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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等保 2.0 的变化在哪里？
解决方案中心 孙昌卫

5月10日，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2.0国家标准正式发布。网络安全等级保

护制度，作为国家网络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加强国家网络安全保障工作，

提升网络安全保护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等级保护2.0时代的重要标志

1. 《网络安全法》全面施行，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提升到法律保障

层面。

2. 公安部发布《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制定中），从法规层推进实施国

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3. 网信办发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制定中），加强国家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

4. 为了解决新技术、新应用的安全问题，等级保护系列标准进行了修订。

等级保护系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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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级保护2.0的整体变化

1. 等级保护2.0法律地位明显提升，监管对象更加广泛。将重要网络基础

设施、重要信息系统、云计算平台、物联网、工控系统、大数据平台、公众

服务平台等全部纳入等级保护监管，并将互联网企业纳入等级保护管理。

2.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措施进一步完善。将风险评估、安全监测、预警通

报、应急演练、自主可控、供应链安全等重点措施纳入等级保护制度实施。

3. 等级保护2.0下，定级对象的安全等级确定更加科学。根据《网络安

全等级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第十七条规定，对拟定为第二级以上的网

络，其运营者应当组织专家评审；有行业主管部门的，应当在评审后报请主

管部门核准。跨省或者全国统一联网运行的网络由行业主管部门统一拟定安

全保护等级，统一组织定级评审。

定级流程

4.定级矩阵发生了变化（黑色加粗字体是较1.0变化的部分， 1.0是第

二级）。

定级要素与等级的关系（定级指南-报批稿）



安全月刊  /  2019.66

政策解读

5.备案机关进行了调整。《根据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第

十八条规定，第二级以上网络运营者应当在网络的安全保护等级确定后 10 个工

作日内，到县级（之前是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备案。

6.等保2.0下的等级测评发生了变化，根据《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征求意

见稿）》第二十三条规定，第三级以上网络的运营者应当每年开展一次网络安全

等级测评（修改了43号文对第四级信息系统应当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等级测评的

要求）。

7.等级保护2.0时代，以保护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为重点。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在等级保护第三级（包括第三级）以上的保护对象中确定。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等级保护的关系

8.等级保护2.0下的安全建设，需要考虑建立可信验证机制，可参考安全等级

实施可信验证。 

不同安全等级的可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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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的变化

1.标准名称的改变

基本要求名称由原来《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最终改为《网络安

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与网络安全法保持一致。

2.基本要求结构发生了变化，突出了“一个中心，三重防护”。

原基本要求中各级技术要求的物理安全、网络安全、主机安全、应用安全、

数据安全及备份恢复，修订为安全物理环境、安全通信网络、安全区域边界、安

全计算环境和安全管理中心；原各级管理要求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管理机构、

人员安全管理、系统建设管理、系统运维管理，修订为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管理

机构、安全管理人员、安全建设管理、安全运维管理。

技术要求的变化

管理要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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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等级保护安全要求发生了变化

新基本要求分为安全通用要求和安全扩展要求。安全通用要求是不管等级保

护对象形态如何必须满足的要求，针对云计算、移动互联、物联网和工业控制系

统提出了特殊要求，称为为安全扩展要求。

基本要求结构

4. 修订后的基本要求，安全通用部分整体要求项减少，标准更加利于实施。 

5. 安全通用要求分析解读（黑色加粗字体是第三级增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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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通信网络是针对通信网络提出的安全控制要求。主要对象为广域网、

城域网和局域网等。

7. 安全计算环境是针对边界内部提出的安全控制要求，主要对象为边界内部

的所有对象，包括网络设备、安全设备、服务器设备、终端设备、应用系统、数

据对象和其他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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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全管理中心是针对整个系统提出的安全管理方面的技术控制要求，通过

技术手段实现集中管理。

9. 恶意代码防范措施随着安全保护等级增强。第三级的恶意代码防范有两

种选择，在不具备可信验证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其他技术措施（例如：主机防病

毒、EDR等）进行恶意代码防范。

10. 第三级的可信验证要求是在应用程序的关键执行环节进行动态可信验

证，在可信验证遭受破坏后进行报警，并将审计记录上传到安全管理中心。

绿盟科技已发布等级保护2.0系列解决方案，相关咨询请联系绿盟科技各分

公司、办事处的相关人员或拨打咨询热线：400-818-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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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蓝对抗如何开展，绿盟科技来助力

一、概述

1.1  基本概念
为发现并整改企业内外网资产及业务数据深层次安全隐患，在确保业

务平稳运行的前提下，整合企业安全威胁监测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和防护能

力，以企业真实网络环境开展实兵红蓝对抗演练，提高并完善企业安全防护

技术与管理体系。

蓝队（攻击方）模拟黑客的动机与行为，探测企业网络存在的薄弱点，

加以利用并深入扩展，在授权范围内获得业务数据、服务器控制权限、业务

控制权限；红队（防守方）通过设备监测和日志及流量分析等手段，监测攻

击行为并对成功的入侵行为响应和处置。演练结束后，红蓝双方共同复盘，

沟通攻防过程中的优点与不足，结合安全防护体系现状探讨安全建议。

绿盟科技根据多年安全服务经验及完善的安全系列产品，以红队或蓝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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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

 ◆ 威胁可视化

红蓝对抗中发现企业资产的攻击面，以结果为导向深入扩展，展示出真

实入侵的后果和影响面。

 ◆ 解决木桶效应

企业传统安全防护与安全运营易堆积未修复漏洞，对抗中攻击方通过尝

试任何可利用的风险点，提出修复建议，解决木桶效应。

 ◆ 提升团队能力

通过红蓝对抗，以实际网络和业务环境为战场，真实模拟黑客攻击行

为，防守方通过企业中多部门协同作战，实践大规模攻击情况下的防护流程

及运营状态，提升应急处置效率和实战能力。

 ◆ 引导防御姿态转变

传统的安全防护以监控设备告警攻击为主，对抗的经验帮助团队逐渐转

变为通过服务器的异常挖掘攻击行为甚至复现攻击者的入侵过程。

二、实施标准和原则

2.1  参考依据
为了保证此次红蓝对抗服务的先进性、完备性、规范性，绿盟科技红蓝

对抗服务将参考下列国内、国际与信息安全攻防技术有关的标准展开工作。

 ◆ 网络安全法

 ◆ 刑法

 ◆ 信息安全职业道德规范

 ◆ GB/T 18336（ISO/IEC 15408）信息技术安全评估准则

 ◆ GB/T 22080（ISO/IEC 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 GB/T 28517-2012网络安全事件描述和交换格式

 ◆  GB/T 20985.1-2017（ISO/IEC JTC1 SC27）信息安全事件管理 第1部

分：事件管理原理

 ◆ ISO/IEC 27035-2信息安全事件管理 第2部分 事件响应规划和准备指南

2.2  服务原则
绿盟科技在提供红蓝服务中，将遵循下列原则。

角色全程参与到客户的红蓝对抗过程

中，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建议和指导，

配合红蓝对抗宣贯、现场指导和复盘

达到传递技能、提升专业水平和防护

能力的效果。

1.2  服务的必要性
随着网络的发展，新的漏洞利

用方法及攻击手段也不断的被曝光，

防守方由于对最新的攻击技术及方法

理解落后于攻击人员，日常资产管理

及安全制度中存在遗留缺陷，企业人

员安全意识层次不齐，导致在攻防博

弈中处于劣势地位；通过攻防对抗模

式及时暴露防守方在该方面的问题，

演练集中攻击时的防守人员工作流

程，以提高安全能力。

网络攻击的门槛越来越低，黑

灰产业也越来越成熟和组织化，如

wannacry恶意蠕虫，批量挖矿僵尸

主机等大规模攻击也越来越多，APT

攻击也越来越容易；企业员工的安全

意识可能导致严重灾难，企业发展导

致的攻击面增加都使得企业面临被攻

击的风险大幅提升，为了能在遭受攻

击前发现企业安全问题，提升企业的

防护能力及快速处置能力，开展红蓝

对抗演练是最能达到效果的方法。

1.3  对抗收益
 ◆ 企业高层视角评估安全体系

根据对抗结果，以CSO，CIO，

CEO视角提出企业安全评估观点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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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控性原则

绿盟科技提供红蓝对抗服务，将通过人员和实施规则保证整个对抗过程可

控，详见3.4 风险控制小节。

 ◆ 标准性原则

绿盟科技渗透测试服务将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特别是遵

照并履行《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第十二款、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

