻击，某些统计时段可能完全没

有攻击，基于此，我们在实现时可以

简化实现：

1、◆通过配置文件，可以简化威

胁维度，例如只考虑威胁度；

2、◆对于某些统计时段没有威胁

攻击时，我们系统中动态降低判定矩

阵的维度，从而不再考虑没有攻击的时段

其计算公式也可以做相应的简化。

1.2.5◆准则层的扩展性

同时在具体实现中，我们可以采用配置文件的方式，针对不同准则的

重要性，定义扩展准则层中的各个子层或者各个子层中的决策因子，例如，

如果我们要将威胁因子-是否阻断添加到判定准则中，由于这个因子和威胁

判定维度不再一个层级，所以，我们可以扩展一个层级为“威胁是否已经阻

断”，并为其构建一个2维判定矩阵，由于我们认为已经阻断比没有阻断我们

极端重要，查上表，我们可以得到这个2维矩阵为 。如图所示：

这样在系统实现中，只需要简单的迭代递归算法，则可以将配置文件中

新加的“是否阻断”准则考虑到威胁值的评估算法体系中去

1.3资产价值评估因素与算法
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是评价资产的三个基本安全属性。风险评估中

资产的重要性主要是由资产在这三个安全属性上的达成程度或者其安全属性

未达成时所造成的影响程度来决定的。

机密性

根据资产在机密性上的不同要求，将其分为五个不同的等级，分别对应

资产在机密性上应达成的不同程度或者机密性缺失时对整个组织的影响。下

表提供了机密性赋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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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值 标识 定义

5 很高
包含组织最重要的秘密，关系未来发展的前途命运，对组织根本利
益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泄露会造成灾难性的损害

4 高 包含组织的重要秘密，其泄露会使组织的安全和利益遭受严重损害

3 中等 组织的一般性秘密，其泄露会使组织的安全和利益受到损害

2 低
仅能在组织内部或在组织某一部门内部公开的信息，向外扩散有可
能对组织的利益造成轻微损害

1 很低 可对社会公开的信息，公用的信息处理设备和系统资源等

完整性

根据资产在完整性上的不同要求，将其分为五个不同的等级，分别对应资产

在完整性上缺失时对整个组织的影响。

赋值 标识 定义

5 很高
完整性价值非常关键，未经授权的修改或破坏会对组织造成重大的
或无法接受的影响，对业务冲击重大并可能造成严重的业务中断，
难以弥补

4 高
完整性价值较高，未经授权的修改或破坏会对组织造成重大影响，
对业务冲击严重，较难弥补

3 中等
中等完整性价值中等，未经授权的修改或破坏会对组织造成影响，
对业务冲击明显，但可以弥补

2 低
低完整性价值较低，未经授权的修改或破坏会对组织造成轻微影响，
对业务冲击轻微，容易弥补

1 低
完整性价值非常低未经授权的修改或破坏对组织造成的影响可以忽
略，对业务冲击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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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性

根据资产在可用性上的不同要求，将其分为五个不同的等级，分别对应资产

在可用性上应达成的不同程度。

赋值 标识 定义

5 很高
可用性价值非常高，合法使用者对信息及信息系统的可用度达到年
度 99.9 月以上，或系统不允许中断

4 高
可用性价值较高，合法使用者对信息及信息系统的可用度达到每天
90% 以上，或系统允许中断时间小于 10min

3 中等
可用性价值中等，合法使用者对信息及信息系统的可用度在正常工
作时间达到 70% 以上，或系统允许中断时间小于 30min

2 低
可用性价值较低，合法使用者对信息及信息系统的可用度在正常工
作时间达到 25% 以上，或系统允许中断时间小于 60◆min

1 很低
可用性价值可以忽略，合法使用者对信息及信息系统的可用度在正
常工作时间低于 25%

资产价值

资产按如下公式生成资产重要等级（资产价值）

等级 标识 描述

5 很高 很高非常重要，其安全属性破坏后可能对组织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失

4 高 重要，其安全属性破坏后可能对组织造成比较严重的损失

3 中等 比较重要，其安全属性破坏后可能对组织造成中等程度的损失

2 低 不太重要，其安全属性破坏后可能对组织造成较低的损失

1 很低 不重要，其安全属性破坏后对组织造成很小的损失，甚至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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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资产风险评估算法
一般来说，风险有两个属性：后果（Consequence）和可能性（Likeli-

hood）。最终风险对公司信息系统的影响，也就是风险两个属性权衡作用的结

果。不同的资产面临的主要威胁各不相同。而随着威胁可以利用的、资产存在的

弱点数量的增加会增加风险的可能性，随着弱点严重级别的提高会增加该资产面

临风险的后果。在许多情况下，某资产风险的可能性是面临的威胁的可能性和资

产存在的脆弱性的函数，而风险的后果是资产的价值与脆弱性的函数。

实际计算时，我们取

其中：

rh为主机脆弱性值

t为威胁值，范围0~10

风险可能性取值范围：0~10

风险后果计算公式

其中：

rh为主机脆弱性值

wp为主机的资产重要等级

风险损失取值范围：0~10

风险值计算公式

其风险值及风险等级映射关系如下表所示：

风险等级 风险值 标识 颜色 描述

5 8~10 很高 红色
一旦发生将产生非常严重的经济或社会影响，如组织信誉严重破坏、严重影响组织的正
常经营，经济损失重大、社会影响恶劣。

4 6~8 高 橙色 一旦发生将产生较大的经济或社会影响，在一定范围内给组织的经营和组织信誉造成损害。

3 4~6 中等 黄色 一旦发生会造成一定的经济、社会或生产经营影响，但影响面和影响程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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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等级 风险值 标识 颜色 描述

