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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数

据在新常态中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

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2015年9月

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

动纲要》指出，“数据已成为国家基

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

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

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

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2016年3月

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还专章提

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明确我

国将“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

源，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

加快推动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和开发应

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治理创

新。”2017年6月1日，正式实施《网

络安全法》的网络安全法，对数据安

全和个人数据保护也给予了足够的

关注。

新形势下的数据保护
金融事业部　张海仓

维度 条文

数据安全

第十条 建设、运营网络或者通过网络提供服务，应当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采取技术措施
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网络安全、稳定运行，有效应对网络安
全事件，防范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网络数据的完整性、保
密性和可用性。

第二十一条 国家实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应
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下列安全保护义务，
保障网络免受干扰、破坏或者未经授权的访问，防止网络数据
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

第二十七条 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
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
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
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
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
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

第三十一条 国家对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
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和领域，以及其他一旦
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者数据泄露，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国计民生、公共利益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在网络安全等级保
护制度的基础上，实行重点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具体范
围和安全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个人数据保护 第 40 至 4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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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条文

国家层面的数
据保护

第三十七条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
因业务需要，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按照国家网信部门会同
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办法进行安全评估；法律、行政法规另
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十一条 国家建立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国
家网信部门应当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加强网络安全信息收集、分
析和通报工作，按照规定统一发布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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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25日，欧盟GDPR（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将正式生效，这更是

一部专门针对数据保护所制定的条例。根据规定，它的影响将不仅限与整个

欧盟（EU）范围内。而是适用于所有处理和持有欧盟居民个人资料的公司，

而不论公司地理位置。以上这些国家战略和法律法规无疑对金融行业数据保

护提出了新的要求。

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金融行业业务拓展，企业及用户规模不断上涨。

为配合业务的大数据战略的需求，在数据收集维度和颗粒度方面与过去相比

都更加的全面和精细，造成了数据存储规模达到PB或ZB级别。数据激增，导

致数据的存储方式随之变化，从传统的集中式存储、关系型数据库转向云端

存储、大数据平台、分布式存储、采集器端点存储等多个位置和多种方式，

存储方式及位置异常分散。这种新模式的发展，导致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像以

前那样清晰的理清我们业务系统的数

据流，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传统数据

保护方法的落后和失效。

未来如何在满足业务发展的同

时，满足监管要求，又能很好的保护

住企业所收集和存储的海量数据，是

摆在金融行业客户面前一大难题。笔

者根据自身数据保护从业经验提出几

点思考，供企业参考。

1. 关注云上数据安全

无论是2016年百度云盘设计缺

陷，导致大量用户照片等个人信息的

泄露，还是2017年亚马逊AWS S3服

务器配置错误造成的美国加州数据分

析公司Alteryx泄露了1.23亿美国家庭

的敏感数据，以及180万个注册投票

者个人信息泄露。都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近年来由于企业业务或数据上云

而引起的一些数据安全问题。

因此，企业在上云过程中应关

注数据安全性，而不是一味的追求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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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增长和便利性。针对这种情形，企业可以采用云端加密存储，应用侧解密

使用等技术来解决这种问题。

如图所示：企业通过在本地应用与云端数据交互途径中部署代理工具来

实现数据的加解密，身份管理等工作，保护企业云端数据的安全性。这种工

作模式也适用于目前使用互联网邮箱来作为企业邮箱的中小企业。通过对邮

件内容或附件进行加密存储，收信人通过客户端或特定工具来进行解密使用

而防止互联网邮箱的原因而导致的公司机密泄露。

2. 关注大数据存储安全

随着企业大数据战略的落地，以Hadoop平台为例，大量数据被存放

在Hadoop平台，就形成“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引起的数据集中风险。

Hadoop生态系统的核心是HDFS，虽已开始支持原生静态数据加密，但是

这种应用层加密，在大规模使用时，密钥很难管理，并且对平台的速度和性

能、对Hadoop的支持程度、管理都提出了很大的难度。企业可以考虑使用数

据单元（cell）加密和细粒度访问权限控制组件来弥补原生静态加密的不足，

如开源的Rhino等。

再者，仅仅对静态数据加密改造还远远不够，数据在平台各组件间传输

时的动态安全也需要关注，需要把Hadoop当前所拥有的一堆网络协议，如

RPC、TCP/IP、HTTP，使用其对应的动态加密协议来进行替换，防止这些数

据被镜像或嗅探。同样，还需要关注各种与Hadoop交互的系统上或流转的中

间数据存在的安全问题，包括MySQL、oracle甚至临时文件、日志、元数据，

以及数据提取和客户端访问。这些都需要企业在未来设计数据安全架构或保

护方案时进行考虑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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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事故，使得所有的数据安全策略失效。例如某管理员，既拥有数据防泄露

系统的admin权限，又拥有某系统的root用户；其就可以通过关闭数据防泄漏

系统来躲避数据使用审计，也可以将系统数据全盘进行拷员，这都将为企业

数据安全造成致命伤害。

 

55% 40%

 

55%的数据泄露事件与内部

数据使用人员

数据使用者造成的数据泄露

事件中 40%与特权账户有关

３.２ 关注低敏感数据
还有数据使用过程中多种低敏感数据的泄露造成重大后果。例如：最近

暴出的某应用平台公布其用户运动数据，导致多国军事基地意外暴露的事件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众多不敏感或低敏感数据泄露后，经过组合分析，

就很有可能造成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因此，在金融行业未来数据安全建设

过程中，除了保护自己现有数据不被泄露外，还需要通过技术手段来跟踪和

分析以前已经泄露的数据，必要时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对以前泄露数据可

能造成的后果进行改善和弥补。

朝鲜平壤没有地面建筑，地下“隐蔽的”
慢跑路线暴露其地下军事基地

美国内华达州51区空军基地

3. 关注数据使用安全

３.１ 提高数据使用者安全
意识

多好的数据安全技术方案，如

果数据使用者缺乏安全意识，在数

据使用，流转，存储，销毁以及再

生产等众多过程中仍然会产生数据的

泄露；这些都必将给企业造成损失。

例如快递公司投入大量的技术和资金

来推广和使用隐私面单，但是派送人

员为了自己的方便，在派送之前，将

所有隐私面单上的电话号码进行了补

充，这最后而又最关键的一个小“失

误”，使得所有的努力的付出都失去

了意义。

另外，根据Verision数据泄露研

究报告指出，在泄露的数据中高达

55%的数据泄露事件与内部数据使用

人员有关，而这55%中有40%与企业

特权账户失控有关。例如过大的数据

访问权限甚至无限制的访问权限，失

控的特权帐户等都有可能造成一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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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重视数据治理

数据治理简单来讲，就是提高用户三个能力，即数据资产挖掘能力，数

据资产跟踪能力，以及数据资产价值评估能力。

3.3.1 数据资产挖掘能力

数据资产挖掘能力，就是得知道你拥有哪些类型的数据，他们是什么，

都存在哪里。针对不同的数据类型，有不同的技术手段可以来实现或完成。

例如可以通过对线上数据库抽样扫描、大数据仓库的元数据分析、dlp的本地

扫描等来实现。在未来，这种挖掘和搜集不是应该固化为企业数据保护的一

种能力，并且可以通过数据态势感知平台做到可索引，可下钻。例如发生了

大面积的客户密码信息泄露，数据挖掘能力能够迅速从全量数据中找到所含

有客户密码信息的数据元。

3.3.2 数据跟踪能力

现有的数据保护模式大多采用“栅栏式”式防护。这种防护的最大弊端

在于栅栏永远不可能无限度的高和密，总有数据可以从中泄露出去。基于低

敏感数据来推敲，分析，组合出高敏信息的前提下，数据保护就是一个伪命

题。因此，企业需要建立企业内部数据跟踪能力，从数据产生到数据销毁，

全生命周期的跟踪。数据跟踪提高企业对自有数据资产的管控能力，也可以

帮助企业聚焦数据保护的重点。例如基于某应用系统产生的数据，对其进行

数据传播，再生产，直到销毁的跟踪。同时，也结合对应用系统的生命周期

跟踪，当应用下架后，数据管理员就会清楚的了解之前该应用系统产生的数

据在哪里，是需要进行归档或销毁。而避免在应用下线后，导致数据孤立而

被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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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上两者能力具备后，按照网络安全法或GDPR，当用户认为你导致数