二百八十六条。

在道德方面，严格遵守业界普遍认同的《计算机道德10个戒律》、《信息安

全职业道德规范》、以及《网络道德的基本原则》。

 ◆ 保密性原则

保密原则性是红蓝对抗服务中最重要的原则，它是鼓励客户实施红蓝对抗服

务的心理基础，同时也是对客户的人格及隐私权的最大尊重，红蓝对抗的保密范

围包括数据文档的保密性、目标数据的保密性、对抗过程中利用的漏洞和发现的

问题的保密性以及输出成果的保密性。对服务过程中获知的任何客户系统信息均

属秘密信息，不得泄露给第三方单位或个人，也不得利用这些信息进行任何侵害

客户的行为；对服务提交的报告不得扩散给未经授权的第三方或个人。

三、红蓝对抗服务基础

3.1  服务范围
绿盟科技红蓝对抗服务的范围包括客户的资产（主机、设备等）和相关业

务数据（账号、业务数据等），绿盟科技将在合同和法律约束范围内开展红蓝

对抗。

3.2  服务特点
 ◆ 网络威胁可视化

红蓝对抗服务以攻防对抗的形式，在企业网络中进行实兵演练；蓝队模拟真

实攻击者对目标进行渗透，以多样化的攻击方式挖掘资产的漏洞，通过攻击链暴

露企业网络存在的真实威胁，并充分展示威胁的影响范围。

 ◆ 攻击者视角看防护体系



2019.6  /  安全月刊 17

行业研究行业方案

 ◆ 演练过程可控

蓝队成员在渗透过程中，全程录屏，并在最终汇报时提交录屏文件。

四、红蓝对抗服务介绍

4.1  蓝队服务
绿盟科技提供攻击能力的蓝队服务，对客户资产进行模拟入侵；蓝队服

务实施流程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准备阶段、对抗实施阶段、总结汇报阶段。

4.1.1  前期准备阶段
与客户共同确定蓝队服务的实施基本要素，服务开展前，需确定如下

信息：

 ◆ 确定目标资产范围、攻防限制要求和时间范围；

 ◆ 明确风险，若业务系统不参与红蓝对抗演练，需提前说明；

 ◆ 风险关注倾向；

蓝队在确定了所有信息之后，制定攻击计划，并准备攻击工具及录屏软

件；之后在项目启动会后，由蓝队成员代表对客户方进行红蓝对抗培训。

4.1.2  对抗实施阶段
蓝队成员遵照实施要求，开展对目标资产的模拟入侵，寻找攻击路径，

发现安全漏洞和隐患。除获取目标系统的关键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资产信

未知攻，焉知防；红蓝对抗展

示攻击者视角下的手法和思路，以

此来反思防护体系的遗漏点并及时

补充。

 ◆ 提升综合防护能力

红蓝对抗服务通过事前红队安

全评估，增强防护之后，利用蓝队攻

击能力挖掘当前防护体系的脆弱点，

再次提升防护能力。同时，在发现脆

弱点及响应处置的过程中，也增加企

业员工实战经验，提升安全技能。

3.3  风险控制
为避免意外，红蓝对抗过程中

应对蓝队的攻击行为进行限制，并输

出为蓝队实施规则文档；在对抗过程

中，确定蓝队成员和客户方配合人员

的联系方式，便于及时沟通并解决服

务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对抗过程结束

前蓝队在资产上留下的木马、工具以

及入侵痕迹需清理完全。

 ◆ 参演人员可控

参与演练人员为本公司正式员

工，政治可靠，无任何违法违规记

录；红蓝队成员与公司签订保密协

议，与客户签订保密协议。

 ◆ 工具安全可控

蓝队在攻防过程中使用的带有

攻击性的工具，均保证工具本身无携

带后门，使用的木马程序也均保证不

会造成二次入侵；红队在应急处置过

程中使用的应急工具，均保证工具无

携带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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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重要业务数据、代码或管理员账号等）外，还通过漏洞探测利用及社会工程

学，获取主机权限并向目标纵广和纵深发展；每日汇总成果输出日报向客户方

汇报。

常用手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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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挖掘常见的数据库、FTP、远程访问等应用已知漏洞，并尝试利用；

 ◆  攻击方伪装用户对业务人员进行社会工程攻击；

 ◆  利用收集到的邮箱账号信息和企业员工可能存在薄弱的安全意识，进

行邮件钓鱼。

在入口突破过程中拿到的主机，均可当做攻防过程中的跳板机，做进一

步横向或纵向渗透。

近程攻击：

发现企业大楼存在的攻击面并利用，大楼WiFi是一个突破点，利用无线

网卡和破解工具对WiFi尝试破解，然后探测内网主机应用并挖掘漏洞，获取信

息和权限；收集路由器的信息并尝试攻击路由器，控制网段；对带有认证的

WiFi，尝试挖掘认证服务器的漏洞，侧面入侵到内网，也可搭建FakeAP钓鱼

员工，收集信息并打通到内网的通道；对自助终端机尝试沙盒绕过，获取控

制权限。

内网渗透：

内网整体攻击过程如下图所示：

在通过漏洞拿到系统权限并进入内网之后，搜集该主机的相关文件，如

各类应用服务的配置文件，history、.ssh 文件夹等，获取当前主机的系统及其

他有价值信息，利用此信息对内网其他资产进行纵向和横向扩展。

尝试提权或通过键盘记录获取高权限账户口令，并及时隐藏后门；查看

网络连接发现内网通信主机，并通过代理对内网进行扫描，重点关注redis，

SQL，Web，Samba等高可利用性服务，再对内网其他主机进行同样的扫描及

漏洞挖掘；内网中的办公支撑系统也是非常容易忽略的点，这类资产防护较

弱，极其容易发现高危漏洞。

整体过程需要对目标系统不断的信息收集和漏洞挖掘以及数据发现，在

拿到主机权限之后，尝试提升到服务器的最高权限，再以该机器为跳板机，

继续对内网进行新一轮的信息收集，突破。

信息收集：

通过技术或者社会工程手段，

针对既定目标开展信息收集，如利用

搜索或爆破等方式，通过域名IP查询

站点获取目标资产的IP信息，CDN，

子域名及注册邮箱，关联信息等；扫

描目标主机获取服务器指纹信息，端

口服务banner；识别Web应用并判断

防护设备及过滤规则以及操作系统版

本；通过GitHub、Google等多种搜

索引擎搜索与域名、IP相关的信息，

综合整理并提炼出可利用的脆弱资产

及可利用信息。

入口突破：

对搜集到的资产及相关信息进

行利用，寻找突破点，所使用的手段

包括但不限于漏洞利用及社会工程的

攻击方式。

 ◆  通过搜集到的资产信息，识

别存在脆弱性的资产并利用

漏洞突破；

 ◆  通过端口或应用扫描获取认

证接口，并尝试口令猜解。

 ◆  对于部分APP应用，尝试通

过移动终端的可利用功能获

取到APP服务器的相关信息

或权限；

 ◆  暴露在公网的媒体系统、测

试系统往往是防护人员容易

疏忽的资产，对此类目标进

行漏洞挖掘利用并尝试获取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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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总结汇报阶段
蓝队汇总实施阶段的成果，与

客户方召开总结会议，叙述攻击过程

中的思路与技巧；对于具体成果，讲

解入侵过程、攻击路径、攻击手法、

攻击工具，了解客户方当前的防护措

施之后，讨论可落地防护措施。

总结会议之后，输出红蓝对抗

总结报告，并提交给客户方。

4.1.4  交付物小结
前期准备阶段

红蓝对抗蓝队实施方案，红蓝

对抗宣贯PPT

对抗实施阶段

蓝队工作日报，攻击面梳理，

录屏文件

总结汇报阶段

红蓝对抗总结报告

4.2  红队服务
红队服务由绿盟科技提供对抗

组织能力及网络防护能力，与客户共

同确定演练目标，并编写演练方案，

邀请蓝队（攻击方）在真实网络环境

开展对抗演练；演练中蓝队进行网络

入侵，我方结合攻击行为检测、入侵

事件分析和应急处置对所有攻击行为

进行拦截。

按 照 演 练 过 程 ， 分 为 三 个 阶

段：前期准备阶段、对抗实施阶段及

总结汇报阶段。

4.2.1  前期准备阶段
4.2.1.1  制定演练方案

4.2.1.1.1  确定基本信息

确定本次演练的目标和时间，原则上以企业的所有网络资产和员工为目

标；演练开展前，确定如下信息：

 ◆ 确定演练目标资产范围、核心资产；

 ◆ 若业务系统不参与红蓝对抗演练，需提前说明报备；

 ◆ 演练时间范围

4.2.1.1.2  建立指挥机制

为保证红蓝对抗演练过程可控，建立红蓝对抗演练的指挥机制，协调演

练工作并解决演练过程遇到的问题，统筹本次演练。指挥机制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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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及职责如下：

角色 职责 组成

总指挥 负责演练的整体进度把控，重大事件决策 客户

专家裁判组 负责对抗中红蓝队成果评分及违规操作裁决 客户、绿盟科技

指挥协调组
负责接受总指挥的指令并下达到红蓝队，接受红
蓝队的反馈并调解对抗中的问题

客户、绿盟科技

蓝队 在规定范围及规则下，进行入侵 邀请

红队 整合监测及响应能力，对任何攻击行为进行拦截 客户、绿盟科技

4.2.1.1.3  制定演练规则

为避免对业务造成影响，以及发生非法事件的取证，明确禁止使用的攻击手

段，蓝队成员全程录屏。

为保证公平公正及演练效果，制定红蓝双方评分规则。

4.2.1.1.4  制定应急预案

为保障演练正常开展，期间业务正常运转，绿盟科技可协助制定应急处置预

案，指定责任人，制定应急预案及保障SLA，结合演练指挥机制，能够对突发事

件做到快速响应和处置。

4.2.1.2  制定红队保障方案

4.2.1.2.1  团队组建

确定红队成员、组织结构及工作职责，制定成员角色协同工作流程。

红队组织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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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及主要职责如下：

角色 主要职责

红队总指挥

1、协调监测报告组和应急处置组之间的工作；
2、协调与客户业务人员及维护人员对接工作；
3、每日整理日报及次日工作计划；
4、组织开展总结复盘会议并把关总结报告文档。