2 2~4 低 蓝色 一旦发生造成的影响程度较低，一般仅限于组织内部，通过一定手段很快能解决。

1 0~2 很低 绿色 一旦发生造成的影响几乎不存在，通过简单的措施就能弥补。

2. 安全风险分层量化体系

在安全风险方面，客户面临的问题当前是：由于算法问题，◆业务域风险或

者总风险可能小于业务单元的风险，也就是总风险不能真实反映安全运营体系

中最薄弱的环节。因此，我们基于我们提出单资产风险算法，面向资产的层级体

系，我们又提出了安全风险木桶权重聚合算法，利用这个算法，在计算每一层级

的聚合风险值之前，我们对当前每个个体风险进行排序，个体风险越大，在计算

最终聚合风险值中所占的权重最大，因而使得这个聚合风险值最能反映风险最薄

弱的资产。

基于单资产风险评估算法，我们提出风险木桶权重聚合算法，实现安全风险

分层量化体系的评估计算：

2.1木桶权重算法
假设一个资产域有n个资产，每个资产具有属性值Ri，按照Ri大小，从高到低

排列的属性值列表为：R1，R2,，R3，…Rn，系统总体属性R总的计算算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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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中：

◆ –　 ◆为影响系数

◆ –　μ为收敛系数，要保证◆ ◆计算结果在[0,1]之间
◆ –　Ri◆和R总取值范围是[0，10]

由于本算法的计算使得资产属性值最大的资产在计算中所占权重最大，因而

总体属性值最能体现资产属性值最大的资产，并略大于这个值。

2.2风险量化评估体系
按照木桶权重算法，逐级计算出安全域风险值（包括安全域的脆弱性值及威

胁值）和总风险值（包括总脆弱性值及威胁值），体现资产域整体安全风险的最

薄弱环节，体系如上图所示：

基于木桶权重算法，形成面向资产风险值、威胁值、脆弱性值的层级量化

算法：

◆◆ 资产风险值层级量化算法

首先假设一个资产域有n个资产，每个资产具有风险值Ri，按照风险值Ri大

小，从高到低排列的风险值列表为：R1，R2，R3，…Rn，系统总体风险R域的计算

算法如下：

◆ –　其中：◆

◆ –　 ◆为影响系数

◆ –　μ为收敛系数，要保证 计算结果在[0,1]之间

◆ –　Ri◆和R域取值范围是[0，10]