据泄露而要求你进行数据删除时，你必须在72小时内作出响应动作来证明自

己是清白的。你便可以立刻知道，关于他的数据散布在哪里，在什么时间什

么地点被谁访问过，然后根据这些上下游分析异常，如果情况更理想，系统

会直接根据自动的风险规则来查出异常，并突出显示。

3.3.3 数据价值定义能力

数据保护不可能无止境的投入或细化，因此，企业在数据保护和追踪过

程中，肯定是优先对价值较大的数据优先进行保护。这里就涉及一个企业对

自身数据价值定义的一个能力，企业对自己数据价值的定义和预判越准确，

数据保护成果就越显著，工作也会越轻松。例如2016年某银行在进行营业网

点搬家的过程中，将大量的贷款用户资料当作废品进行便买和处理。反映了

该公司在数据价值定义和判断存在严重误差。这种情形下，多好的数据保护

技术和多大的资金投入都无济于事。根据GDPR，你还要能够服从客户的意

愿，假设客户要求你立刻删除所有与他相关的信息。这就需要强制性的响应

措施，从不同节点修改/删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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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文章主要偏重与数据保护方面的一些思路介绍，较少涉及到具体的数据

保护技术和产品。近年来，业界也在不断探索一些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定

情形下的数据保护问题，在forrester的报告中，描述了这些年在数据安全上的

各种防范的探索，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选取其中的技术进行重点了解。

注：图中横轴表示各技术的成长性，纵轴表示该技术的价值。

红色这条线看起来是比较失败的，既没有技术价值，也没有成长性也不

强，表示已经被淘汰的技术，主要有企业权限管理。

灰色这条线上，有区块链、安全通信、应用层加密、密钥管理、数据分

类、各种文件磁盘加密，再到DLP。

蓝色都是眼下炙手可热的技术，包括数据分类和flow mapping，数据隐

私管理、数据主体权利管理、数据访问治理、大数据加密、令牌化技术、云

数据保护。这一阶段的很多解决方案还在摸索实践中，相对于前面两条线，

蓝色线技术更顺应大数据、云时代的潮流。

参考文献：
1. http://www.freebuf.com/articles/database/1605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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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中，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内部的网络环境正面临着复

杂多变的信息安全问题。这里既有来自于互联网对企业内网的各种入侵和攻击威

胁，也有来自于企业内网中的违规操作和信息泄漏。为了应对层出不究的网络攻

击和系统漏洞，许多企业先后部署了防火墙、入侵检测与防护系统、漏洞扫描系

统、病毒防护系统等安全产品。但由于这些安全产品都仅仅防堵来自某个方面的

安全威胁，于是形成了一个个安全防御孤岛，无法产生协同效应。因此，就要求

企业需要建立一套能够横向贯穿安全防线的统一安全管理平台，实现对全网IT资

产整体安全风险的监控，真正让企业安全管理人员把握整体安全态势，实现有效

地协同防御。

要构建一个统一的安全管理平台，首先就需要将来自企业网络中各类IT资

产及其安全防御设施运行过程中不断产生的各类安全数据和安全日志进行统一收

集、分析，形成企业网络的整体安全态势。而在企业网络安全中，各种网络安全

设备产生的安全数据和安全日志数据等信息往往过于离散和庞大，很难进行人工

解读，难以及时发现攻击的时间、空间、意图和危害等因素；同时，也给安全管

理平台的收集和分析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安全管理平台决不能简单地将这些海量

的信息直接展示给用户，否则，用户面对这些海量的安全事件将束手无策，管理

运维效率将不升反降。而且网络安全设备自身的不足也会导致严重的误报及漏报

情况，这也会增加安全人员发现攻击行为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管理人员

难以发现完整的攻击场景、时序和地域关系，及时有效地处理这些离散事件的难

度变得越来越大，这就迫切需要对大量的离散事件进行分类、整合和关联。因

此，安全事件关联分析技术应运而生。

安全事件关联分析技术作为企业安全管理平台的核心功能之一，其目的在

于从看似“分散独立”的海量安全数据中寻找异常活动的逻辑关系，发现攻击意

图、步骤、危害、风险等信息。因此可以将安全事件关联分析定义为：用方法和

浅谈安全管理平台中的事件关联分析
金融事业部　杨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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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表示的形式框架，用来对多源数据进行分析、聚类、分类、关联、以获得高

质量的安全事件信息。

在企业安全管理平台中，完整的事件关联分析应包括异构海量日志采集、日

志范式化处理、事件的过滤归并、事件关联分析引擎、事件告警响应、事件存储

与展示等几个部分。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事件关联分析引擎。

企业安全管理平台采集异构海量日志，通过日志范式化和分类处理，将日志

转换成标准格式，再经过进一步的过滤和归并后，将数据发送给关联分析引擎，

经过关联分析引擎分析后生成告警。

经过整个事件关联分析流程生成的告警数据，在加密压缩处理入库存储后，

通过监控、统计、查询、追溯、报表等平台业务层展示功能为用户提供安全态势

分析和安全运维服务。

通过对流程图分析可以看出，在安全信息分析过程中，数据分析量是在逐层

递减，但是数据价值是在逐层增加，通过关联分析引擎输出的告警可以较准确的

定位网络攻击或预警潜在的安全威胁。

下面介绍几种安全管理平台中，目前常用的事件关联分析方法：

基于规则的关联分析
基于规则的关联分析是指按平台预先内置关联规则，或者用户自定义关联规

则对安全事件进行有效的关联分析。平台接收到安全事件以后，通过事件特征与

告警规则进行匹配，一旦匹配到符合条件的规则，规则就会被触发。在规则设定

的时间窗，平台会将多条成功匹配规则的安全事件进行关联，并按规则设定进行

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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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规则代表对攻击者攻击行