监测组
1、 分析所监测的设备及平台产生的安全日志，挖掘入侵事件，

填写《入侵事件分析报告》提交给应急处置组。
2、接受应急处置组的防护策略调整方案，并调整防护策略。

处置组
1、 确认事件是否由正常业务引起，对真实攻击根据事件定级按

次序进行应急，完成后编写提交《应急处置报告》；
2、防护调整策略输出到监测报告组，配合业务部门修补漏洞。

红队运营流程如下：

4.2.1.2.2  资产安全评估

红队在组建团队完成之后，对

参演资产进行安全评估。

首 先 识 别 存 活 资 产 及 开 放 服

务；其次对资产进行漏洞扫描，发现

已存在的安全问题；再对认证接口进

行弱口令检查，解决口令隐患；最

后，针对web服务器检查webshell；

整体输出为安全评估报告。

4.2.1.2.3  防护实施

针对资产安全评估的结果，修

复安全漏洞，调整网络访问控制，评

估当前防护体系的薄弱点，部署对应

检测或防护设备，为方便对抗期间快

速发现攻击行为，可添加SOC平台。

4.2.1.3  演练启动宣贯与培训

演练指挥部召开演练工作启动

会议，明确演练工作流程和参演各

方职责纪律，通告各部门依据预案

要求启动预警和响应机制，全面启动

红蓝对抗演练工作，并在会后由绿盟

科技专家对项目组成员进行红蓝对抗

培训。

4.2.2  对抗实施阶段
对抗过程中，红队监测组借助

安全产品对网络攻击和用户异常行为

实时监测，对抓取到的样本文件进行

快速动静态分析，判断为攻击事件

后，编写入侵事件分析报告提交给处

置组；处置组经过二次判断之后，及

时启动应急处置流程，同时采取技术

手段对攻击者进行溯源追踪，利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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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产品的防护能力及时封堵攻击源；每日汇总成果输出日报向客户汇报。

攻击识别：

监测组成员实时关注安全设备日志，从告警事件类型、触发时间、多条告警

触发时间间隔等维度，结合告警日志中的源IP地址、目的IP地址、协议摘要为基

本元素，以攻击者思维识别安全事件。

攻击者攻击行为的特征如下图所示：

 ◆ 若同一来源IP地址触发多条告警，若触发告警时间较短，判断可能为扫

描行为；若告警事件的协议摘要中存在部分探测验证payload，则确认为漏洞扫

描行为；若协议摘要中出现具有攻击性的payload，则确认为利用漏洞执行恶意

代码。

 ◆ 若告警事件为服务认证错误，且错误次数较多，认证错误间隔较小，且

IP地址为同一IP地址，则判断为暴力破解事件；若错误次数较少，但超出正常认

证错误频率，则判断为攻击者手工尝试弱口令。

 ◆ 若内网监测发现木马通信告警，则认为服务器确认已被攻陷。

 ◆ 对捕获到的样本，先识别样本的文件类型，若是脚本文件，则直接分析

源码，判断是否为恶意程序，若为二进制文件，则在虚拟环境中执行文件，动态

分析程序的行为，若出现异常网络访问，异常文件写入与读取，自启动方式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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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则判断为恶意程序。

应急处置：

对安全事件及时响应，阻断攻击利用，防范攻击影响扩大；从监测到处置，

整体过程如下图所示。

策略优化：

通过提取和总结日志分析过程的经验，结合客户具体的业务访问特征，对安

全设备的规则提出优化建议，提升攻击行为分析准确性，防止真实攻击行为淹没

于大量可忽略的告警日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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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总结汇报阶段
4.2.3.1  红蓝复盘

演练结束后，蓝队（攻击方）汇总演练过程中产生的成果，红方综合分析安

全日志，描绘攻击者画像。

指挥协调组组织红蓝双方会议对演练进行复盘，讨论演练过程中蓝方的攻击

路径、攻击手法、攻击工具，以及红方监测到的攻击路径，攻击特征，应急处置

措施，消除安全隐患方法，使得企业能够对暴露出的安全问题及攻击链有更直观

的认识和更深入的理解；红蓝双方总结不足，讨论防护现状，并提出可落地的改

进建议，总结优势经验并固化成果，共同完成对企业网络环境安全防护能力提升

的目标。

总结会议之后，输出红蓝对抗总结报告，提交给客户方。

4.2.3.2  红蓝对抗演练宣传

演练结束后，演练指挥组梳理演练音视频资料，选取精华部分，制作成攻防

演练宣传材料，持续提升企业人员的安全意识。

4.2.4  交付物小结
前期准备阶段

红蓝对抗演练方案，红蓝对抗红队保障方案，安全设备访问清单，安全评估

报告，红蓝对抗宣贯PPT

对抗实施阶段

红队工作日报，入侵事件分析报告，应急处置报告，安全预警通告

总结汇报阶段

红蓝对抗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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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蓝对抗演练落地指导方案
金融事业部

一、演练目的

为及时发现和整改内外网网络

资产及业务数据深层次安全和隐患，

检验并提高安全威胁监测发现能力、

应急处置能力和安全防护能力。拟组

织红蓝对抗演练，保证业务正常运转

的前提下，在真实网络环境下开展实

兵网络对抗。

二、组织演练流程

红蓝对抗演练分三个阶段，即

准备阶段、实施阶段、事后总结阶

段。具体安排如下:

2.1  准备阶段

2.1.1  确定演练时间与场地
演练时间：x月x日-x月x日

为达到提升企业安全防护能力

的目的，本次红蓝对抗演练涉及资产

范围为xx企业所有信息资产，演练场

地为xx企业信息资产与互联网联通的网络环境。

2.1.2  建立演练实施团队
时间节点：x月x日前完成

为完整清晰的完成演练组织工作，需明确演练团队组织，结构如下：

人员职能如下：

角色 职责

总指挥 负责把控整个红蓝对抗的工作进度，对接与红蓝对抗相关事项

指挥协调组
负责下达演练指令，明确演练要求，协调红蓝队的工作，维护环
境正常运行

专家裁判组
负责维护评分规则，巡查对抗过程中各攻防小组状态，并对攻击
和防护效果进行评价，对攻击成果依据评分规则评分

蓝队 在规定范围及规则下，进行入侵

红队 整合监测及响应能力，对拦截任何攻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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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  建立演练指挥部

根据团队结构，由客户方与绿盟科技共同担任演练指挥责任，并组建为指挥

部，人员安排如下：

角色 人员 电话 邮箱

总指挥 Xxx Xxx

指挥协调组 Xxx，xxx Xxx

专家裁判组 Xxx，xxx Xxx

2.1.2.2  确定参演队伍

时间节点：x月x日前完成。

蓝队由xx组建，并保证人员的可靠性。

确定红队参演成员及成员职责，并建立红队运营流程。

2.1.3  定制应急处置预案
相关业务部门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切实保障业务的正常平稳运行。

指定责任人，制定应急预案及保障SLA，上报给应急演练指挥部评审，能够

对突发事件做到快速响应和处置。

2.2  实施阶段
实施时间：x月x日-x月x日

1、召开演练工作启动会议，明确演练工作流程和参演各方职责纪律，通告

各部门依据预案要求启动预警和响应机制，启动红蓝对抗演练工作。

2、组织蓝队（攻击方）按照相关约束性措施要求，开展网络入侵，寻找攻

击路径，发现安全漏洞和隐患；红队根据演练资产范围，做好攻击监测防护和应

急处置应对工作。

3、蓝队除获取目标系统的关键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资产信息、重要业务数

据、代码或管理员账号等）外，应做好记录和截图，摸索其安全防护能力。在指

挥组的现场指挥下，按照演练要求固定证据。攻击过程中不可对业务系统做任何

破坏性操作。指挥组巡查攻守双方状态，统筹指挥，提前预判风险，控制演练节

奏，确保安全可控。

4、红队通过各网络节点部署的安全设备，实时对攻击行为进行监测，挖掘

入侵事件，通知并协助相关部门进行排查处置。结合设备监测、安全运营、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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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保障业务系统的安全平稳运行。

5、两队每日汇总结果，上报演练指挥协调组。

2.3  演练总结阶段
时间：x月x日 – x月x日

2.3.1  复盘和总结
演练结束后，蓝队（攻击方）汇总演练过程中使用的所有渗透测试工具、木

马、及相关程序脚本、数据(录屏文件及相关日志) ，提交给红蓝对抗演练指挥协

调组。

指挥协调组组织攻守双方对演练进行复盘，认真梳理演练过程中蓝队的攻击

路径、攻击手法、攻击工具，红队监测到的攻击画像（攻击路径、攻击特征），

应急处置措施，消除安全隐患方法，分析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

红队和蓝队共同清除攻击痕迹、总结演练成果及案例，提炼出演练中的最佳

实践，共同完成对公司网络环境的安全防护工作。

2.3.2  撰写演练报告
根据复盘总结结果，编写红蓝对抗总结报告。

2.3.3  整改和攻击分析
指挥协调部将红蓝对抗结果下发给相关部门，并通知整改，安全服务部对结

果进行督促和验证。

安全能力中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汇总、分析所有攻击数据，优化产

品及产品规则。

2.3.4  红蓝对抗演练宣传
演练结束后由指挥协调组对演练音视频资料进行梳理，选取精华部分，制作

成攻防演练宣传材料。

三、参演方要求

3.1  蓝队
攻击方人员在演练的过程中严格遵守各项规定，充分发挥技术水平，展现攻

击团队的技术实力。具体要求如下:



2019.6  /  安全月刊 29

行业研究行业方案

结果。

2. 发现攻击源时的处置要求。指挥部在演练前应详细列出演练攻击方的

攻击源IP白名单，所有参与演练的攻击IP在指挥部均有备案，当防守方发现攻

击行为后，通报给指挥部，经指挥部确认后，告知是否可以阻断以及何时进

行阻断。

3. 系统监控和应急响应。防守方在内外网关键节点部署安全防护和监测

设备，加强人员值守并实时通报，建立应急响应机制，相关业务部门在接到

攻击事件后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快速响应。

4. 每日总结汇报。防守方根据监测和防守结果，在当日对抗结束后，按

照上报内容要求，向指挥部汇报防守成果。

四、入侵与防御要求

4.1  攻击环节

4.1.1  攻击场景及其安全保障规则
4.1.1.1  信息篡改

针对攻击目标的业务网络，蓝队通过控制网关和路由等网络关键节点，

利用流量劫持、会话劫持等中间人攻击手段修改正常的网络服务业务传输数

据，导致正常产生的业务被恶意利用。当蓝队已渗透到能够进行业务篡改操

作时，可以用目录结构、屏幕截屏的形式来记录攻击效果，并与指挥部取得

联系，在其确认攻击效果后即可遵循演练规则，终止攻击。攻击者应在完成

演练后协助指挥部回溯攻击过程。

4.1.1.2  信息窃取

当攻击方渗透到能够获取包含大量机密信息或敏感信息的关键阶段时，

应及时暂停攻击并与指挥部取得联系，在攻击效果被确认后即可遵循演练规

则，终止攻击行为，并在演练后协助指挥部回溯整个攻击过程。演练中应严

格禁止使用“拖库”等手段，造成业务系统信息泄露的严重后果。

4.1.1.3  潜伏控制

蓝队利用各种手段突破防火墙、安全网关，入侵检测设备、杀毒软件的

防护，通过在目标主机和设备上植入后门程序获得其控制权，在真正攻击行

动未开始前保持静默状态，形成“潜代控制”。在经指挥部允许后，攻击方

1. 保密要求。参演的攻击方团

队成员承诺不泄露、不利用演练过程

中接触到的重要数据和发现的系统

漏洞。

2. 攻击终端的管理要求。攻击方

所使用的攻击终端按照要求统一安装

录屏软件。攻击过程中全程开启录屏

软件，当发现录屏软件工作异常时，

应及时报备、重新启动。

攻击手段：除DDoS攻击手段及

物理攻击外，不限定任何其他信息收

集及攻击和漏洞利用方法。演练结束

后，攻击方将所获取的敏感数据自行

删除，仅需留存录屏视频。

3.2  红队
防守方应完善内部应急响应机

制，提前部署和优化安全产品与监测

平台，准备应急保障资源; 演练开始

后防守方应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对被

攻击系统进行监测，在监测到可疑行

为时应及时记录攻击日志，追踪溯源

及应急处置过程中，也应保存响应的

数据，并及时上报指挥部; 演练结束

后应根据攻击方提供的整改报告对演

练发现的安全问题进行整改。

对防守方要求如下:

1. 保密要求。参与防守的人员

不得向攻击方人员提供系统安全弱点

（包括但不限于口令、IP地址等）、

防守措施等信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

下不得向外界公布演练过程和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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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上传风险可控的后门，并在演练后为攻击过程的回溯提供协助。演练中，

严禁蓝队上传BOTNET或者具有自行感染扫描却无自行终止卸载的样本。

4.1.2  攻击方式
4.1.2.1  拒绝服务

为了保障演练的安全性，严禁蓝队成员自行使用外部流量资源或流量攻

击工具进行拒绝服务攻击。

4.1.2.2  WEB渗透

演练过程中攻击方对成功的WEB渗透应保存相关可回溯信息，在整个击

杀链完成后及时通知指挥部并提供相关信息，在攻击方终止攻击后，及时上

报指挥部，演练结束后告知防守方相关信息并指导其及时修复相关漏洞。

4.1.2.3  内网渗透

蓝队作为外部攻击者，通过外网攻击，尝试绕过防火墙，并基于外网主

机作为跳板来间接控制内部网络中的主机。

蓝队作为公司员工，从公司内部办公网络对公司资产发起攻击，获取内

部主机的控制权限或获取敏感业务数据等。

演练过程中蓝队对成功的内网渗透过程应保存相关可回溯信息，在整个

击杀链完成后及时上报指挥部并提供相关数据，演练结束后防守方及时修复

相关漏洞。

4.1.2.4  社会工程学

“社会工程学”是指攻击者通过各种欺骗手法语导受害者实施某种行

为的一种攻击方式。演练过程中攻击方对成功的社工案例应保存相关回溯信

息，在整个击杀链中成功完成后及时上报指挥部并提供相关信息，演练结束

后告知防守方及时找到责任人和源头，加强安全意识。

4.1.2.5  无线入侵

无线入侵是指攻击者通过Wi-Fi、蓝牙等无线通信方式实施的一种攻击

行为。演练过程中蓝队对无线入侵应保存相关回溯信息，在整个击杀链完成

后及时上报指挥部并提供相关信息，演练结束后指导红队及时找到修补的

方法。

4.1.3  攻方行为要求
1. 禁止破坏性操作，蓝队可通过多种路径进行攻击，不对所采用的攻击

路径进行限定。在攻击路径中发现的安全漏洞和隐患，攻击方应及时向指挥

部报备，确认业务系统具备完善的应急处置机制后，方可开展，避免严重影

响业务系统正常运行。

2. 除特别授权外，演练不采取

拒绝服务攻击由于演练在真实环境下

开展，为不影响被攻击对象业务的正

常开展，演练除非经指挥部授权，不

允许使用SYNFLOOD.CC等拒绝服务

攻击。

3. 演练只针对互联网网站或重要

应用的一级或二级页面进行篡改，以

检验防守方的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

演练过程中，攻击团队要围绕攻击目

标系统进行攻击渗透，在获取网站控

制权限后，先请示指挥部，指挥部同

意后在指定网页张贴特定图片(由指

挥部下发)。

4. 演练过程中不得通过收买防

守方人员进行攻击；不得通过物理入

侵、截断监听外部光纤等方式进行攻

击；不得采用无线电干扰机等直接影

响目标系统运行的攻击方式。

5. 攻击方木马使用要求。木马

控制端服务器需使用由指挥部统一提

供的服务器，所使用的木马应不具有

自动删除目标系统文件、损坏引导扇

区、主动扩散、感染文件、造成服务

器宕机等破坏性功能。演练禁止使用

具有破坏性和感染性的病毒、蟠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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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防御环节

4.2.1  防御规则
防御规则是指在保证正常业务运行的前提下，尽可能阻止攻击者对目标

网络实施攻击而制定的安全策略。通常防御规则基于最小权限原则制定，即

仅仅开放允许业务正常运行所必须的网络资源访问，不能采取极端的防御措

施(如屏蔽所有端口，终止或下线业务)。

4.2.2  攻击监测
红队发现所属网络中有异常流量、流量监听、恶意样本、主机日志审

计、安全设备检测等行为。发现攻击行为后防守方应自行采取相应的处理措

施并按通报规则将攻击事件通报给响应的业务团队进行处置。当攻击的方式

严重危及到重要业务的运行时，防守方应尽快报告指挥部，由指挥部通知蓝

队停止攻击。

4.2.3  攻击阻断
被攻击方检测到攻击行为时，为了遏制攻击，使其不再危害目标网络采

取的安全应急手段。通常攻击阻断需要依据攻击行为的具体特点实时制定攻

击阻断的安全措施，如定制防护策略，屏蔽指定IP，切断相关链接，查杀恶意

样本等手段。防守方采取的攻击阻断方式应详细记录在案。

4.2.4  业务恢复
当目标网络被攻击后，被攻击方通过恢复系统备份、数据恢复、系统和

软件重装等方式将系统业务恢复到未被攻击状态。演练规则中正常状态下不

应出现需要业务恢复的场景，当出现需要业务恢复的场景后，防守方应尽可

能详细的记录各种网络环境状态参数用于事后的追踪溯源。

4.2.5  追踪溯源
当被攻击方检测到攻击行为后，通过主机日志、网络设备日志、入侵检

测设备日志以及全流量分析等信息对攻击行为进行分析，以找到攻击者的源IP

地址、攻击服务器IP地址、邮件地址等信息。溯源的目的是要区分出攻击方式

和来源以判断是否为演练组织的攻击者，防守方应及时上报指挥部，演炼结

束后红队应该将完整的溯源流程记录在演练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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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评分规则

A.1 蓝队评分规则

攻击手段 威胁类型 评分规则 备注

获取权限 获取域名劫持权限 10 分 / 个 得分累计不超过 200 分

获取内网邮箱账号密码 10 分 / 个 得分累计不超过 50 分

获取 FTP、web 等应用系统
账号密码

普通权限 20 分，管理员 30 分；
两种权限得分取最高值，得分累计不超过
300 分

获取邮件服务器权限
普通用户权限 30 分，管理员用
户 50 分

两种权限得分取最高值，得分累计不超过
100 分

获取 web 应用服务器权限
普通用户权限 30 分，管理员用
户 50 分

两种权限得分取最高值，得分累计不超过
250 分

获取域控服务器权限 管理员权限 200 分 不累计得分

获取数据库服务器权限
普通用户权限 50 分，管理员权
限 100 分

两种权限得分取最高值，得分累计不超过
300 分

获取数据库系统远程用户权
限

10-100 分
根据数据库服务器重要程度给分，累加得分
不超过 300 分

获 取 互 联 网 vpn 接 入 权 限
（通过令牌接入无效）

普通用户权限 30 分，高权限 50
分

两种权限得分取高值，得分累计不超过 100
分

获取路由器权限
接入层路由器 50 分，汇聚层路
由器 200 分

得分累计不超过 200 分

获取交换机权限
接入交换机 50 分，汇聚交换机
200 分

得分累计不超过 200 分

获取防火墙权限
部门级防火墙 50 分，线级防火
墙 100 分，公司级防火墙 200 分

得分累计不超过 200 分

获取安全设备权限
获 取 IPS/WAF 权 限 100 分， 获
取 IDS/TAC/UTS 权 限 50 分， 获
取 RSAS/WVSS 权限 200 分

得分累计不超 10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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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手段 威胁类型 评分规则 备注