通过以上算法计算出某个安全域的域风险值，由于本算法的计算使得风险最

大的资产在计算中所占权重最大，因而总体风险值最能体现资产风险值最大的资

产，并略大于这个值。

然后，假设一个安全监控系统有n个资产域，每个资产域具有风险值Ri，按

照如上相同的算法，最终可以计算出整个系统的总风险值，从而在整个体系中，



安全月刊  /  2019.432

行业研究 行业方案

能够从下到上立体呈现体系的风险值及风险分布情况（如上图所示）

我们可以利用同样的算法理论计算出资产域内的域脆弱性值和域威胁值及整

个体系的总脆弱性值和总威胁值。

这样使得整个系统的风险呈现通过横向维度（风险值、威胁值、脆弱性值）

和纵向维度（单资产维度、各层级的安全域维度、总体维度）立体呈现，展现风

险全景。

通过木桶权重算法，上层风险由下层风险最大的资产或者安全域来决定；风

险值、威胁值、脆弱性值逐层计算量化，整体风险立体呈现，快速定位风险最薄

弱环节。

基于这个评估体系为我们整个系统带来如下优势：

1.◆根据客户定义的不同类型安全域（资产组、地域、组织架构、业务域），

可以方便快捷的逐层计算出风险值、威胁值、脆弱性值；

2.◆各个层级的风险值、威胁值、脆弱性值通过木桶权重算法获得，系统安全

风险通过各个层级的风险值、威胁值、脆弱性值立体呈现，使得客户可以通过下

钻快速定位TOP风险域或者TOP风险资产。

绿盟科技所提出的安全风险评估算法，不仅仅是面向某个主机或者资产，而

是一个体系化的解决方案，特别是面临的各类外部威胁是各类复杂多变的因素需

要考虑到风险评估中时，绿盟科技给出了一个更加的自适应的从定性到定量的方

案，使得体系的安全风险评估结果更能接近于真实的网络安全现状。



2019.4  /  安全月刊 33

行业研究安全事件

新型 Mirai 木马变种利用 27 个漏洞 
瞄准企业设备

据外媒ZDNet报道，安全研

究人员发现了一种新型的Mirai	IoT

恶意软件变种，针对2种设备——

智能信号电视和无线演示系统。

Palo◆Alto◆Networks◆的安全研究人员在今年早些时候发现了一种新的◆IoT◆

僵尸网络，正使用这种新型◆Mirai◆木马变种。该僵尸网络的制造者似乎已投入

大量时间来利用新漏洞升级旧版本的◆Mirai，新型变种共使用了◆27◆个漏洞，其

中◆11◆个是◆Mirai◆的新型攻击，指向智能◆IoT◆设备和网络设备。

此外，该僵尸网络背后的黑客还扩展了◆Mirai◆内置的默认证书列表，以利

用该列表来破解使用默认密码的设备，Mirai◆默认证书的列表中已增加了◆4◆种

新的用户名和密码的组合。新型变种的目标和作案手法与之前的僵尸网络相

同，受感染的设备会在互联网上扫描具有公开◆Telnet◆端口的其他◆IoT◆设备，并

使用来自其内部列表的默认证书来中断并接管这些新设备。受感染的设备还

会扫描互联网上特定的设备类型，然后尝试使用27个漏洞中的一个来接管未

打补丁的系统。

通常◆Mirai◆僵尸网络针对的是路由器、调制解调器、安全摄像头和DVR◆/◆

NVR，极少数情况下会针对智能电视、手机和一些企业Linux和Apache◆Struts

服务器。然而根据◆Palo◆Alto◆Networks◆研究人员的报告，他们今年发现的新◆

Mirai◆僵尸网络是故意针对两种使用特制技术的新设备类型，即LG◆Supersign◆

电视和WePresent◆WiPG-1000无线演示系统。他们所使用的漏洞在网络上已经

暴露过数月，但这是首次被利用于攻击。

新增的漏洞利用：

漏洞 受影响的设备

CVE-2018-17173 LG◆Supersign 电视

WePresent◆WiPG-1000 命令注入 WePresent◆WiPG-1000 无线演示系统

DLink◆DCS-930L 远程命令执行 DLink◆DCS-930L 网络视频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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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 受影响的设备

DLink◆diagnostic.php 命令执行 DLink◆DIR-645，DIR-815 路由器

Zyxel◆P660HN 远程命令执行 Zyxel◆P660HN-T 路由器

CVE-2016 至 1555 年
Netgear◆WG102，WG103，WN604，WNDAP350，WNDAP360，WNAP320，
WNAP210，WNDAP660，WNDAP620 器件

CVE-2017-6077，CVE-2017-6334 Netgear◆DGN2200◆N300 无线 ADSL2◆+ 调制解调器路由器

Netgear◆Prosafe 远程命令执行 Netgear◆Prosafe◆WC9500，WC7600，WC7520 无线控制器

内容转至：ZDNet

原文链接：https://www.zdnet.com/article/new-mirai-malware-variant-

targets-signage-tvs-and-presentation-systems/

安全研究人员发现新型Mirai	IoT木马变种，主要针对LG	Supersign	

电视和WePresent	WiPG-1000无线演示系统，通过新增4个新的用户名

和密码组合来扩展Mirai内置默认证书列表，破解使用默认密码设备，受

感染设备会在Internet上扫描Telnet等端口，还会扫描互联网上特定设

备类型，尝试利用未打补丁的系统，除常见路由器、制解调器、安全摄

像头和DVR	/	NVR等设备外，智能电视、手机、Linux和Apache	Struts

服务器也应及时安装补丁、修复漏洞，以降低风险，减少损失。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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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在暗网上出售第四批数据 涉及 6 个网站 
2600 万新账户

据外媒The	Hacker	News报道，曾三次兜售从32个热门网站上窃取的

近8.9亿线上账户数据的黑客，目前正在暗网上出售第四批数据——来自其

它6个网站的数千万条记录。

The◆Hacker◆News今日收到了一份来自巴基斯坦黑客“Gnosticplayers”

的电邮，他声称自己已经攻击了数十个热门网站，而这些网站可能根本不知

道已经遭到入侵。这名黑客上个月在暗网市场“Dream◆Market”上发布了三

批数据，第一批是从16个网站上窃取的6.2亿账户详情，第二批是从8个网站上

窃取的1.27亿条记录，第三批是从8个网站上窃取的9200万条记录。尽管在放

出第三批数据时，黑客“Gnosticplayers”声称是最后一批盗取的数据库，但

他还是放出了第四批从另外6个网站窃取的将近2700万新用户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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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批遭受入侵的网站如下：

1.◆ Youthmanual◆–◆印度尼西亚大学和职业平台◆–◆112万个账户

2.◆ GameSalad◆–◆在线学习平台-150万个账户

3.◆ Bukalapak◆–◆在线购物网站◆–◆1300万个帐户

4.◆ Lifebear◆–◆日本在线笔记本◆–◆386万个帐户

5.◆ EstanteVirtual◆–◆在线书店◆–◆545万账户

6.◆ Coubic◆–◆预约安排软件◆–◆150万个账户

（图：知道创宇暗网空间搜索引擎“暗网雷达”搜索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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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IT技术创新发展，IT技术与企业业务的不断融合，再各类有价

值的各类数据的收集与使用更加便利的同时，也大幅增加了数据信息泄

露的风险。黑客可以利用企业安全防护机制不完善，通过网络大规模盗

取有价值的数据信息。给企业带来巨额损失。

建议企业针对数据安全从人员，技术以及管理三个维度采取相应的

安全防护措施。具体如下：

组织人员：数据信息保护需要机构所有人员参与。包含相关责

任人，管理人员以及执行人员。明确各个组织及个人的数据信息保护

职责。

制度流程：明确数据信息保护的宏观政策及具体管制制度，细化数

据信息全生命周期操作流程。并提供有效审计方法。

技术措施：通过数据传输存储加密，访问控制，基础架构安全措施

以及应用开发数据安全保护等技术手段对数据信息进行强效保护措施。

建议个人用户加强自身安全意识，比如不要在不同应用使用相同的

账号密码，密码应符合复杂度要求以及鉴别网络钓鱼等。

专家点评

根据知道创宇暗网雷达搜索到该黑客售卖数据的页面显示，入侵的账户

数据包括账户名、邮箱地址、IP地址、加密密码等信息。

黑客单独销售每个被攻击的数据库，总价值为1.2431比特币，大约是

5000美元。目前还不清楚上述网站是否意识到数据泄露，The◆Hacker◆News

已经联系这些受影响的公司并了解他们是否已经警告过用户关于这类安全事

件。如果你是上述网站或服务的用户，请考虑更改这些网站上的密码以及其

它网站中所使用的相同密码。

内容转至：The◆Hacker◆News

原文链接：https://thehackernews.com/2019/03/data-breach-security.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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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研究：访客管理系统存在漏洞 
黑客可潜入敏感区域