为的模拟，将平台采集的海量安全

日志归一化后，通过有效的字段组

合(源IP，源端口、目的IP，目的端

口，事件类型，协议以及其他有效数

据)，进行综合匹配分析，关联规则

必须是基于企业实际业务场景定制出

来的，满足企业实际业务最真实的网

络场景。

基于规则的关联分析主要针对

于已知安全事件的关联分析，当单独

使用时有一定的误报率，并且对运算

处理的要求比较高，能够检测的异常

情况也比较有限。

基于统计的关联分析
基于统计的关联分析，是在基

于规则关联分析的基础上，从安全事

件的各个属性出发，通过计算多个安

全事件各属性之间的关系，对多条相

关安全事件按规则设定的条件及阀值

进行匹配，当这些安全事件符合一定

的关系时将它们进行聚合，当这些关

系符合一定条件时可以生成新的聚合

告警。这种方法，通过判断多个安全

事件之间的关系，利用其中一个或多

个属性进行关联，归并大量重复的安

全事件，从而实现安全事件关联的

目的。

利用基于统计关联的方法，我

们可以将已经范式化的安全事件，

按源IP、目的IP、攻击事件分类等等

进行归类统计，一方面实现一段时间内安全事件数量趋势的统计分析，另一

方面可以通过针对攻击事件的分类统计实现安全事件预警和事件追溯分析。

例如，将攻击事件按攻击链模型的七个攻击阶段进行归类统计，具有一定关

系（如IP地址、事件类型等）的多个安全事件，对应到攻击链的合适攻击阶

段，即将这些事件标记上攻击链的攻击阶段，基于已经发现的攻击阶段进行

推理，预测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攻击事件，并可以通过平台进行告警、预警和

追溯分析。

通过基于统计的关联分析方法，可以大幅减少重复告警的数量，降低告

警冗余度，从而提高关联分析的效率。

基于威胁情报的关联分析
基于威胁情报数据的关联分析，是企业安全管理平台未来的主要发展趋

势，依赖于威胁情报数据的新一代企业安全管理平台，可以大大提升安全事

件分析效率，和对威胁行为的检测能力和响应速度。

威胁情报分为战略情报和战术情报，从技术上可以分为基础数据情报、

高级威胁情报和定制情报等，其中：

 ◆ 基础数据情报：包括IP指纹、web指纹、IP信息、域名信息、漏洞

库、样本库、IP信誉、域名信誉、URL信誉、文件信誉、C&C信誉等。

 ◆ 高级威胁情报：包括高级威胁分析报告、安全事件分析报告、TTP分

析报告等。

 ◆ 定制情报：包括周期性威胁播报、热点威胁分析报告、行业威胁分析

报告、资产威胁分析报告等。

通常情况下，企业安全管理平台与部署在云端的威胁情报平台互联。经

过安全管理平台的关联分析引擎生成的本地安全威胁告警，与云端威胁情报

平台推送的威胁情报数据进行关联，通过对IP信誉、域名信誉、URL信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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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威胁风险三要素的关联关

系，结合对机器学习、数据挖据算

法、可视化分析及智能化分析等新技

术的研究，实现企业安全管理平台的

智能化关联分析和安全态势感知，从

而更加主动、弹性地去应对新型复杂

的威胁和未知多变的风险。

文献参考：
敖日格勒. 网络安全事件关联分析技术

研究与应用[D].哈尔滨工程大学,2009.
周毅喆, 杨义先. SOC中的安全事件关

联分析[J]. 2009.
http://blog.51cto.com/yepeng/571113

件信誉、C&C信誉等多个维度的匹配，分析出安全威胁告警的可信程度，过滤

掉告警中的噪音事件，从而增加了本地安全威胁告警的精准度，使得企业安

全管理人员可以迅速定位威胁来源和相关联的资产和业务，并及时通过工单

和处置流程进行快速响应；同时，利用威胁情报可以对攻击者进行深入分析

和溯源取证。

针对传统的防病毒、入侵检测防御等产品依赖签名技术来识别恶意攻击

行为，对于恶意攻击行为早期破坏和高级持续性威胁（APT）攻击难以应对的

情况，通过早期推送基于攻击特征的威胁情报并与安全管理平台基础数据集

成，可以有效填补基于签名工具遗留的缺口，提高用户对未知威胁的发现和

处置能力。

本文阐述了安全事件关联分析在企业安全管理平台中的核心技术应用，

以及常用的关联分析方法。传统的企业安全管理平台多是以基于规则的关联

分析方法为主，其只能对已知的安全事件进行识别和关联分析，对于复杂的

或未知的威胁攻击很难得以识别，同时使用单一的关联分析方法也无法对所

有攻击进行有效且准确的识别和分析。因此，新一代的企业安全管理平台应

该结合多种关联分析方法，进行优势互补，形成多层纵深的安全事件关联

分析。

未来的企业安全管理平台应当建立在大数据基础框架之下，结合威胁情

报数据，进行基于实际场景的大数据安全事件关联分析。同时，建立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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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信息安全风险自评框架及其应用
金融事业部　张海仓

从事安全咨询工作的这些年，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有没有一套比

较好的框架来帮助对信息安全管理者

在不需要太深入了解安全技术的前提

下，就可以做好指导企业进行信息安

全风险自评，以此为依据，布局企业

信息安全建设，做到稳步推进。国内

企业安全起步相比较晚，安全建设也

大都是近几年才开始，由于经验等多

方面原因，我们看到大多数的企业

安全建设过程都属于 “据点式”建

设，想起什么问题或遇到什么，就解

决什么问题；造成的结果就是钱没少

花，事没少出，让安全变成了一种毫

无收益的花钱无底洞。当然也遇到过

有公司请咨询机构或安全公司来进行

风险评估，然后规划安全建设的。不

过这种规划要么商业目的太强，要么

就过于通用性，而且不具有持续性，

最后的结果也要么是没有什么成效，

要么干脆无疾而终。

每一个企业管理者，都有其职

责领域内的应尽关注（Due Care）。

应尽关注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你应该知

晓你所在领域内的安全风险，并采取措施进行控制风险。个人理解就是危机

感和责任感。危机感就是以你的知识体察你所从事领域或工作职责范围内的

危机或风险；责任感则是通过调用资源或技术手段对危机进行处置。所以我

们看到，应尽关注的第一步就是风险识别。在很多国家，应尽关注被提高到

法律层面，来对企业管理层提出要求。个人认为，应尽关注其实是用来保护

企业管理者的一种很好的工具，因为从法律层面讲，只要做到了应尽关注，

哪怕发生安全事故，你仍然可以避开“渎职”罪责的处罚。

信息安全领域也一样，也有应尽关注的要求。但由于安全领域技术发展

速度快，涉及知识领域广，攻防对抗技术更新替换频率高。应尽关注这一对

管理者的最低要求，反而成了信息安全管理者的头号难题了。常见的安全部

门成为企业信息安全事故的“背锅侠”这种现象，就是信息安全管理者的应

尽关注出了问题。

本文从风险识别的角度出发，提出一种寻找信息安全风险的自评框

架——USE框架，帮助大家识别信息安全风险，树立危机意识，更好的履行

“应尽关注”职责。由于个人能力局限，其中必然存在诸多的不妥，也算是

抛砖引玉，欢迎大家探讨。

1. USE风险自评框架概要

USE（User，用户； System,系统； Environmental，环境）风险自评框

架将企业所有风险的来源归究于这USE三个核心元素的失察。换句话说，绝大

部分安全事件的发生，都是由于这三个核心要素中的一个、两个或三个出问

题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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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企业在信息安全治理过程中，可以使用通过USE这三个核心要

素展开来进行风险的自评，查找企业潜在的安全风险。这其实是一个由体到

面，再到点的思维过程。USE三个面组成一个体，而USE展开又是一个单独的

面。框架目前只对USE三个面进行固定，每个面中的线条，和每个线条上的点

所对应的内容，都可以自行补充。

整体框概要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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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注用户（User）的不安全行为（Behavior）
人是信息安全控制中最大的变量。因此，我将思考人的行为放在整个风险自

评思考框架的第一位。每一个管理者在开展业务，上线系统，指派任务时都应该

考虑都人的个体差异性，任何时候管好人都是企业管理的第一要责。

1.1.1 用户识别

在用户的不安全行为识别时，我们将用户分为两大类，管理员用户和普通用

户，这两类用户在信息系统使用中分别对应系统的前台和后台，风险点不同，关

注点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将其分开；更进一步的，将普通用户细分为内部用户和

外部用户两类，内部用户主要是企业自己的员工，外部用户就是企业所服务的对

象，这两类用户所接触到的数据和信息的重要性，敏感程度不尽相同，我们也将

进行划分。如下图：

1.1.2 行为识别

管理员用户具有较高的系统权限，其可以系统中进行风险比较高的行为，如

使用特权账号，进行数据拷贝，业务系统变更等等。如下图：

内部用户行为识别，由于内部人员往往数量较大，我们可以从其职责或信息

系统使用行为方面来进行行为识别。关注内部工作人员的行为，可以有效防止数

据泄露的风险。这方面手段的建立，对试图窃取企业数据的员工造成一种威慑。

对数据的泄露可以有效进行管控，也对后期数据泄露后的追责提供依据。我们看

到近年来大型的数据泄露事件多与内部员工有关系，如德勤的用户资料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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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人员管理主要是涉及到人员录用，培训教育，辞退等一系列工作，防止