获取其他设备权限 / 由裁判组核定得分

获取数据 SQL 注 入、WebService 接
口漏洞等方式远程获取数据

30 分 / 系统 得分累计不超过 150 分

漏洞远程可获取系统源代码 50 分 / 套 累计得分不超过 150 分

获取敏感业务数据，如薪酬、
合同等

100 分 / 套 累计得分不超过 200 分

其他数据 / 由裁判组核定得分

远程控制 植入 webshell 木马后门 30 分 / 个 累计得分不超过 150 分

植入终端计算机木马后门 30 分 / 个 累计得分不超过 150 分

其他设备植入控制程序 / 有裁判组核定得分

A.2 红队评分规则

防护手段 防护类型 评分规则 备注

监测攻击 攻击行为监测
未成功攻击：20 分 / 类型
成功攻击：50 分 / 次

两种权限得分取高值，得
分累计不超过 200 分

应急处置 阻断攻击，恢复业务

入侵成功 30 分钟内响应处置：100 分 / 次 ;
入侵成功 2 小时内响应处置：50 分 / 次 ;
入侵成功 8 小时内响应处置：20 分 / 次
响应成功后再次被入侵利用：扣除本次应急处置得分。

累加得分，不计上限

追踪溯源
监测攻击行为，追踪
攻击路径

每条击杀链得分 50 分。 累计得分不超过 3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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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蓝对抗之 -IDS 护什么
工程线 宣云飞

1.	引言

红蓝对抗即将拉开大幕，又到了小伙伴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时候了。

俗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出招来我拆招。红蓝对抗期间最核心的就是攻守

双方的对抗，那么今天就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在红蓝对抗期间如果你守护

的客户有IDS设备，针对这些IDS设备该做些什么。

2.	简单介绍

依照惯例，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IDS。全名入侵检测系统，最好位于防火

墙之后，web应用防火墙之前，检测设备（表明了没有防御能力）。关注系统

及应用级别的攻击行为（区别WAF这样的针对业务的攻击行为）。通过规则

库进行检测，换句话说如果不及时更新设备的规则库则，可能一些新的攻击

将会有很大可能无法被检测到。

3.	看清地图

一般现场值守的同事都可能会提前几天到达现场熟悉情况。那么首先

要搞清楚的就是客户现场的网络架构。比如说：整个网络划分了多少逻辑区

域，每个区域的流量汇聚点在哪里，部署了多少IDS设备，经过负载均衡设备

后的流量是否转换了源IP（如果转换了的话，那么在IDS设备上需要开启相应

的配置，你也不想看到大量告警的源IP都是一堆私网地址吧），给IDS设备的

流量是否是解密后的等等。以上这些

都是需要第一时间了解的，万不可想

当然认为设备应该是部署OK的，我

只管针对设备的告警进行处理就好。

万一因为以上种种问题导致发生攻击

的时候设备没有告警就尴尬了。虽然

对于现场值守人员可能因为流量等种

种原因设备没有告警我们是没有主要

责任，但是我们有义务在前期就了解

这些情况，如果有问题要及时告知客

户风险。当然这种出错的几率可能性

非常小，可是谁又能说的好那。

4.	摸清家底

当我们清楚整个网络拓扑，并

且知道IDS都部署在那些位置以后，

接下来就是了解客户的资产信息了。

如果上一步是了解了我们整个战场的

位置，那么这一步将要完成的则是我

们保护的对象是什么。首先我们要了

解客户的业务情况，比如说对外提供

服务的网站，如果客户是银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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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有网银，又或者是手机银行。以上只是举例，总之我们要搞清楚客户对外提

供了那些业务。对应这些业务是如何部署的，具体部署了多少台服务器，服务器

IP的对应关系，部署的服务器的操作系统版本，部署的应用版本，操作系统上的

各组件的版本信息等。

5.	分清告警

其实对于IDS来说，告警数量一直是大家比较诟病的地方。毕竟在现网环境

中每天每个上百万的告警量，感觉都不好意思出去和人打招呼似的。那么如何明

确哪些告警是我们关注的那？首先，IDS的告警分为5大类（网络监控、获取权

限、拒绝服务、可疑网络活动，信息收集），其中可以明确的网络监控、信息收

集类可以不做高优先级关注，而在红蓝对抗期间，因为明确要求不能对防守方进

行拒绝服务攻击，那么拒绝服务类的告警我们也可以放一边了。剩下的就是获取

权限类和可疑网络活动告警。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每个客户IDS告警的种类大

概率不会超过100种，而其中至少一半都是网络监控和信息收集类告警。我们只

需要提前把另外一半的告警明确出来，对照我们之前确认过的资产的业务情况，

进行二次排查。来最终明确我们需要关注的告警信息。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的生

产环境中所有服务器都是linux系统，那么对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一些漏洞的告

警其实我们是不需要关注的。因为风险是由威胁*漏洞*资产价值组成的，虽然这

是一个有效的威胁，但环境中却没有可利用的漏洞，那么风险几乎也是为零的。

另外由于IDS设备是针对系统和应用级的攻击检测，所以对于业务层（web）比

如说sql注入或XSS或其他针对web业务的攻击，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是放到类似

WAF这样的设备上去关注，这样可以极大的提高IDS的专注度。

6.	监控策略

其一，我们都知道IDS是检测设备，没有防御功能。其二，IDS的告警针对的

是攻击的行为的确认，而不是攻击结果。通俗点说，对于IDS设备的告警，我们

可以说是一次真实的攻击行为，但却不能只通过告警就定论这是一次有效的攻击

行为。基于以上两点我们需要确定对于IDS的监控策略，是实时监控，还是非实

时通过查询日志进行分析。如果是实时监控的话，对于告警信息是否要联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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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防御设备进行防御。这些都是需要提前明确的。如果明确是实时监控，那么

对于实时发生的告警我们该如何处理就要有一个明确的流程。例如需要通过防火

墙配合封禁，至少要知道防火墙的接口人员是谁吧。如果不是实时监控，而是非

实时的告警分析，就需要明确封禁告警日志的频率，以及分析到什么层次。

7.	红蓝对抗ING

当前期一切准备都就绪，正式进入红蓝对抗阶段。对于IDS设备任何一条告

警我们都可以快速的分析判断进行处理。因为我们对客户的网络以及IDS部署情

况都进行了摸底，所以对于一条IDS的告警来说，我们可以通过上报告警设备的

区域来初步判断这条告警的紧急层度。相比互联网区域，外联网或者核心网区域

上报的告警可能在红蓝对抗期间关注程度要更高一点。又因为我们对客户的核心

资产（所有资产可能是一个很庞大的量级）进行过梳理，通过IDS的告警日志的

目的IP我们可以判断出这条告警的另外一个重要层度。通过告警详细信息确认该

攻击利用的漏洞情况，通过对比资产的版本库等信息，我们可以初步确定该告警

是否为一个有效的攻击，从而为我们对该告警进行处理提供更多的依据。

8.	“零”告警

一顿操作猛如虎，定眼一看原地杵。这就尴尬了，针对设备没有告警的情况

单独给大家一点小贴士。

1. 查看设备引擎工作是否正常，接口流量是否有流量

2. 如果接口有流量确认流量是否加密

3. 如果流量没有加密，确认流量是否为双向

4. 如果流量没问题，查看设备规则库版本是否为最新

5. 如果规则库版本不是最新，查看升级包信息是否包含攻击利用漏洞

6. 如果升级包包含，进行设备升级

7.  如果升级包不包含，联系后台技术支持帮助确认该漏洞是否在IDS检测范

围内

8. 如果在检测范围内，确认是规则库还没有更新，等待更新后升级

9. 如果不在检测范围内，二次确认后给客户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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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僵尸网络的威胁与防御
金融事业部 顾猛

一、概述	Resume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信息安全意识的普及，僵尸网络及其危害也逐渐被

人们所熟知。在阐述其威胁与防护前，首先需要对其进行定义，僵尸网络，可以

简单定义为一组主机/终端，通过控制信道（IRC、DNS、HTTP等协议）与控制者

形成的一对多控制网络。

僵尸网络可以匿名对联网主机发起大规模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开展

复杂的垃圾邮件活动，发起大规模金融欺诈活动，甚至通过社交媒体机器人操纵

公众舆论。每个僵尸网络背后的网络拓扑结构和技术都有很大的不同，其动机也

各不相同。

根据绿盟科技于2018年发布的《2018 DDoS攻击态势报告》中对攻击资源行

为分析的研究显示：

 ◆  “41%的攻击源曾被僵尸网络所控制；18%的攻击源有过扫描行为，扫

描行为是攻击入侵的前期准备阶段，通过信息收集，掌握目标机器的系

统，漏洞信息，对进一步进行入侵攻击起到关键作用；18%的攻击源被

威胁情报标记曾经多次进行DDoS攻击，这些攻击源往往包含能够被远程

控制且长期未得到修复的漏洞，或具备反射能力。”。

 ◆  “从团伙规模的整体分布来看，大多数团伙成员数量不到1000，但我们

也发现有一个团伙成员数量超过26,000。”

近几年，僵尸网络规模及技术不断发展，其对网络安全构成的威胁逐年增

长。随着僵尸网络的不断发展，许多新型僵尸网络显示出越来越高的匿名性和复

杂性，使得有效对抗它们变得更加困难。而随着易受攻击的物联网(IoT)设备产量

的增加，也使得恶意行为者更容易迅速组建规模可观的僵尸网络。也正因为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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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不断膨胀、技术不断演进，使得可以有效发现、跟踪和反制的手段更难寻觅。