新 浪 科 技 讯 ◆ 北 京 时 间 3 月 4

日 晚 间 消 息 ， 据 美 国 科 技 媒 体

TechCrunch报道，IBM安全研究人员

发现，在最流行的5大访客管理系统

中有19个漏洞，黑客可以利用漏洞窃

取相关数据，甚至可以潜入办公大楼

敏感、禁止区域。

办公楼大厅、待客区经常装有

访客管理系统，用来检查员工或者访

客，让他们进入工作场所。如果是访

客，会通过触摸屏、平板检查姓名与

拜见的人，通过之后会打印或者派发

卡牌。

不过IBM安全研究人员发现，

这些系统有一些不安全漏洞。IBM检

查了五大流行系统，分别是Lobby◆

Track◆Desktop、eVisitorPass（最近

将品牌换成了Threshold◆Security）、

EasyLobby◆Solo、Passport和The◆

Receptionist，它们分别有7个、5

个、4个、2个和1个漏洞。

入侵者可以利用漏洞下载访客

日志，掌握姓名、驾照、社保数据及

手机号等信息；利用有的漏洞甚至可

以进入底层操作系统，连线之后就能跳到其它应用和网络。

更糟糕的是，入侵者甚至可以获得默认管理证书，完全控制应用，比如

编辑访客数据库。

内容转至：新浪科技

原文链接：https://tech.sina.com.cn/it/2019-03-04/doc-ihrfqzkc1142845.

shtml?cre=tianyi&mod=pctech&loc=16&r=25&rfunc=28&tj=none&tr=25

随着公司的业务发展和内部需要，部署一套快捷高效管理公司外部

以及内部人员进出公司等相关信息的智能化管理软件无可厚非。但是由

于此管理系统的漏洞，导致黑客窃取到相关数据，甚至可以潜入办公大

楼敏感、禁止区域，这是技术水平和管理制度的双向缺失。改进的建议

如下：

技术水平方面，访客管理系统的厂商需要对自身系统做好安全加

固，并且调整系统运行的账户权限为普通账户权限，不能使用系统的超

级管理员权限账户；使用公司也需要定期对系统和安装的服务器进行渗

透测试和版本更新。

管理方面，公司在办公楼大厅、待客区部署访客管理系统，这套系

统必须为做好独立的安全区域划分，严格限制该访客网络的对外通信，

防止黑客拿下该套系统以后作为跳板向公司其他的网络区域发动攻击。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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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RV110W, RV130W, RV215W 路由器管
理界面远程代码执行漏洞（CVE-2019-1663)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3月 1日

综述

当地时间2月27日，Cisco官方发布一则安全通告，称Cisco◆RV110W◆

Wireless-N◆VPN◆防火墙、Cisco◆RV130W◆Wireless-N◆多功能◆VPN◆路由器还

有◆Cisco◆RV215W◆Wireless-N◆VPN◆路由器中存在严重安全漏洞（CVE-2019-

1663）。漏洞存在于以上产品基于◆web◆的管理界面当中，是由于在管理界面

中对用户提供的数据未进行正确校验造成。

攻击者可以通过向目标设备发送恶意的HTTP请求来利用此漏洞，成功利

用可能允许攻击者作为高权限用户在受影响设备的底层操作系统上执行任意

代码。

存在漏洞的web◆管理界面可以通过本地◆LAN◆或者远程管理功能访问，不

过默认情况下，受影响设备上的远程管理功能是关闭的。

CVSS: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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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27-rmi-cmd-ex

受影响的版本

◆□ RV110W◆Wireless-N◆VPN◆Firewall◆Version◆<=◆1.2.2.1

◆□ RV130W◆Wireless-N◆Multifunction◆VPN◆Router◆Version◆<=◆1.0.3.45

◆□ RV215W◆Wireless-N◆VPN◆Router◆Version◆<=◆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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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影响的版本

◆□ RV110W◆Wireless-N◆VPN◆Firewall◆Version◆==◆1.2.2.1

◆□ RV130W◆Wireless-N◆Multifunction◆VPN◆Router◆Version◆==◆1.0.3.45

◆□ RV215W◆Wireless-N◆VPN◆Router◆Version◆==◆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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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地址及方法详见参考链接[1]。检查设备中远程管理功能是

否开启操作办法详见参考链接[2]。

参考链接：

[ 1 ] h t t p s : / / t o o l s . c i s c o . c om / s e c u r i t y / c e n t e r / c o n t e n t /

CiscoSecurityAdvisory/cisco-sa-20190227-rmi-cmd-ex#fr

[ 2 ] h t t p s : / / t o o l s . c i s c o . c om / s e c u r i t y / c e n t e r / c o n t e n t /