录用不合格的员工或者商业间谍。

外部用户行为识别可以简单的分为两大类，业务行为和其他行为，打开

“门”做生意，自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做最坏的打算，往往能帮助度过企业

不可预期的风险。因此，在为用户服务的同时，应该做好面对别有用心用户的识

别和防范。如下图：

1.1.3 风险识别

我们从每一类用户对应的行为出发，就可以识别出这一行为有可能会产生的

风险，从体到面，再到点的思维方式可以避免我们的思考产生盲区。

管理员用户风险识别，管理员用户可以系统上进行一些高危操作，所以对其

进行风险识别时，应尽可能的详细。常见的有特权账户滥用，数据篡改、窃取、

非法拷贝，不正确的操作或误操作等。携程网数据被删，阿里云业务中断这些安

全事件的背后都是对管理员行为的失察造成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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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用户风险识别，如下图：

外部用户风险识别，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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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注系统（System）的不安全状态（Status）
1.2.1 系统识别

关注系统的不安全状态最大的一个挑战是识别系统，也就是识别资产。在很

多企业中，资产的维护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安全部门并没有一个完整和系统或资产

清单。在这种情况下，就如同牧羊人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只羊，自然就管理不好羊群

了。所以这一步，是企业安全治理过程中必须迈出的坚实一步。随着虚拟化技术的

出现，系统管理将会带来更大的挑战，所以这部分功课，不管企业落下多久，都需

要及时补上。

1.2.1 不安全状态识别

系统的不安全状态，框架中大致分为了三类，使用技术的不安全性导致系统处

于不安全状态， 管理控制不安全导致系统处于不安全状态中，物理安全管控不到位

导致系统处于不安全有状态之下；

使用技术的不安全性导致系统处于不安全状态，分为新技术的使用导致的不安

全和系统本身的原因引起的不安全。一些新兴技术的兴起和使用可以对原本的系统

状态发生变更而导致不安全性。如在没有云计算技术之前，数据处理时使用中大型

机，不用考虑数据一致性的问题，因为数据就一份。但在云计算环境中，数据一致

性问题就不得不考虑，因为它分布式存在多个数据副本，每一个副本很有可能不一

样。系统自身的不安全状态有漏洞未及时得到修复，服务器未进行加固或安装了恶

意的应用程序，或者已经遭受到了攻击而被控制。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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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上的不安全导致系统处于不安全状态情形常见的上线管理、变更控制、

运维管理以及系统下线退役制度的缺失而迫使系统由安全变为不安全。如变更控

制中缺少变更后安全验证环节，让一个得到加固，安全上线的系统，随着变更，

慢慢变得千疮百孔。

物理安全导致系统处于不安全状态的情形最好理解，为什么机房要上锁就是

这个道理，如果把服务器放在操作上肯定是有问题。

其中重点要说明的是入侵检测系统，国内多数企业机房设置有访问控制设

施，但在未经批准的情形下进入机房操作的情况时有发生。某企业就因为UPS巡

检，未得到批准进入机房，操作失误造成UPS短路，机房停电近3个小时。因此，

物理环境的入侵检测手段是十分必要的，其很有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系统

置于十分危险的状态之下。

系统不安全状态的治理和企业信息安全需要不断提升和优化的工作，其工作

内容会随着系统规模的变化、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大家可以根据企业实际情

况，对框架内容进行不断的丰富。

1.2.3 风险识别

根据识别出的导致系统处于不安全状态因素进行逐项风险识别。也可以对某

一大项进行整体风险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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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注环境（Environmental）的不安全因素（Factors）
企业和人一样，是社会关系的集合和产物，因此不可能脱立于现实环境而存

在。企业安全建设和规划，更不能不考虑当前信息安全的环境，因此，企业信息

安全规划的第三个因素就是环境。

1.3.1 环境分析

环境分析中，可以将环境大致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两类，外部环境着眼

于安全领域内的大趋势和大环境，着眼于宏观层面。内部环境，关注自己企业安

全内部环境治理，从微观层面洞察企业安全风险。如图：

1.3.2 识别不安全因素

外部环境中不安全因素的识别，主要是站在旁观者的视角，来观察企业，或

者企业想知道自己的安全状况从攻击者来看是什么水平或状态。例如外部合作伙

伴（如供应商倒闭）带来的风险，对系统或业务系统进行的旁路攻击，突发灾难

等。内部环境的中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是管理者从企业日常建设或安全事件中总结

出来的内部整体安全氛围的情况。如在安全事件溯源过程中发现的日志审计手段

不足，在攻击发现过程中对现对流量的不可见性，甚至于对内部整体安全态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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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乐观等。示例如图：

1.3.3.风险识别

每一个不安全因素势必会导致一种多种安全风险，我们可以顺藤摸瓜，找出

这种风险，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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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SE框架的应用

这里主要介绍框架两个方面的应用 ，读者可以自行拓展。

2.1 企业安全能力自评与评估
框架是一种风险视角的思考方法，读者可以用其进行企业或系统风险识别，

找出其在安全建设中不足，并将其进行列举或消除。

在企业风险自评时，管理者也以可以将框架进行细分后将其指派对企业对

应的部门，由企业内部具体部门进行详细的风险分析。这时，管理者可以从宏观

层面感知企业安全建设的水平，摆脱传统的单点或单个系统的分析的风险自评方

法，帮助管理者从宏观层面把握企业安全风险。

当然企业也可以以此框架来指导第三方安全评估，从而统一外部评估的结

果，利于横向对比，实现评估和建设的连贯性。

在系统风险自评时，项目或产品经理可通过逐一化解其中的风险点来提高自

己产品安全性。从而达到不用深入到每一行代码和每一项产品功能中，系统性提

升产品安全性。

2.2 安全建设规划
通过USE自评得出的风险点出发，企业可以规划自己在未来的安全建设方

向和安全需求，进行长远的安全规划。例如我们从合作伙伴的不安全因素或风险

中，规划外包商管理的项目。

如企业从环境的不安全因素中识别出自己发现外部感知能力的不足，然后规

划威胁情报建设项目或舆情监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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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可以梳理出我们目前的所有需求，和可能的项目建设

方向。

大部分企业会发现自己有很多的不足或需要加强和提升的建设项目，这

时就需要项目编排或者优先级排序。根据行业或业务性质的不同，同样的项

目建设需求可能会有不同的优先级，这里提供一种项目优先级排序的方法，

供各位读者参考：

我们对规划的项目分为以下几个维度：紧迫性，可行性，易行性，回报

率；每个维护分为1-3分三个等级。根据这些因素进行0-3分（允许小数）的紧

迫性赋值。

1、紧迫性

在考察紧迫性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用户可以自行补充。

 □ 有无法律、法规、监管等方面的强制要求

 □ 有无引起法律诉讼的可能性

 □ 有无涉及人身安全的可能性

 □ 有无引发网络全局性崩溃的可能性

 □ 威胁强度多大能够造成危害，难易度

 □ 直接危害的严重程度

 □ 间接危害的严重程度

 □ 破坏后的恢复时间

 □ 破坏后恢复的消耗

 □ 最近6个月问题发现的频度

 □ 最近一次发现问题的间隔

2、可行性

在一个项目的需求可能由于现

在技术成熟度等原因无法达到，对于

这样的项目要么可以选择推迟，要么

选择其他方式来实现，防止投资收益

过低的出现。另外在技术成熟性时还

应考虑企业实际的业务环境，不可一

味地追求先进，而规划过于激进的项

目；可以从以下维度进行考虑：

 □ 外部政策是否允许

 □ 内部管理条件是否具备

 □ 技术成熟度

 □ 内部技术条件是否具备

 □ 外部支持条件是否具备

 □ 内部人员知识及技术是否具备

3、易行性

企业信息安全项目的实施一般

都是由易到难，如能从网络层面解决

的问题，就不放在终端解决，如入侵

检测系统的部署，现在大部企业都选

择的是NIDS（网络入侵检测），而很

少使用HIDS（主机入侵检测）就是这

个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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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进行考虑（采用倒序赋值，即越难的分数越小，越易的