二、网络威胁	Threats

僵尸网络诞生于良性程序，最初上个世纪，在IRC聊天网络中出现了第一个

Bot程序，能够帮助用户方便地使用IRC聊天网络。然而，这个设计思路却为黑客

所利用，逐渐从友好的聊天Bot发展成了为恶意黑客牟利的工具。

早期僵尸网络多采用集中式网络架构，Bot接收来自C&C服务器的指令，通

过HTTP或IRC等协议进行通信，这类僵尸网络通常高效且易于建立。但是对于控

制者而言，这类僵尸网络存在严重的单点故障，一旦有用户（政府部门或竞争

者）找到C&C服务器即可对整个网络进行致命摧毁或被竞争者接管；而随后出现

的P2P僵尸网络，则完美规避了集中式所带来的中心点失效的可能性，僵尸网络

中的各节点既充当服务器也充当客户端，但冗余性与匿名性的提升也带来了巨大

的开销，导致了很大的延迟；而随着技术与理念的不断发展，僵尸网络迎来混合

型僵尸网络的春天，由多个P2P的Bot组成服务器并发送指令给终端统一执行。

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

攘，皆为利往。”僵尸网络的诞生与技术演进也催生了巨大的相关地下产业，控

制者根据僵尸网络的功能，每月可以产生数十万美元甚至数百万美元的收入。在

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黑客也不断对僵尸网络的功能进行完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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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限于：TCP、UDP、HTTP等

虽然DDoS攻击本身时间相对较短，但往往伴随着敲诈勒索的威胁。如果

企业遭受DDoS攻击，其客户可能会迫不及待地想要web资源返回，或者他们

可能会对受害者在网络安全方面的能力失去信心，然后去其他地方获取这些

资源。 特别是在大型企业中，一个成功的DDoS可能要花费数百万美元。

数据窃取
部分僵尸网络的利用方式比DDoS更加隐秘。这些僵尸网络可以通过键盘

记录和截屏窃取身份证、信用卡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个人及财务信息。并利

用这些信息为控制住谋取经济利益。

点击欺诈和挖矿
僵尸网络一个常见的非法行为是点击欺诈，“点击收费”广告模式因其

信息阅览者主动点击广告，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广告传播方式。而搜索引擎

公司按点击次数收费，也被认为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而且可以对其进行量化的

分 布 式 拒 绝 服 务 攻 击
（DDoS）

DDoS是僵尸网络造成的最大威

胁之一，它们能够对几乎任何可以从

互联网上访问的目标实施大规模分布

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在正常的拒

绝服务(DoS)攻击中，攻击者向受害

者发送大量数据包。这些数据包将淹

没受害者正确处理这些通信的能力，

从而阻止任何人使用受害者的网络。

对付这种情况的一种技术是简单地阻

止来自攻击者IP地址的传入包，从而

使攻击无效。 然而,尽管一些攻击设

备的IP地址可能只是被受害者在一个

常规DoS攻击,大量的设备具有独特的

地址在一个僵尸网络DDoS攻击可以

手动对受害者来说不可行阻止恶意流

量仅根据源地址。

此外，DDoS攻击也有不同的变

体，这使得防御它们的任务更加复

杂。 DDoS攻击可以进一步分为直接

攻击和反射攻击[39]。 直接攻击从机

器人直接向受害者发送数据包。 在

反射攻击中，每个机器人都会欺骗受

害机器的源IP地址，并使用该地址请

求来自其他源的数据包，这些数据包

随后会淹没它，使跟踪攻击机器变得

更加困难。 用于进行这些攻击的协

议各不相同，根据绿盟科技于2018年

发布的《2018 DDoS攻击态势报告》

中对DDoS攻击类型分析显示，用于

进行这些攻击的协议各不相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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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方式。然而僵尸网络利用了这一特点并自动化从分布的位置触发广告，是的

这一行为难以规避

虚拟货币挖掘，即挖矿，是近两年新兴的僵尸网络攻击手法。相比DDoS、

勒索、窃密等其他常见 恶意行为，Botnet发起的挖矿类攻击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收益可预期。大多数Botnet考虑到行为的隐蔽性，会将CPU使用率控制

在30%~40%，因此根据参考算力计算，一台受控端主机的日预期收益为：

CPU 收益

CPU Intel i7-7700 0.00183438 XMR

AMD Ryzen 7 1700X 0.00334609 XMR

在门罗币价格较高的第一季度（400 USD/XMR），每台受控主机每天可为

攻击者带来0.73美元的直接收入。（数据来源：绿盟科技《2018 BOTNET趋势

报告》）

二是攻击者信息可隐藏。挖矿程序模块被运行后，其网络交互只发生在本机

与矿池之间，攻击者只需使用公共矿池即可避免暴露自身的网络信息。此外，由

于门罗币本身的匿名性，通过钱包或交易记录可以获取的信息十分有限。因此，

一次挖矿事件中，防御方往往只能得知哪些主机正在挖矿以及它们绑定的钱包地

址，这极大地增加了对挖矿行为的追查难度。

垃圾邮件
与传统的垃圾邮件攻击方式不同，使用僵尸网络发送垃圾邮件的攻击者并非

是通过少数被控制的邮箱集中大量发送内容完全相同的电子邮件，而是通过其控

制的大量散布在全球各地的各类电子邮箱，分时、分布式的发送大量内容并不完

全相同，但具有一定相关性的垃圾邮件。其主要特点为：

 ◆ 垃圾邮件的发送源通常会零散的分布在全球各地；

 ◆  单个被控制的邮箱在短时间内发出的垃圾邮件数量并不多，所以不易被

察觉；

 ◆ 被攻击的目标邮箱也呈现分布式状态，一般没有明显的共性；

 ◆  同一攻击者发出的垃圾邮件在行为、内容上具有一定相关性，但大多并

不完全相同。

如果你把垃圾邮件想象成恶意流量，那么它和DDoS攻击几乎没有区别。只

不过在攻击范围上，无非DDoS攻击是集中力量打一点，而垃圾邮件的接收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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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是分布式的，这使得垃圾邮件僵尸网络具有极强的弹性和匿名性。

社交媒体操控
最后，僵尸网络的另一个新用途是组织化操纵社交媒体。通过点赞和转发符

合控制者要求的内容来秘密操纵公众舆论。这种操纵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变

得很明显，推特Bot通过转发、点赞来支持候选人，甚至其中许多机器人可以溯

源至俄罗斯等境外团体。这类僵尸网络破坏了人们对公平的信心，关于那次选举

合法性的激烈辩论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另外，2013年乌克兰危机中社交媒体上

的假新闻运动、2016年英国公投期间力挺“脱欧”的政治僵尸网络等，都是“网

络水军”和“恶意僵尸网络”的“杰作”。

三、主动防御	Defense

僵尸网络是如今最具影响力的网络威胁之一，它将直接对用户的信息、隐

私，甚至是财产构成极大的威胁。随着黑客技术及工具的不断公开，越来越多的

僵尸程序在互联网出现。隐蔽的Bot随时可能被黑客利用，造成注入DDoS、数据

窃取、点击欺诈、挖矿、社交媒体操纵等各类威胁。因此需要通过各类手段在事

前、事中以及事后来对僵尸网络进行预防、检测甚至清除。

3.1  预防 Prevention
首先，为了避免互联网设备成为恶意僵尸网络的一部分，事前的预防工作主

要从提升自身健壮性与加强访问控制、加强安全意识三个维度来进行。

 ◆  提升系统健壮性。将设备更新到最新的操作系统，更改设备上的默认登

录凭证，使控制者不能简单地使用这些默认凭证列表登录，并安装最新

的反病毒程序以及入侵防御系统，避免系统本身成为脆弱点。。

 ◆  加强访问控制。安装防火墙以阻止潜在的恶意僵尸程序安装到用户操作

系统上。

 ◆  提高信息安全意识。避免点击可疑链接，因为这些链接可能是恶意的。

要将一个设备添加到僵尸网络，恶意软件必须以攻击者用任何其他类型

的恶意软件感染用户的同样方式感染它，因此采取基本的安全措施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僵尸网络增长到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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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检测 Detection
在事中阶段，僵尸网络检测尤

为重要，主流技术包括蜜罐、特征检

测、机器学习等。

一是通过蜜罐搭建伪造的脆弱

主机，诱使恶意程序感染蜜罐，安全

研究员即可对其进行分析，并快速收

集大量僵尸网络特征数据，并输出为

识别僵尸网络流量的签名或规则。

二 是 基 于 已 编 写 的 签 名 或 规

则，借助网络入侵检测系统分析报文

特征，与已知的僵尸网络流量签名交

叉引用，即可有效地识别出具有匹配

签名的僵尸网络，但无法检测到尚未

分析的恶意流量。

三是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对异常

流量的检测实现对僵尸网络的识别

当没有已知的签名可以匹配时，它

们可以识别恶意流量。借助全流量分

析系统的聚类算法与DGA特征挖掘等

手段，将对企业网络形成有效监测与

告警。

3.3  响应 Response
最后，尽管预防是基础，但在许多情况下，必须清除僵尸网络，以防止

它造成进一步的危害。在企业内部的做法多为检测到僵尸网络后以安全部门

或第三方服务人工的形式对服务器/终端上的非法外连软件、恶意工具、远程

控制软件等进行删除，并对僵尸程序以及启动僵尸程序的服务进行删除。但

这一做法无法完全根除与之关联的整个僵尸网络，因此需要通过企业向监管

机构进行报备的方式，借助监管、法律部门等第三方力量对相关僵尸网络进

行删除、封禁、起诉等工作。

四、结论	Conclusion

目前，恶意僵尸网络已经形成了一条结构复杂、规模庞大的地下产业

链，不论是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窃取金融和私人信息、广告欺诈，还是发

送垃圾邮件和挖矿，抑或是影响公众舆论，都已对个人、企业和政府都构成

了实际上的持续性威胁。

为了阻止这些庞大的僵尸网络进行扩散，亟待政府和行业之间的深度合

作、以及网络安全专家和法律工作者之间的共同配合。

五、引用	Reference

[1]僵尸网络的发展历程及研究现状, http://netsecurity.51cto.com/

art/200803/66895.htm

[2]袁春阳, 徐娜, 王明华.僵尸网络的类型、危害及防范措施.现代电信科

技,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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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正在收集 4600 个网站上的 
支付细节及用户密码