CiscoSecurityAdvisory/cisco-sa-20190227-rmi-cmd-ex#vp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

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不为此安全公

告提供任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

利用此安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

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及损失，

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

安全公告作者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

解释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

告，必须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整性，

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

科技允许，不得任意修改或者增减此

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

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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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Cisco发布公告修复了一个Cisco◆

Common◆Service◆Platform◆Collector

（CSPC）中存在的漏洞（CVE-2019-

1723）。该漏洞源于系统中存在的一个

具有固定密码的默认账户，攻击者可以

通过该账户与密码直接远程登录受影响

的设备，该账户不具备管理员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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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信息可参考：

http s : / / too l s . c i s co . com/

s e c u r i t y / c e n t e r / c o n t e n t /

CiscoSecurityAdvisory/cisco-sa-

20190313-cspcscv

受影响的版本

◆□ ◆Cisco◆CSPC◆releases◆2.7.x◆<=◆

2.7.4.5

◆□ ◆Cisco◆CSPC◆releases◆2.8.x◆<◆

2.8.1.2

Cisco Common Service Platform Collector
默认密码漏洞（CVE-2019-1723）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3月 14 日

不受影响的版本

◆□ Cisco◆CSPC◆releases◆2.7.4.6

◆□ Cisco◆CSPC◆releases◆2.8.1.2

解决方案

Cisco官方已经发布最新版本修复了上述漏洞，请受影响的用户尽快升级

进行防护。

具体操作方式请参考官方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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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sco-sa-20190313-cspcs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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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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域内机器本地提权攻击 
威胁预警通告
布时间：2019 年 3月 5日

综述

来自Shenanigans◆Labs的安全研究员公布了一种利用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

(Resource-Based◆Constrained◆Delegation)进行活动目录攻击的方式，该攻击方式

可能对域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攻击者能够令普通的域用户以域管理员身份访问本

地计算机的服务，实现本地权限提升，参考相关链接[1]。

绿盟科技M01N◆Red◆Team对基于该攻击的本地权限提升进行了研究和复现，

并在此基础上结合PowerShell◆Remoting对进一步获得域管理员权限进行了实验，

详见链接[2]。

相关链接：

[1]https://shenaniganslabs.io/2019/01/28/Wagging-the-Dog.html

[2]http://blog.nsfocus.net/analysis-attacks-entitlement-resource-

constrained-del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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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背景

委派(Delegation)是一种让用户可以委托服务器代表自己与其他服务进行

验证的功能，主要用于当服务需要以某个用户的身份来请求访问其他服务资

源的场景。

对于不同委派的工作模式，假设A为IIS◆Web◆Server，B为SQL◆Server，A

需要使用数据库B以支撑用户访问。

传统的约束委派是“正向的”，通过修改服务A属性”msDS -

AllowedToDelegateTo”，添加服务B的SPN（Service◆Principle◆Name），设

置约束委派对象（服务B），服务A便可以模拟用户向域控制器请求访问服务B

以获得TGS服务票据来使用服务B的资源。

而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则是相反的，通过修改服务B属性”msDS-Allow

edToActOnBehalfOfOtherIdentity”，添加服务A的SPN，达到让服务A模拟用

户访问B资源的目的。

攻击原理

安全研究员E l a d ◆ S h am i在

其报告中指出，无论服务账号的

UserAccountControl属性是否被设为

TrustedToAuthForDelegation，服务

自身都可以调用S4U2Self为任意用户

请求访问自己的TGS服务票据。但是

当没有设置时，通过S4U2Self请求得

到的TGS服务票据是不可转发的。

如果通过S4U2Self获得的TGS服

务票据被标志为可转发，则该票据可

以在接下来的S4U2Proxy中被使用，

而不可转发的TGS服务票据是无法通

过S4U2Proxy转发到其他服务进行传

统的约束委派认证的。

可关键在于，不可转发的TGS

服务票据竟然可以用于基于资源的约

束委派。S4U2Proxy会接收这张不可

转发的TGS服务票据，请求相关服务

并最后得到一张可转发的TGS◆服务

票据。

更多详情参见：

http://blog.nsfocus.net/analy◆

sis-attacks-entitlement-resource-

constrained-delegation/#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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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流程

引用报告中原图说明该攻击步骤：

如果能够在B上配置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让服务A访问（拥有修改服务B

的msDS-AllowedToActOnBehalfOfOtherIdentity属性权限），并通过服务A使

用S4U2Self向域控制器请求任意用户访问自身的TGS◆服务票据，最后再使用

S4U2Proxy转发此票据去请求访问服务B的TGS服务票据，那么就将能模拟任

意用户访问B的服务！

更多详情参见：

http://blog.nsfocus.net/analysis-attacks-entitlement-resource-

constrained-delegation/#i-4

缓解措施

1、◆在高权限账户属性设置中，将其设置为“敏感账户，不能被委派”。

2、◆将高权限账户加入被保护组。

3、◆启用LDAP签名◆和◆channel◆ binding能修复通过NTLM中继的本地

提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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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月刊  /  2019.446

漏洞聚焦

Chrome 与 Win7 32 位漏洞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3月 8日

综述

当地时间3月7日，Google发布

通告公开了一个Microsoft◆Windows

漏洞的存在。Google称这个本地提

权漏洞可以和上周公开的Goog le◆

Chrome浏览器的漏洞（CVE-2019-

5786）一起使用，从而控制受害者的

机器。

由于Google发现了相关的攻击

已经被在野利用，所以决定公开此信

息，让用户有所防备。

目前Chrome已经推送了自动更

新修复了上述漏洞，◆Windows仍在准

备相关漏洞补丁。

详细信息可参考：

https://security.googleblog.