分数越大）：

 □ 技术难度

 □ 资金投入大小

 □ 时间投入长短

 □ 人力投入大小和人员素质要求

 □ 外部支持资源的复杂度

 □ 对企业策略的触动大小

 □ 对组织管理的触动大小

 □ 对运作规定和习惯的触动大小

4、回报率

回报率的考虑可以从回报速度，以及对其他业务推进，成本的降低等角度进

行考虑，如：

 □ 见效速度

 □ 对于安全性的直接效果评价

 □ 对于业务的直接促进

 □ 对于其他安全建设项目的支持

 □ 对安全策略完善的促进

 □ 对安全组织完善的促进

 □ 对人员安全素质的促进

 □ 对安全管理运作规范化的促进

 □ 对安全管理成本大大降低

各部分分值赋值说明：

序号 安全规划因素
赋值说明

高（2-3 分） 中（1-2 分） 低（0-1 分）

1 紧迫性 必须尽快实施（一般为一年内） 需要尽快实施（一般为二年内）
不要求短期内完成（一般为
三年内）

2 可行性
现有条件下或申购的资源到位
后可实施

需要再申请一定资源后才可以实
施或实施的前提条件不太成熟

很难申请到必要的资源或目
前不具备实施的前提条件

3 易行性 实施难度较小 有一定实施难度 实施难度很大

4 回报率 预期效果会非常好 预期效果较好 预期效果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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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每个项目各个部分的分值进行汇总，得到项目优先级的排序。

序号 项目 优先级 紧迫性 可行性 易行性 回报率

1 金融事业部 - 张海仓 11.6 3 2.6 3 3

2 服务器安全任务 11.5 2.7 2.8 3 3

3 应用安全任务 11.2 2.8 2.9 2.5 3

4 业务资料保护任务 11.1 3 2.9 2.7 2.5

5 安全配置规范 10.3 2.6 2.8 2.4 2.5

6 开发安全管理体系建设任务 10.3 3 2.5 2 2.8

7 终端安全任务 10.2 2.2 3 2 3

8 安全运营中心建设 9.8 2 2.8 2 3

9 安全域建设任务 9.6 2 2.2 2.4 3

10 人力资源安全任务 9 2 2.7 2.2 2.1

根据企业安全预算情况，可以确定执行前3名或前5名安全项目建设。接下就

是项目的方法了，将这些项目放进甘特图，进行时间节跟踪或由指定项目经理，

由项目经理定期汇报项目进度。

对于排在后几位或今天没有实施的项目，技术人员可以关注和了解，这是未

来企业建设的方向，以便于提前积累，为项目实施做好准备。

后记：USE框架是个人工作中一些思维方式的总结，大家使用过程可以灵活

采纳或修正，不必据泥于个中细节，大家有更好的想法，可以进行交流。

作者：张海仓，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安全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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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不能轻视的一些安全问题
金融事业部　李娜

二、影响网站安全的因素及解决办法

当前计算机犯罪手段层出不穷，网络病毒、木马等犯罪技术也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发展显著提高。各种攻击工具在网上随处可见，通过这些工具不

需要有专业的技术就可以对网站进行攻击，所以网站受到的安全威胁越来越

大。近日，某平台网站遭受不明攻击，几百万账户信息被泄露，导致其他购

票网站大量用户密码遭 “撞库”，用户购票订单被恶意取消。因此，在网站

的建设以及维护过程中，必须要掌握并采取完善的安全策略，提高网站的抗

攻击能力，从而保证网站的安全顺畅的运行。

2.1  网站管理问题及策略
1、人手不足，无法做到及时发现对外网站系统的安全灾害事故和安全

隐患。

2、人员专业技能不足，无法对及时验证和处理发现的安全灾害事故和安

全隐患。

3、运营流程不完善，导致安全隐患很难做到闭环管理。

4、监管过程有盲点，被监管者为了应付检查工作，会暂时关闭站点躲避

临时检查。

5、事故上报不被重视，被监管者由于怕担责，出了事故谎报瞒报。

应对如上问题，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需要，建立完善的网络安全管理制

度和运营流程，同时加强人员网络安全意识防范和技能培训避免因为操作不

当引发安全问题。对于突发网络安全事件，并且能采取响应的措施。

一、摘要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

网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取得了积极进

展，互联网已经成为多个领域的重要

辅助手段，对提高工作效率和改变生

活方式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前，

网站已经成为各行各业共享信息、提

供服务的重要载体，网站安全问题

越来越凸显，成为威胁网站的重要隐

患。在此总结了网站常见的安全问题

进行分析研究，为网站稳定、可靠地

运行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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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网站技术问题及策略
1、DDoS攻击

全球范围内，DDoS攻击威胁从未减弱，反而愈演愈烈。

DDoS（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分布式拒绝服务是最常见的网络

攻击之一。攻击者控制大量主机对互联网上的目标进行攻击，占用服务器资

源，导致业务中断，造成客户直接经济损失同时也对企业的声誉造成不同程

度的影响。而多数客户经验不足，对DDoS攻击威胁无计可施。 

针对DDoS攻击，可设置防火墙的访问策略，避免DDoS攻击。另外，可

设置路由器ACL策略，过滤非法流量。必要时，网站可以设立过滤设备检测

DDoS攻击行为，非法请求抵达网站服务器前进行清洗，清洗完成以后将干净

正常的流量回注到网络中，保障服务器正常对外连接。 

2、SQL注入

SQL注入漏洞是常年位居前列的严重漏洞，这么多年还仍然是高频发生

的漏洞，攻击者把SQL命令插入到Web表单的输入域或页面请求的查询字符

串，欺骗服务器执行恶意的SQL命令。如果网站程序没有对用户输入的参数

进行过滤检查，SQL 注入的实施就非常简单了。数据库存储了网站所有的信

息，一旦发生数据库攻击，会造成数据泄露，严重的会造成数据库丢失，后

果无法想象。 

其实，对于用户所有输入的内容，需要对所有的信息都要进行校验，对

所有需要传递到服务器数据库进行查询、操作的参数进行过滤检查。同时还

可以使用一些检测工具，比如 SQLMap，对网址进行检查，找出存在 SQL注入

的页面进行修复。

3、XSS-跨站脚本攻击

XSS漏洞，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将数据注入到了HTML、Javascript中，当

浏览器渲染整个HTML文档的过程中触发了注入的脚本，导致了XSS攻击的发

生。针对XSS跨站脚本攻击的解决办法即不信任任何客户端提交的数据，只要

是客户端提交的数据就应该先进行相应的过滤处理方可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4、文件上传

如果网站用户将病毒、木马文件上传到服务器，将威胁服务器和用户的

安全。非法文件上传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在服务器端没有对用户上传的文件

类型做校验，导致用户可上传恶意脚本到服务器。

网站要对用户上传的文件类型、格式、大小等进行检查，比如用户注册

上传头像，图片的大小、像素、后缀等都要作为重点内容进行过滤检测。

三、总结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随着互

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站安全的问题不

容忽视。为此，我们应从管理和技术

两方面进行相关的控制，有效提高网

站安全性能，满足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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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琼斯公司 240 万高风险客户的 
观察名单已遭泄露