据外媒报道，黑客已经窃

取了分析服务Picreel和开源项目

Alpaca	Forms的数据，并修改了

他们的JavaScript文件，以便在超

过4,600个网站上嵌入恶意代码。

Picreel是一种分析服务，允许网站所有者记录用户正在做什么以及他们

如何与网站进行互动以分析其行为模式并提高会话率。Picreel的客户，即网

站所有者，在他们的网站上嵌入了一段JavaScript代码，以便运行Picreel服

务。正是这个脚本被黑客入侵，并添加了恶意代码。

Alpaca Forms是一个用于构建Web表单的开源项目。它最初由企业CMS

的供应商Cloud CMS开发，并于八年前开放了源代码。Cloud CMS仍然为

Alpaca Forms提供免费的CDN（内容分发网络）服务。但黑客似乎已经攻破了

由Cloud CMS管理的CDN，并修改了Alpaca Forms中的一个脚本。

恶意代码会记录表单字段中输入的所有数据

目前，尚不清楚黑客是如何破坏Picreel或Alpaca Forms中的CDN。恶意

代码记录所有用户在表单字段中输入的内容，并将信息发送到位于巴拿马的

服务器。这些信息包括用户在结帐或付款页面，联系表单和登录部分输入的

数据。已在1,249个网站上发现嵌入Picreel脚本中的恶意代码，而在Alpaca 

Forms中的恶意代码已在3,435个域名中被发现。Cloud CMS已经介入并取消了

服务于受影响的Alpaca Forms脚本的CDN。该公司正在调查这一事件，并阐

明公司、客户及产品都没有安全漏洞或安全问题。然而，没有证据证明这一

点，除非Cloud CMS的客户仍在他们的网站中使用Alpaca Forms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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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攻击对网站的威胁越来越大

在过去的两年里，类似的攻击相当普遍。实行供应链攻击的黑客组织已

经意识到，破坏那些高级一点的网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因此他们开始

瞄准那些为网站提供“二级代码”的小企业。他们以聊天小部件、实时支持

小部件、分析公司等供应商为目标。

今天的攻击有所不同，其通用性十分广泛。不管其目的如何，它针对的

都是网站上的每个表单字段。

原文转自： ZDnet

原文链接：https://www.zdnet.com/article/hackers-are-collecting-

payment-details-user-passwords-from-4600-sites/

该事件让我想到之前发生的，黑客将包含恶意功能的IOS	Xcode重

新打包，发到各大苹果开发社区供人下载，来自于各企业内的开发者

下载安装了包含恶意代码的Xcode编写APP，恶意Xcode开始工作，向

这些APP注入信息窃取功能，被注入恶意功能的APP通过审核上架苹果

官方商店；用户在苹果商店安装了这些被感染的APP，导致用户信息泄

露。	

以及之前的知名服务器终端管理软件Xshell在	7	月	18	日发布的5.0	

Build1322	官方版本被植入后门，此类事件都提醒我们，开源的工具、

代码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风险，在使用或者引入类似开源软件、工

具、代码、组件的时候，都需要对其代码进行安全审计，以确保将引入

风险降到最低。

推荐阅读本刊由张海仓老师写的	《浅谈敏捷开发模式下银行业金融

机构开源软件引入风险及管控举措》

https://mp.weixin.qq.com/s/EA2nybbDw-RRb5PF4lNJrQ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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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Hub 源码被黑客洗劫和勒索事件 
  微软也未能幸免

“如果我们在未来10天内未收到您的付款，我们会将您的代码公开或以

其他方式使用。”

GitLab安全总监Kathy Wang发表声明回应网络攻击：
“我们已确定受影响的用户帐户，并已通知所有这些用户。根据我们的

调查结果，我们有充分证据表明受损帐户的帐户密码以明文形式存储在相关

存储库的部署中。“

Atlassian的安全研究员杰里米·加洛韦（Jeremy Galloway）已经独立证

实，大量用户受到了这种黑客行为的影响。

GitHub建议启用双因素身份验证，为帐户添加额外的安全层。

Git仓库被黑客洗劫和勒索的事

件，似乎微软也未能幸免。微软确认

其开源开发平台昨天也被黑客攻击，

他们被要求支付款项才能归还他们窃

取的数百个源码。黑客擦除了微软多

达392个代码存储库，并提出勒索要

求。此前，黑客攻击了包含微软在内

的大批受害者的Git存储库，删除了

所有源代码和最近提交的内容，并留

下了支持比特币支付的赎金票据。

勒索信息如下：
“ 要 恢 复 丢 失 的 代 码 并 避 免

泄漏：将比特币（BTC）发送到我

们 的 比 特 币 地 址 ， 并 通 过 电 子 邮

件admin@gitsbackup.com与您联

系，并附上您的Git登录信息和付款

证明，”

“如果您不确定我们是否有您

的数据，请联系我们，我们会向您发

送证明。您的代码已下载并备份到我

们的服务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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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转自：cnBeta

原文链接：https://www.cnbeta.com/articles/tech/843945.htm

从GitLab安全总监Kathy	Wang发表的声明来看，本次事件的起因仍然

可能是账户密码被非法获取导致。现如今，弱口令的“弱”已不再仅仅是

静态密码的复杂度，钓鱼邮件、木马、字典攻击乃至明文存储的信息被非法

获取，使得有时足够强壮的静态密码也难幸免于难。用户安全意识需不断提

高，加强密码管理，定期修改账户密码，避免单一口令在不同平台重复使

用，重视注册账户的邮箱密码管理等等，形成良好的密码使用习惯，必要时

采用双因素身份认证措施。即便如此，也难以面面俱到。

对于企业来讲，加强数据安全管理，才是从根本保护数据不被泄露与

丢失的解决之道。识别数据，区分鉴别信息数据、重要个人信息、重要业务

数据；合理的级别划分，对数据的访问、使用进行清晰的权限管控；全生命

周期监控，掌握数据的动态，了解数据的流向；数据扫描与跟踪，利用内容

识别、UEBA、机器学习等技术，及时发现数据环境中的安全威胁；完善的

数据制度，让数据使用者了解数据的重要程度，规范数据使用者的操作行

为。只有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才能让泄密风险看得见，使数据泄漏防得住。

避免源码等重要数据因此类事件泄露，只能提前进行数据泄露风险预

警，做到针对性的监控与保护，根本上杜绝数据丢失造成的危害与损失。

专家点评



2019.6  /  安全月刊 47

行业研究安全事件

根据最新捕获的样本分析显示，DTLMiner木马病毒依然来利用永

恒之蓝漏洞和弱口令植入攻击样本，攻击者目的则是通过挖矿进行获

利，该攻击类型的样本层出不穷，因此绿盟科技建议您及时做好补丁和

漏洞管理、杜绝使用易受攻击的弱口令，同时在互联网边界做好病毒检

测和拦截，终端设备要安装并及时更新病毒库，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植入

安全事件做好溯源和清除工作，并定期开展对全员的安全意识宣贯，提

升企业员工安全防护的意识，从而降低此类事件的发生概率。

专家点评

警惕挖矿木马病毒 DTLMiner 最新变种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通过对互联网的监测发现了挖矿木马病毒

DTLMiner的最新变种，新版本病毒更换了IP地址和域名，并且增加了一个挖

矿模块，新版挖矿模块会下载显卡驱动，利用显卡进行挖矿，大幅提升挖矿

速度的同时会导致系统卡顿，显卡发热。目前，据统计已有数千用户感染该

挖矿病毒。

新版挖矿木马病毒DTLMiner较之前的版本存在更大的危害性。其不仅会

导致中毒机器CPU占用率过高，机器卡顿，同时还会导致显卡占用率过高，显

卡发热等现象，严重影响用户的正常工作。

针对该恶意程序所造成的危害，建议用户做好安全防护，在所使用的计

算机中安装安全防护软件，并将病毒库版本升级至最新版。并且及时关闭不

需要使用的端口，及时为系统安装安全补丁程序，谨防这类漏洞攻击，以免

使电脑受到该恶意程序的危害。

原文转自：VERC

原文链接：www.cver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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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远程桌面服务（Remote Desktop Services）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0708)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5月 15 日

综述

当地时间5月14日，微软发布的

5月份月度更新中修复了一个存在于

远程桌面服务中（Remote Desktop 

Services）的高危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0708），RDP协议本身

不受影响。该漏洞可以被蠕虫类攻击

利用，建议受影响用户尽快下载补丁

升级进行防护。

受影响的版本

 □ Windows 7

 □ Windows Server 2008 R2

 □ Windows Server 2008

 □ Windows Server 2003

 □ Windows XP

注：其中Windows Server 2003

以及Windows XP已经不再受支持，

但此次仍会发布对应的漏洞补丁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

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

的后果及损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此承担任何责

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

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任意

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不受影响的版本

 □ Windows 8

 □ Windows 10

解决方案

在微软发布的5月更新中已经修复了该漏洞，建议用户尽快升级进行

防护。

参考链接：

https://portal.msrc.microsoft.com/en-US/security-guidance/advisory/

CVE-2019-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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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Elastic Services 
Controller REST API 