c o m / 2 0 1 9 / 0 3 / d i s c l o s i n g -

vulnerabilities-to-protect.html

漏洞条件

◆□ Ch rome漏洞影响全平台

（Windos,◆Mac◆OS,◆Linux）下非最新

版本的Chrome浏览器。

◆□ 据Google称，Windows漏洞仅影响WIN7◆32bit的系统。

受影响的版本

◆□ Google◆Chrome◆<◆72.0.3626.121

◆□ Win7◆32bit◆系统

解决方案

请使用Google◆Chrome的用户尽快更新升级至安全版本。

Google研究人员表示，在Microsoft修复前，该漏洞仍可以用来提权或者

与其他浏览器漏洞一起使用来达到沙盒逃逸的效果，因此建议用户使用最新

版本的Windows◆10，并且在补丁上线时及时更新进行防护。

Google会将该漏洞的进展更新在以下页面：

https://security.googleblog.com/2019/03/disclosing-vulnerabilities-to-

prote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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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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动态

绿盟科技产品更新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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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19989

新增规则

1.◆攻击 [24437]:OpenMRS◆webservices.rest 不安全对象反序列化漏洞（CVE-2018-19276）

2.◆攻击 [24438]:Apache◆Solr◆反序列化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0192)

3.◆攻击 [24439]:FreeBSD◆NFS◆服务◆NFSv4◆操作码越界写 (CVE-2018-17157)

4.◆攻击 [24440]:CMS◆Made◆Simple◆Showtime2◆3.6.2◆任意文件上传漏洞 (CVE-2019-9692)

5.◆攻击 [24441]:HPE◆智能管理中心◆dbman◆decryptMsgAes◆堆栈缓冲区溢出 (CVE-2018-7114)

6.◆攻击 [24442]:Microsoft◆Windows◆DHCP◆Client◆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0726)

7.◆攻击 [24443]:TUTOS◆1.3◆-◆'cmd.php'◆远程代码执行 (CVE-2008-0148)

8.◆攻击 [24444]:HPE◆Intelligent◆Management◆Center◆PrimeFaces◆表达式语言注入漏洞

9.◆攻击 [24445]:WordPress 插件 DZS-VideoGallery◆-◆跨站点脚本攻击漏洞

10.◆攻击 [24446]:WordPress 插件 DZS-VideoGallery 命令注入漏洞

11.◆攻击 [41660]: 疑似通过 PostgreSQL 的 COPY◆FROM◆PROGRAM 功能运行系统命令 (CVE-2019-9193)

12.◆攻击 [41656]:WSO◆PHP◆Webshell 访问

13.◆攻击 [41657]:Webshell 后门程序 JspSpy 访问控制

14.◆攻击 [41658]:Webshell 后门程序中国菜刀访问控制

15.◆攻击 [24431]:HPE 智能管理中心 iccSelectCommand 表达式语言注入漏洞

16.◆攻击 [24432]:Nexus◆Repository◆Manager◆3◆远程命令执行漏洞 (CVE-2019-7238)

17.◆攻击 [10488]:Microsoft◆IIS◆ISAPI 过滤器处理错误拒绝服务攻击漏洞 (CVE-2002-0072)(MS02-018)

18.◆攻击 [24434]:Supervisord◆远程命令执行漏洞 (CVE-2017-11610)

19.◆攻击 [24435]:Fiberhome◆AN5506-04-F◆RP2669 跨站点脚本攻击漏洞（CVE-2019-9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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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动态

网络入侵防御 /
检测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5.6.10.19989

20.◆攻击 [22583]:OPENi-CMS◆pluginIndex.php◆oi_dir◆参数文件包含漏洞

21.◆攻击 [24436]:Sparkasse◆-◆多个持久性跨站脚本攻击 Web 漏洞

22.◆攻击 [24426]:RavenDB◆4.1.4◆跨站脚本攻击

23.◆攻击 [41654]:Linux◆watchdogs 挖矿病毒恶意文件下载

24.◆攻击 [49027]:watchdogs 挖矿木马 DNS 通信

25.◆攻击 [49026]: 恶意程序 windows/Brushaloader_a 网络通信

26.◆攻击 [24427]:Video◆Downloader◆和◆Video◆Downloader◆Plus◆谷歌 Chrome 浏览器扩展程序 UXSS 漏洞

27.◆攻击 [24428]:Drupal◆8.6.9◆REST◆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28.◆攻击 [24429]:Windows◆Vista◆RSS◆Feeds◆Gadget◆跨站点脚本漏洞 (CVE-2007-3033)

29.◆攻击 [30716]:Chrome 打开 pdf 文件信息泄露漏洞

30.◆攻击 [41655]:" 驱动人生 " 下载器木马通信

31.◆攻击 [24430]:Microsoft◆Windows◆DHCP◆服务代码执行 (CVE-2019-0626)

32.◆攻击 [30717]:NTPsec◆ntpd◆process_control 越界读取漏洞 (CVE-2019-6444)

33.◆攻击 [24400]:Dell◆OpenManage◆Network◆Manager◆访问控制漏洞（CVE-2018-15768）

34.◆攻击 [24409]:qdPM9.1 项目管理工具 XSS 漏洞 (CVE-2019-8391)