据外媒报道，著名安全研究员Bob Diachenko于2019年2月22日在网上发现

了一个包含个人敏感信息记录的公共Elasticsearch集群，这些信息由道琼斯公司

编写。该集群包含的数据对任何物联网搜索引擎开放，公众可以随意阅读。

安全研究人员表示，全球最大的8家金融机构都在使用道琼斯观察名单。这

个名单根据公司和新闻资源的公共信息不断更新，对做财务决策很有帮助。

此前，思科公司的塔洛斯安全情报和研究小组就曾警告，最近攻击激增，主

要集中在不安全的Elasticsearch搜索集群。据信，至少有6个独立的威胁集团参与

其中，利用旧漏洞攻击未打补丁的服务器。

泄露的数据库大小为4.4GB，包含大量高级PEP及其亲属和同事的信息。

PEP，也被称为“politically exposed persons（政治公众人物）”，是指具有

“重要公共职能”的个人，其财务风险高于大多数客户，因为他们有贪污、受贿

或洗钱的可能。

 Diachenko说，这个数据库总共包含2418862份记录，包括世界各国政府

官员、政治家和有政治影响力的人。PEP、PEP之间的关系、与PEP有关联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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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国家和政府制裁名单，以及与犯罪有关或被定罪的个人都在这个名单上。名

单上的个人数据分为PEP、SIP（特殊利害关系人）或SIE（特殊利益实体）。此

外，该数据库还包含道琼斯公司的简介，其中包括与联邦机构和执法机构有关的

引文。

安全研究人员发现集群后立即通知了道琼斯公司，道琼斯公司随即关闭了集

群。这家金融服务公司声明，这些数据完全来自公开信息。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

错误配置了AWS服务器，目前这些数据不再开放。

内容转至：E安全

原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societies/info_30260.html

该案例体现了一系列的安全管理问题：
A	大多数企业内网即使发现了安全漏洞，修复率并不高，一旦黑客侵

入或者类似该事件暴漏在公网，攻击成功可能性极高。

B	虽然没有确认攻击利用的具体漏洞，对于大数据环境安全隐患重视

程度不够确是不争的事实，传统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的漏洞业界普

遍比较重视，应主动加强对大数据应用漏洞的检查。

C	对互联网访问应该构建立体的纵深防御体系，合理配置边界防护

设备的规则理论是应该可以阻断已知漏洞的攻击，漏洞攻击发生后按照攻

击链分析理论，如果有专业分析安全检测机制，还有多次可以锁定攻击的

可能。

D	缺失基于行为的监控手段，例如服务器被攻击后大量信息被下载，

基于流量分析的产品可以基于流量基线发现异常，及时定位到异常访问与

攻击。

E	企业应该具备对互联网暴漏资产发现能力，可以从用户及互联网视

角及时发现自身资产的公网隐患。

F	本次泄露的是公开信息，如果涉及敏感信息，相关责任方还有法律

责任，数据泄露防护机制也是不可或缺的。

G	成立超过百年的道琼斯公司应该制定过完备企业安全管理制度，但

该事件暴漏了部分企业安全管理制度执行落地的问题。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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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有黑客侵入马耳他的瓦莱塔银行（Bank of Valletta）系统

并将资金转移到海外，该银行于2月13日关闭了所有业务。瓦莱塔银行的业务

交易量大约是马耳他银行业业务交易量的一半。

马耳他总理Joseph Muscat表示，黑客向英国、美国、捷克和香港的银行

转移了总计1300万欧元（大约1470万美元）。目前这些资金已被追踪，瓦莱

塔银行正试图扭转这个局面。

攻击在2月13日银行开始营业后不久后被发现，当时银行正在进行国际贸

易协调。国家安全部门通知该行，银行受到了网络攻击。

为了将风险降至最低并重新评估银行系统，瓦莱塔银行暂停了运营，关

闭了位于地中海岛屿的分支机构、ATM机和网站。

Muscat说，此次事件对经济造成了较大影响。信用卡持有人在国外支付

时也会遇到问题，银行正试图采取其他措施帮助那些受影响的人。目前储户

的资金没有受到影响，被转移的资金并非来自用户的存储账户，瓦莱塔银行

正寻找逐步恢复运营并避免此类事件的方法。

马耳他银行遭遇网络攻击， 
黑客将资金转移到国外

内容转至：E安全

原文链接：https://www.easyaq. 

com/news/1966262466.shtml

银行作为重要的经济机
构，是社会基础设施中，资金
承载和周转的主要载体，聚集
了大量财富。同时随着银行业
务的电子信息化和互联网化，
越来越多的黑客盯上了这块财
富源地，针对银行及金融行业
的攻击也是屡见不鲜。最直接
的就是账户资金提转，次之的
还有DDos攻击、信息系统破
坏、客户信息拖取等，都对银
行业务和资信造成很大损失。
随着监管机构的政策加强，建
议各金融机构认真对待各项监
管检查要求，做好自身脆弱性
的识别和内外部威胁的防范，
以保证信息系统安全，以提升
在行业内的竞争实力。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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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某金融公司现“内鬼”，单价最低 
2 毛钱出售数百万条个人信息

2018年，FreeBuf报道过不少的数据泄露事件，但其中却比较少是因为

内鬼而引起的，如果真如前所说的4：1比例，那意味着绝大部分内鬼作案

的数据泄露是我们不知道的，毕竟内部人士作案也是最不容易被发现的手段

之一。

可能是因为“内鬼”获取数据太容易，你永远想象不到一直小心翼翼保

护的信息是如何被贱卖的。

国内某金融公司出现“内鬼”

2018年底，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则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刑事判决书，

其中详细记录了张某在深圳佰仟金融任职期间，利用职权获取数百万条公民

个人信息，以每条0.2元至0.5元的价格贩卖给他人非法牟利近40多万元。

据了解，张某从2017年4月份开始任职佰仟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数据工程

师，通过链接公司管理数据库的方式导出大量含有客户姓名、电话、身份证

号码等内容的个人信息，后通过QQ、微信等聊天工具贩卖给他人，每条个人

也许你能扛得住黑客入侵，

防得了邮件钓鱼，但却栽在了自

己人手里。据《财经》杂志报

道，80%的数据泄露是企业内鬼

所为，黑客入侵及其它方式仅占

20%。还是那句话，人性才是系

统最大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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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价格仅为0.2元、0.5元不等。

2018年1月17日，张某被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公安局刑事拘留，2月

7日正式被逮捕。在对张某所持有的一部手机及一台笔记本电脑进行检查，发现

还存有2797371条个人信息。

根据佰仟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规定，张某所任岗位确实有权查询、接触及

调取相应的业务数据，但同时岗位有义务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不得泄露公司的

信息。

最终在2018年12月份二审判定，张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出售，情节特

别严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处罚金4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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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所提到，80%的数据泄露是因为内鬼，利用自己的特权能够直