认证绕过漏洞（CVE-2019-1867）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5月 8日

综述

Cisco发布公告修复了Cisco Elastic Services Controller (ESC)中的一个

REST API认证绕过漏洞（CVE-2019-1867）。该漏洞是由对API请求的不正确验

证造成的。攻击者可以通过向REST API发送一个精心设计的请求来利用该漏

洞。成功的攻击允许未经身份验证的远程攻击者以管理员身份通过REST API在

受影响的系统上执行任意操作。

CVSS 3.0评分：

Base 10.0 CVSS:3.0/AV:N/AC:L/PR:N/UI:N/S: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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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07-esc-authbypass

受影响的版本

 □  Cisco Elastic Services Controller Release 4.1、4.2、4.3、4.4，且启用

了REST API。

 □ 默认情况下REST API 是禁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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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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影响的版本

 □ Cisco Elastic Services Controller Release < 4.1

 □ Cisco Elastic Services Controller Release 4.5

解决方案

Cisco官方已经发布Cisco Elastic Services Controller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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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07-esc-authby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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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Prime Infrastructure and Evolved 
Programmable Network Manager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5月 16 日

综述

当地时间5月15日，Cisco官方发布一则安全通告，称修复了Cisco Prime 

Infrastructure and Evolved Programmable Network Manager中存在的3个高危

漏洞（CVE-2019-1821、CVE-2019-1822、CVE-2019-1823）。

这些漏洞源于软件没有合理地对用户输入进行校验和过滤，攻击者可以

通过向管理员界面上传恶意的文件来触发，利用成功会使得攻击者在被攻击

系统中以root权限执行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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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15-pi-rce

受影响的版本

 □ Cisco PI Software Releases < 3.4.1

 □ Cisco PI Software Releases < 3.5

 □ Cisco PI Software Releases < 3.6

 □ EPN Manager Releases <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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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影响的版本

 □ Cisco PI Software Releases == 3.4.1

 □ Cisco PI Software Releases == 3.5

 □ Cisco PI Software Releases == 3.6

 □ EPN Manager Releases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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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软件版本操作办法详见参考链

接[2]。

参考链接：

[1] https://tools.cisco.com/security/center/content/CiscoSecurityAdvisory/

cisco-sa-20190515-pi-rce#fr

[2] https://tools.cisco.com/security/center/content/CiscoSecurityAdvisory/

cisco-sa-20190515-pi-r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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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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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20383

新增规则
1. 攻击 [24490]:D-Link DWL-2600AP Save Configuration 命令注入
2. 攻击 [24491]:WordPress wp-content themes 重定向
3. 攻击 [24492]: 施耐德电气 U.Motion Builder 1.3.4 命令注入漏洞（CVE-2018-7841）
4. 攻击 [24493]:GAT-Ship Web 模块 1.30 信息泄露漏洞
5. 攻击 [24494]:Spring Cloud Config 2.1.x 路径遍历 (CVE-2019-3799)
6. 攻击 [30718]:masscan 扫描工具 web 服务扫描
7. 攻击 [24495]:Zookeeper 未授权访问漏洞
8. 攻击 [24488]:SOCA 访问控制系统 180612 跨站点脚本攻击
9. 攻击 [41689]:Linux 挖矿程序 kworkerds 下载恶意文件
10. 攻击 [24482]: 多个应用 application.ini 数据库配置文件泄露漏洞
11. 攻击 [24483]:Cisco Webex Teams URI 处理程序远程执行代码漏洞 (CVE-2019-1636)
12. 攻击 [41688]: 恶意程序 generic/VBS.SLoad 网络通信
13. 攻击 [24484]:Malwarebytes 防恶意软件 URI 处理程序远程执行代码漏洞（CVE-2019-6739）
14. 攻击 [24485]:Microsoft Office Word 安全特性绕过 (CVE-2019-0540)
15. 攻击 [24486]:HTTP URL 参数 SQL 注入尝试
16. 攻击 [41684]: 恶意程序 generic/Drun.Downloader_a 网络通信
17. 攻击 [41685]: 恶意程序 generic/MSIL.LimeRat_a 网络通信
18. 攻击 [41686]: 恶意程序 generic/PcClient.Rat 网络通信
19. 攻击 [41687]: 恶意程序 generic/SappyCache 网络通信
20. 攻击 [24478]:Sony Smart TV Photo Sharing Plus 信息泄露漏洞 (CVE-2019-11336)
21. 攻击 [24479]:Wordpress Social Warfare 远程代码执行 (CVE-2019-9978)
22. 攻击 [24480]:Xitami Web Server 2.5 远程缓冲区溢出漏洞
23. 攻击 [24481]:Oracle WebLogic Server FileDistributionServlet 信息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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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入侵防御 /
检测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5.6.10.20383

修改更新规则：
1. 攻击 [24469]:Oracle WebLogic wls9-async 组件反序列化远程命令执行漏洞 (CVE-2019-2725)
2. 攻击 [49014]: 挖矿程序查询 DNS 矿池服务器域名
3. 攻击 [24489]: 微软远程桌面服务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0708)
4. 攻击 [61534]:Webmin /Usermin 信息泄露漏洞
5.  攻击 [24391]:Rockwell Automation RSLinx Classic CIP Connection Path 堆栈缓冲区溢出漏洞（CVE-

2018-14829）
6. 攻击 [24471]:WebLogic 任意文件上传漏洞（CVE-2019-2618）
7. 攻击 [24380]:ThinkPHP5 5.1~5.2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8. 攻击 [24438]:Apache Solr 反序列化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0192)
9. 攻击 [63682]:HTTP SQL 注入尝试类型三

Web应用防火墙规则升级包
Web 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6.0.7.0.41634

新增规则 :
1. 服务器 / 插件漏洞防护
27004885 Spring_Cloud_Config_Directory_Traversal 防护 Spring Cloud Config Server 目录遍历漏洞
27004886 Confluence_Server_Widget_RCE 防护 Confluence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27004887 Confluence_Upload_Path_Travel 防护 Confluence 路径遍历漏洞
27526164 Weblogic_Arbitrary_File_Upload 防护 Weblogic 任意文件上传漏洞
27526165 Apache_Tomcat_Cgi_RCE 防护 Windows 下 Tomcat CGI Servlet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修改规则 :
1. 服务器 / 插件漏洞防护
27526166 WebLogic_Async_Remote_Code_Excute 防护 Weblogic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规则优化。
2. Web 通用防护
18612228 sql_single_comment 优化 sql 注释符防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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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强联合 |  绿盟科技云沙箱（POMA）成为
VirusTotal 官方合作产品

5月7日，VirusTotal发表正式

声明，绿盟科技云沙箱（POMA）

成为VirusTotal的官方合作产品，旨

在可疑文件分析领域强强联合，为

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截止目前，

VirusTotal的沙箱合作伙伴，全球仅

有七家。

VirusTotal作为国际知名的安全

厂商，以提供可疑文件分析服务著

称。绿盟科技云沙箱（POMA）作为

绿盟科技威胁情报的重要子产品，对

外提供云端威胁分析服务，并为绿盟

威胁情报中心持续提供重要的可疑文

件情报。拥有绿盟威胁情报云端账号

的用户，可免注册使用绿盟科技云沙

箱（POMA）提供的威胁分析服务。

 

绿盟科技云沙箱（POMA）是由绿盟科技精心打造的一款云端可疑文件分

析产品，它可以对EXE、PDF、Office、JAVA、Flash等多类型的文件进行静态

和动态分析，以发现新型或潜在的攻击行为，并输出完整的分析报告。报告

支持STIX标准，便于威胁情报的快速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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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报 |  绿盟威胁情报平台荣获 2019
数博会领先科技成果

5月25日，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数博会）在贵阳正式

开幕。数博会作为国家级展会活动，全球首个大数据主题博览会，凭借国际化、

专业化、市场化的优势，成为全球大数据发展的风向标和业界国际性和权威性的

成果交流平台。

2019数博会面向全球征集了大数据领先科技成果，经过相关领域权威专家的

严格评选，绿盟威胁情报平台最终斩获2019领先科技成果“优秀项目”。

绿盟威胁情报平台（NSFOCUS Threat Intelligence Platform以下简称NTIP）

融合了绿盟科技在威胁情报运营和应用方面的丰富经验和技术成果，面向客户的

自主情报管理和应用需求，为客户提供多源接入、自主管理、消费管控等一体化

解决方案。借助NTIP，客户不仅可以无缝对接绿盟科技云端高价值的威胁情报数

据，还可以接入业界众多的符合STIX标准的情报源数据，更可以扩展自定义情报

源；同时，也可以及时获取绿盟科技应急响应团队推送的威胁预警信息，指导安

全团队处置威胁。NTIP同时为安全人员、安全设备和平台提供情报消费接口，可

与企业的安全体系深度融合实现自主可控的情报管理和应用。NTIP不但能极大增

强现有安全产品的防御能力，同时亦能通过情报共享拉通安全资源，整合安全企

业的专业能力，构建预警、检测、响应、追溯一体化的立体防御体系，能有效实

现及时发现、快速响应，应对高级威胁和新型攻击。

绿盟威胁情报平台已经在国家政府主管单位、国内重量级军工单位、电信运

营商、金融行业、互联网企业以及大型公司落地，并广受客户好评。用户可通过

建设威胁情报平台及相关系统，极大扩展威胁防御的时空边界，从而建立威胁预

警、持续监控、态势感知、快速响应和全面追溯反制组成的适应性防御体系。此

外，绿盟科技还参与了国家级威胁情报标准制定和试点，并协助建设国家级威胁

情报平台。



安全月刊  /  2019.660

产品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