35.◆攻击 [24410]:SuiteCRM◆7.10.7◆SQL 注入

36.◆攻击 [24413]:Joomla 附件模块 3.2.6 版◆Shell 上传

37.◆攻击 [24412]:qdPM9.1 项目管理工具 XSS 漏洞 (CVE-2019-8390)

38.◆攻击 [24414]:Webiness◆Inventory◆2.3 版任意文件上传（CVE-2019-8404）

39.◆攻击 [24415]:Jenkins 远程执行代码

40.◆攻击 [24416]:WordPress◆WP-JS-External-Link-Info◆url 重定向漏洞

41.◆攻击 [24417]:WinRAR◆ACE 文件处理路径遍历漏洞 (CVE-2018-20250)

42.◆攻击 [24418]:KindEditor 编辑器文件上传漏洞

43.◆攻击 [24419]:Hoteldruid◆2.3◆-◆'nsextt'◆XSS◆注入 (CVE-2019-8937)

44.◆攻击 [24420]:Zoho◆ManageEngine◆ServiceDesk◆Plus（SDP）任意文件上传（CVE-2019-8394）

45.◆攻击 [24421]:WordPress◆wp_crop_image 目录遍历漏洞 (CVE-2019-8943)

46.◆攻击 [30715]:Joomla◆PrayerCenter◆3.0.4◆数据库 sql 文件泄露

47.◆攻击 [24423]:Raisecom◆Technology◆GPON-ONU◆HT803G-07◆命令注入漏洞

48.◆攻击 [24425]:Drupal◆Public◆Download◆Count(Pubdlcnt)◆Modules 开放式重定向漏洞

49.◆攻击 [24424]:PDF◆Signer◆3.0◆模板注入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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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动态

网络入侵防御 /
检测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5.6.10.19989

修改更新规则：

1.◆攻击 [49014]: 门罗币挖矿程序网络通信

2.◆攻击 [60494]:DivX◆Web◆Player◆NPDIVX32.DLL◆ActiveX 控件远程拒绝服务漏洞

3.◆攻击 [60560]:AOL◆Picture◆Editor◆YGPPicEdit.dll◆ActiveX 控件多个缓冲区溢出漏洞

4.◆攻击 [24432]:Nexus◆Repository◆Manager◆3◆远程命令执行漏洞 (CVE-2019-7238)

5.◆攻击 [24415]:Jenkins 远程执行代码

6.◆攻击 [50049]:TELNET 服务用户认证成功

7.◆攻击 [24391]:Rockwell◆Automation◆RSLinx◆Classic◆CIP◆Connection◆Path 堆栈缓冲区溢出漏洞（CVE-

2018-14829）

8.◆攻击 [24436]:Sparkasse◆-◆多个持久性跨站脚本攻击 Web 漏洞

9.◆攻击 [63308]:Symantec 杀毒软件 Intel◆LANDesk◆Common◆Base◆Agent 服务任意代码执行漏洞

10.◆攻击 [41644]:Webshell 后门程序 PHP◆Angel 访问控制

11.◆攻击 [60657]: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JavaScript 跨域信息泄露漏洞 (MS09-019)

12.◆攻击 [60743]:McAfee 多个产品 HTTP 服务器头处理缓冲区溢出漏洞

13.◆攻击 [60279]:Microsoft◆Visual◆FoxPro◆FPOLE.OCX◆ActiveX 控件缓冲区溢出漏洞

14.◆攻击 [60903]:Apache◆mod_proxy 远程缓冲区溢出漏洞

15.◆攻击 [60767]:Java◆Web◆Start 远程代码注入漏洞

16.◆攻击 [60345]:BrowseDialog◆ActiveX 控件 CCRPBDS6.DLL 拒绝服务漏洞

17.◆攻击 [60825]:Mozilla◆Firefox◆IconURL 任意 JavaScript 执行漏洞

18.◆攻击 [60352]: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ADODB.Recordset 空指针引用拒绝服务漏洞

19.◆攻击 [60355]: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6◆RDS.DataControl 处理 URL 参数拒绝服务漏洞

20.◆攻击 [60726]:Mozilla◆Firefox◆CSS 字母间距堆溢出漏洞

21.◆攻击 [60362]:Macromedia◆Shockwave◆10◆SwDir.dll◆ActiveX 控件拒绝服务漏洞

22.◆攻击 [49026]: 恶意程序 windows/Brushaloader_a 网络通信

23.◆攻击 [61025]:Microsoft◆Windows◆Speech 组件语音识别远程命令执行漏洞（MS08-032）

24.◆攻击 [60368]:Microsoft◆MDAC◆"SoftwareDistribution.WebControl"ActiveX 控件代码执行漏洞

25.◆攻击 [60413]: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 结构化图形控件拒绝服务漏洞

26.◆攻击 [60418]: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DirectAnimation.DAUserData 拒绝服务漏洞

27.◆攻击 [60464]:HTTP 服务目录遍历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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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应用防火墙规则升级包

Web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6.0.7.0.40977

新增规则 :

1.◆服务器 / 插件漏洞防护

27004874◆Joomla_Component_Jlike_1.0_Information_Leakage 防护 Joomla 信息泄露漏洞

27004875◆maccms8.x◆Command◆execution 防护 Maccms8.x 命令执行漏洞

2.◆webshell 防护

8912962◆devilzShell_shell_request 防护 devilzShell_webshell

8912963◆devilzShell_shell_response 防护 devilzShell_webshell

3.◆内容过滤防护

21757993◆Chrome_PDF_Information_Disclosure 防护打开 PDF 引起信息泄露漏洞

修改规则：

1.◆路径穿越防护

18612238◆single_path_escape◆优化规则

18612236◆password_access◆优化规则

2.◆SQL 注入防护

18612310◆func_sleep_for_sqlserver◆优化规则

18612312◆func_sleep_for_PostgreSQL◆优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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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讯！绿盟 ATM 获海外认可