接接触敏感数据，或者在系统中放置后门，即便一天两天不出事，但谁能保

证永远都不出事呢？毕竟在利欲的驱使下，人性是最不靠谱的东西。或许意

味着，绝大多数公司里，都存在着定时炸弹，不同的是，有的爆了，有的还

一直在潜伏。

内部威胁成为亟待解决的安全问题

为了抵御外部威胁，企业做了内外网分离，却一定程度上默认内网是安

全的。日益频繁的数据泄露事件，时刻都在警示我们，威胁不只是来自于外

部，内部威胁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个新的概念已经出现，零信

任安全架构，其基本理念就是，任何人都是不可信的。如在本案例中，即便

张某有部分权限，获取到的数据可以是被加密的密文，任何敏感的操作都被

系统记录，不解密的数据则毫无价值。

Google、Forrester、Palo Alto等企业较早地将这种理念付诸实践，已经

成为近两年最热门的关键词之一，国内已经有不少公司吸收并采用这种理念

进一步对内网安全进行升级。也许零信任安全可能并不能完全解决企业内鬼

的问题，但却能够将这种风险出现的可能性尽可能降低，未来可期。

内容转至：FreeBuf

原文链接：https://www.freebuf.com/news/196247.html

“内鬼”事件已经成为现
阶段金融企业信息泄漏的主要
途径之一。由于金融企业的特
殊性和敏感性，其内部存储了
大量的个人信息数据，一旦遭
遇“内鬼”，将这些数据外泄
可以会给个人乃至企业造成严
重损失。可谓“内鬼”不除，
个人信息安全就难以得到保
障。“内鬼”如此猖獗，究其
原因，一是金融企业内网缺少
有效的安全防护手段，很多企
业内网除了部署防火墙进行安
全域访问控制外，缺少IPDS、
防病毒、网络审计等安全防护
和审计设备，无法对内网威胁
及用户行为进行有效的检测防
护和审计；另外是企业内网用
户访问策略配置粒度较粗，访
问权限过大，使“内鬼”有可
乘之机。因此，金融企业应该
在做好内控管理的同时，加强
内网的安全防护和审计措施，
遵循“最小特权”原则，推行
零信任安全架构，将“内鬼”
拒之门外。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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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快报 |  
首爆新型 ibus 蠕虫利用热门漏洞 

疯狂挖矿牟利

一、背景

近日阿里云安全团队发现了一起利用多个流行漏洞传播的蠕虫事件。黑客

首先利用ThinkPHP远程命令执行等多个热门漏洞控制大量主机，并将其中一台

“肉鸡”作为蠕虫脚本的下载源。其余受控主机下载并运行此蠕虫脚本后，继续

进行大规模漏洞扫描和弱口令爆破攻击，从而实现横向传播。涉及的漏洞除了

ThinkPHP远程命令执行漏洞，还有JBoss、Weblogic、Redis等产品的漏洞。

因为该蠕虫最初植入的恶意脚本名为ibus，所以命名为ibus蠕虫。本篇文章

主要介绍了阿里云安全对此类蠕虫入侵的各个阶段的检测、防御和隔离，保障阿

里云用户的资产安全。希望读者通过本篇文章，可以意识到当前网络安全的风险

与日俱增，安全漏洞无处不在，黑客通过简单、自动化的手段就可以对用户利益

造成极大的损害。

目前阿里云安全团队对网络进行了实时监控，并帮助云上用户修复潜在

风险，如果漏洞依然存在，建议请尽快对自身进行检查，或者参考文末的安全

建议。

二、蠕虫主要特点及结构

基于阿里云态势感知的大数据平台，我们对该黑客组织进行了追踪和详细分

析，该黑客通过ThinkPHP漏洞和蠕虫脚本获取了大量的肉鸡进行牟利。阿里云安

全团队详细分析了此蠕虫的主要特点，包括：

使用多种漏洞进行传播，以web代码执行漏洞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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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脚本的名字及路径具有迷惑性，且多份拷贝存放于不同的目

录下；

主要代码perl实现，具备功能完备的C&C通信模块；

C&C通信使用http协议，通信内容加密；

通过挖掘门罗币进行获利。

蠕虫的功能结构由恶意脚本、传播模块、C&C模块、挖矿模块等组成。

黑客首先利用ThinkPHP v5 远程命令执行漏洞攻击了大量主机，并将ip为

67.209.177.163的服务器作为蠕虫脚本的下载源。

之后攻击者控制其他被入侵主机从67.209.177.163下载ibus脚本并执行。

该脚本用perl语言写成，主要功能是解码、写入并执行C&C (Command and 

Control)模块。

攻击者进而通过向C&C模块发送命令，下载包含多种攻击payload的传播

模块，以及由下载器、配置文件和挖矿程序组成的挖矿模块，挖矿从而获取

利润。传播模块则继续攻击未被入侵主机，横向传播。

黑客入侵的各个阶段如下图所示：

内容转至：FreeBuf

原文链接：https://www.freebuf.com/vuls/195489.html

随着虚拟货币的火热，挖
矿型蠕虫病毒近年呈现高发态
势。挖矿病毒利用各类漏洞去
的主机控制权进行挖矿以牟取
暴利。挖矿型蠕虫多利用热门
高危漏洞进行传播，为了感染
更多主机，制作者非常注重病
毒的隐藏方式且会在被感染主
机上大量进行复制，彻底清除
较为困难。

针对此类问题，建议用户
以事前防御为主，在系统变更
或漏洞爆发时及时进行漏洞扫
描并进行修复。

此外，公有云环境下的安
全问题同样不可忽略，IAAS服
务模式下用户需要对自身应用
的安全负责，安全评估与加固
是十分必要的。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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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apt/apt-get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3462）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1 月 23 日

综述

当地时间1月22日，研究员Max 

Justicz公布了Linux apt/apt-get的一

个远程代码执行漏洞。该漏洞源于

apt没有合理的处理重定向时的某些

参数，攻击者可以利用中间人攻击或

者一个恶意的下载镜像来触发该漏

洞，导致远程代码执行。

详细信息可参考：

https://justi.cz/security/2019/ 

01/22/apt-rce.html

受影响的版本

 □ Apt version < 1.4.9

不受影响的版本

 □ Apt version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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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t已经发布了新的1.4.9版本修复了上述漏洞。

 ◆ Debian用户的升级步骤请参考：

https://lists.debian.org/debian-security-announce/2019/msg00010.html

 ◆ Ubuntu用户的升级步骤请参考：

https://usn.ubuntu.com/3863-1/

用户在升级时可以通过禁用HTTP重定向功能来保证升级过程中的安全，

操作如下：

$ sudo apt update -o Acquire::http::AllowRedirect=false

$ sudo apt upgrade -o Acquire::http::AllowRedirect=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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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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upal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6340）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2 月 22 日

综述

Drupal官方发布安全通告称修
复了一个高危的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6340）。该漏洞源于
某些字段在通过非表格（non-form 
resources）类型输入时未能正确过
滤，导致潜在的任意PHP代码执行。

详细信息可参考：
https://www.drupal.org /sa-

core-2019-003

漏洞条件

满足以下任意一个条件的用户
受到该漏洞影响：

 ◆  该站点启用了Drupal 8核心
RESTful Web服务（rest）模块，并允
许PATCH或POST请求，或

 ◆  该 站 点 启 用 了 另 一 个 W e b
服务模块，如Drupal 8中的JSON：
API，或Drupal  7中的Ser vices或
RESTful Web Services

受影响的版本

 □  Drupal 8.6.x < 8.6.10

 □ Drupal 8.5.x(或更早版本）< 8.5.11
注：早于8.5.x的版本，Drupal官方已不再提供安全服务支持

不受影响的版本

 □  Drupal 8.6.10
 □  Drupal 8.5.11

解决方案

Drupal官方已经发布了最新版本，请受影响的用户尽快升级进行防护。
暂时不便升级的用户，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行临时防护：
用户可以禁用所有Web服务模块，或将Web服务器配置为不允许对Web

服务资源进行PUT / PATCH / POST请求。 
请注意，Web服务资源可能在多个路径上可用，具体取决于服务器的配

置。 对于Drupal 7，资源通常可通过路径（clean URL）和通过“q”查询参数
获得。 对于Drupal 8，当使用index.php /作为前缀时，路径可能仍然有效。

详细步骤及官方建议请参考Drupal官方通告：
https://www.drupal.org/sa-core-201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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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C 严重安全漏洞 
（CVE-2019-5736） 
导致容器逃逸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1 月 9 日

综述

runC是一个根据OCI(Open Container Initiative)标准
创建并运行容器的CLI(command-line interface) 工具。
runC是Docker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容器的创建，运行，
销毁等操作最终都是通过调用runC完成。