近 期 于 海 外 发 布 的 绿

盟科技ATM（Attack 	 Th reat	

Monitoring），在本届RSAC上，

荣获美国著名网络安全杂志CDM

（Cyber	Defense	Magazine）的

颁发的“State	of	 the	Art	Cloud	

Security”最先进云安全产品奖。

此奖项是由CISSP、FMDHS、CEH等专业人士从全球近3000家信息安全

供应商中历时6个月票选出来的。授予行业内具有创新精神，提供独特的产品

和服务的公司。◆绿盟科技ATM作为海外主推的产品之一，斩获该奖是对绿盟

科技在网络安全领域尤其是云安全领域多年深耕积累的一个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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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ATM（Attack Threat Monitoring）

绿盟科技ATM通过本地和云端的实时云地交互，在云端利用机器学习来

帮助进行安全运营。它的最大价值在于，第一次把安全检测和防护从独立IP

提升到了“安全团伙“级别，消除了单个IP视角与生而来的偶发性，从而让

安全团队做出更准确的行动决策。ATM实时监控本地网络安全态势，可进行

深度攻击分析，将攻击可视化，同时联动云端的IP◆GANG◆CHAIN，让客户实

际感知攻击者画像，为攻击后续处置提供重要线索和指导。

CDM杂志的Gary◆S.◆Miliefsky曾说过：在一个网络犯罪呈指数级增长的世界

里，数据盗窃、个人信息丢失、国家网络间谍活动、黑客活动和网络恐怖主义频

发，是时候专注于最具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以真正阻止这些犯罪活动的发展。

近年来，绿盟科技紧跟国际网络安全发展形势，在物联网安全◆、◆工控安

全◆、◆云计算安全◆，◆云安全服务等方面持续发力，相继发布多款安全产品及解

决方案，向用户提供全方位的安全防护体系。

关于CDM	InfoSec	Awards

CDM(Cyber◆Defense◆Magazine)是业界领先的电子信息安全杂志一直致力

于在全球搜寻具有创新力的专业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筛选全球范围内最具

创新性和前沿性的网络安全公司。

为表彰世界网络防御和信息安全创新从业者和企业，CDM就当年度领

先、科技含量高的创新安全产品予以“CDM◆ InfoSec◆Awards”奖项。这是

CDM第七年颁发此类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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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发布·绿盟科技 IDR 敏感数据发现 
与风险评估系统

绿盟科技拥有近二十年网络安全行业经验，自国际提出大数据安全概

念以来，绿盟科技潜心于大数据技术研究和市场调研分析，在RSAC2019上

发布了大数据安全产品——绿盟敏感数据发现与风险评估系统（◆绿盟IDR：

NSFOCUS◆Insight◆◆for◆◆Discovery◆◆and◆Risk），该产品紧跟RSAC大数据安全关

注热点，获得了广泛关注。

在RSAC2019上，数据安全仍受到了极大的关注。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如何能够有效的保护个人隐私，保护企业敏感数据不

被泄露，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安全厂商关注的焦点，而且越来越聚焦于大数据

安全、云安全的服务能力和运营能力◆。

大数据时代是万物互联的时代，数据的价值在国家、政府、大数据企业

三个层面都有所体现，数据支撑业务，并且数据在共享过程中增值，因此数

据被誉为“未来的石油”。

有数据推测，2020年中国数据安全产业规模将达70.2亿元，有63.9%的企

业已经或未来1年内会部署大数据应用，预估2019年整个大数据安全市场规模

达45亿。

绿盟IDR具有以下特性：

1.智能的数据分类分级
产品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实现自动化的数据分类分级，同时根据各行业的

业务数据特性，提供行业数据分类分级模板，便于使用；

2.全网的数据资产测绘
产品拥有敏感数据智能、快速、准确的发现和定位能力，有效梳理大数

据环境中的敏感数据全景图，支持分布式数据库和传统关系型数据库，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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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环境，覆盖全网的数据测绘；

3.实时的数据流转测绘
产品具有流量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和数据审计能力，对异常请求数据的

行为进行告警，审计流转数据的交换、共享、操作情况，为溯源和行为分析

提供数据；

4.全面的数据安全风险评估
产品拥有全面的数据安全风险评估能力，数据资产测绘和数据流转测绘

相结合，实现二维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并且支持大数据环境的漏洞扫描和安

全基线核查，让数据风险可量化，为数据安全防护提供有力支撑。

图：绿盟科技IDR部署架构

RSA◆Innovation◆Sandbox评委Paul◆Kocher曾说过：“难以置信的是，公

司不知道他们的数据在哪里，不知道他们的数据算是资产还是垃圾。”

大数据安全防护体系，从技术层面来讲，第一步就是数据资产测绘和数

据流转测绘。绿盟IDR作为一款多功能的数据安全风险评估产品，能够结合行

业业务特性，提供数据发现、识别、分类、分级、敏感数据分布、监控、审

计、风险评估等功能。该产品可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业务场景的部署需求和

使用条件，确保客户的数据业务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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