近日runC 报出严重安全漏洞（CVE-2019-5736），
导致18.09.2版本之前的Docker允许恶意容器覆盖宿主机
上的runC二进制文件，由此使攻击者能够以root身份在
宿主机上执行任意命令。恶意容器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之一: (1)由一个攻击者控制的恶意镜像创建、(2)攻击者具
有某已存在容器的写权限，且可通过docker exec进入。
目前，研究员已在github上提交了该漏洞的的修复。

参考链接：
https://cve.mitre.org/cgi-bin/cvename.cgi?name= 

CVE-2019-5736
https://github.com/opencontainers/runc/commit/0

a8e4117e7f715d5fbeef398405813ce8e88558b

影响范围及不受影响范围

平台或产品 受影响版本 不受影响版本

Docker Version < 18.09.2 Version == 18.09.2

runC Version <= 1.0-rc6 ——

解决方案

为了缓解该漏洞，建议所使用的容器镜像都是经过
审查并信任的，建议使用基于runC 技术的开发者尽快进
行升级。

runC github 修复链接：
https://github.com/opencontainers/runc/commit/0

a8e4117e7f715d5fbeef398405813ce8e88558b
Docker 最新版本18.09.2 中已修复了该漏洞，建议升

级到最新版本。
https://github.com/docker/docker-ce/releases/tag/

v18.09.2
Red Hat 平台修复方案详见以下链接：
https://access.redhat .com/zh_CN/security/

vulnerabilities/3907161
AWS 平台修复方案详见以下链接：
https://aws.amazon.com/cn/security/security-

bulletins/AWS-2019-002/
Kubernetes修复方案详见以下链接：
https://kubernetes.io/blog/2019/02/11/runc-and-

cve-2019-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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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19662

新增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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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4829）

2. 攻击 [24393]:LAquis SCADA Web 服务器 relatorioindividual TITULO 命令注入

3. 攻击 [24392]:LAquis SCADA Web 服务器 acompanhamentotela PAGINA 命令注入

4. 攻击 [24403]:IBM Security QRadar SIEM 身份验证绕过漏洞（CVE-2018-1418）

5. 攻击 [24395]:Elasticsearch Kibana 本地文件包含漏洞 (CVE-2018-17246)

6. 攻击 [24396]:libVNC LibVNCServer 文件传输扩展堆溢出漏洞 (CVE-2018-15127)

7. 攻击 [24397]:libVNC LibVNCServer 文件传输扩展释放后重用漏洞 (CVE-2018-6307)

8. 攻击 [24398]:Raisecom Technology GPON-ONU HT803G-07 命令注入 (CVE-2019-7384)

9. 攻击 [24401]:phpMyAdmin tbl_replace.php 本地文件包含漏洞 (CVE-2018-19968)

10. 攻击 [24399]:ZeroMQ libzmq v2_decoder 整数溢出漏洞 (CVE-2019-6250)

11. 攻击 [24402]:Zoho ManageEngine OpManager XML 注入漏洞 (CVE-2018-18980)

12. 攻击 [24404]:F3-CMS FatFreeFramework 0.0.1 数据库泄露

13. 攻击 [24406]:Zoho ManageEngine OpManager DataMigrationServlet 不安全的反序列化

14. 攻击 [24405]:SYSTORME ISG 命令注入

15. 攻击 [24407]:Nuxeo NuxeoUnknownResource 表达式语言注入漏洞 (CVE-2018-16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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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19662

16. 攻击 [41640]: 恶意程序 Windows/Nitol.S0P3R7_a 网络通信

17. 攻击 [41649]:DarkHydrus APT 后门程序 DNS 信道通信

18. 攻击 [24387]:Coppermine 1.5.46 跨站脚本攻击 (cve-2018-14478)

19. 攻击 [49025]: 恶意挖矿程序 Adylkuzz DNS 请求连接

20. 攻击 [49023]: 恶意程序 BadRabbit（坏兔子）勒索病毒 DNS 请求连接

21. 攻击 [49024]: 恶意程序 CTB-Locker 的比特币敲诈病毒 DNS 请求连接

22. 攻击 [24388]:Cisco Small Business RV320/RV325 命令注入漏洞 (CVE-2019-1652)

23. 攻击 [24389]:NTPsec ntpd ctl_getitem 越界读取 (CVE-2019-6443)

24. 攻击 [24390]:Kubernetes Dashboard 认证绕过信息泄露 (CVE-2018-18264)

25. 攻击 [41648]: 勒索病毒 WannaCry 尝试通信

26. 攻击 [24385]:DotNetNuke 事件日历 1.x 版本文件下载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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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 Cloud-in-a-box 喜提 
“2019 年全球卓越奖”

近日，绿盟科技Cloud-in-a-box喜提硅谷通信《信息安全产品指南》颁发的

“2019年全球卓越奖”。硅谷通信作为国际知名信息安全研究和咨询指导机构，

其发布的《信息安全产品指南》在帮助终端用户了解可选解决方案、保护其数字

资源安全方面具有权威的指导作用。

全球卓越奖在全球范围内享有极高的美誉度，由来自全球安全行业多个领域

的多位专家组成评委团，对网络安全与技术行业内各个领域先进的、有突破性的

产品、解决方案、为成功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员及企业进行表彰。

绿盟科技Cloud-in-a-box解决方案凭借过硬的产品实力，获得评审专家的认

可。本次获奖，既是对绿盟科技云安全解决方案的褒奖，更是对绿盟科技在国际

化的网络安全领域实力的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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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绿盟科技荣获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
“2018 年优秀会员单位”

1月22日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

2018年度联盟理事会及会员大会在北

京召开，绿盟科技受邀参加。会上，

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根据成员单位

在2018年对联盟的贡献程度，对优

秀单位进行了表彰，绿盟科技荣获

“2018年优秀会员单位”称号。

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是由积极投身于网络安全产业发展、致力于网络

安全理论与技术研究、产品研发、制造以及开展网络安全服务的企事业单位

组成，属于非盈利行业组织，旨在营造良好的网络安全产业发展环境，保障

中国国家网络安全和用户利益，推动网络安全产业做大做强。

图 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毛作奎处长（右一）为绿盟科技代表（左一）颁奖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目前网络安全产业环境发展仍然面临一些问题，

包括产业垄断、不正当竞争等，绿盟科技希望通过大家的不断努力，共同解

决网络安全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促进中国网络安全产业做大做强，推进网

络安全产业环境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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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认可！绿盟科技荣获公安部三项荣誉

1月10日，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机制和国家重大活动网络安全

保卫技术支持单位2018年度工作总结及表彰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绿盟科

技被授予“优秀技术支持单位”和“国家重大活动网络安全保卫技术支持单

位”称号，绿盟科技顾杜娟被授予“先进个人”称号。

绿盟科技作为首批23家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技术支持单位

之一，在支撑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的工作方面强化责任担当，

狠抓贯彻落实，按照通报中心的统一部署，积极主动地开展各类网络攻击事

件的分析、研报工作，对发现的攻击组织、攻击特征、攻击工具、攻击目标

等第一时间报予通报中心，并且高度重视公安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卫

平台建设工作，并参与起草制定相关标准规范。

2018年，绿盟科技作为公安部技术支撑单位，参与了全国两会、博鳌亚

洲论坛、青岛上合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和上海进博会等重保技术支撑工作。

在公安部、省市网安有关部门的统筹下承担重保重点单位的应急值守、远程

渗透测试、现场检查、专家技术研判等多项工作，多次受到相关主管部门和

用户部门的认可与嘉奖。

绿盟科技一直秉承着“巨人背后的安全专家，保障客户业务顺畅运行”

的企业使命，始终把支持国家的信息安全保障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未来，

绿盟科技将一如既往地发挥自身技术和业务优势，用扎实的工作和不断创新

的精神，为保障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地运行、维护国家网络空间

安全贡献更多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