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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安全成本节约的选择
——可管理安全服务正当时
金融技术部 傅 戈

不久前，我和沿海某金融机构

信息安全负责人进行了交流，该负责

人的一些观点对我颇有震撼。在交流

中，该负责人阐述了他对机构信息安

全建设的看法。主要观点有以下这么

几个：

◆◆ ◆信息安全工作毋庸置疑肯定

重要，但是否一定要设立大

量的信息安全岗位去招聘相

应人员；

◆◆ ◆信息安全人员的技能要求

高，满意的人员非常难以

招到；

◆◆ ◆信息安全人员的薪资要求不

低，但是人员的复用性却比

较低，从机构经营的投资回

报来看并不一定值得；

◆◆ ◆以机构整体的视角来看，机

构本身就需要以一种快速响

应、弹性适应的方式开展业

务和进行发展，在此情况

下，机构人员的编制也需要

适应业务发展的节奏；

◆◆ ◆该机构在IT建设中已不断要求关键业务系统开发商在系统中集成一些

安全防护和安全检查的功能，降低系统安全运维对人员技能要求的

难度；

◆◆ ◆基于以上认识和考虑，该机构更愿意采取安全服务外包的模式；

作为一个已在安全行业从业多年的安全人员而言，对于如此支持和彻

底践行安全服务外包的机构还是相当少见。回去后笔者连续数日在思考客

户的观点，回想并整理近年来的变化，思索可管理安全服务（Manageable◆

Security◆Services，以下简称MSS）在今后对企业机构用户而言是不是一种更

好的安全策略选择。

网络安全整体形势的变化

不断攀升的人力和设备成本
有数据表明，在2014年底的时候，我国信息安全专业应届生的平均薪资

为3704元，而根据2018年的统计表明，2017届信息安全专业应届生的在毕业

半年后的月收入平均为6386元[1]。4年里应届生的薪酬涨幅为72.4%。而具备5

年工作经验的信息安全人才，目前在北上广深的年薪资水平均在30万以上。

与此对应的是，信息安全人才的需求仍不断上涨。2017年9月由中央网信办网

络安全局、教育部高教司指导，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安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主办的《第十一届网络空间安全学科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研讨会》上指出

“我国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年培养规模在3万人左右，已培养的信息安全专业人

才总量不足10万，离目前需要的70万差距巨大。”。另有数据表明仅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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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的对信息安全人才的需求上涨25%，这直接导致信息安全人才在未来数年

内都将处于人力资源的卖方市场。

此外，随着监管要求的日益严格、安全威胁的不断演变和增长，传统的安全

设备将越来越难以应对以上要求和变化。集中化、平台化、智能化、模块化的安

全运营将是未来的建设发展方向。虽然新的产品和技术能带来正向的投资回报，

但显而易见，这样的投资成本绝对不低。

图1：安全技术带来的成本节约[3]

日益严格的监管要求
在国内，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

的正式颁布实施，新时代和新形势下网络安全的工作开展以立法的形式得以确

立。随后《网络安全法》的配套法规文件及相关国家网络安全新标准的陆续进行

发布，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和《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22239-2019，形成了对《网络安全法》在执

行落地环节的有力支撑。此外，各行业监管机构也根据国家安全战略的要求，配

合《网络安全法》推出了比以前更为细致的监管要求和监管动作。如公安部连续

4年开展了全国性的护网检查专项行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机构一直都是检查的

重点对象。以上种种情况无疑向网络运营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机构不断传递

着需要从国家安全战略层面认真看待网络安全，重新审视内部网络安全建设合规

状况的重要信息。

不断扩展的安全内容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应用和发展，网络安全的概念和范畴也不断的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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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网络安全的涵盖内容也越来越

广。以金融行业为例，移动互联技术

催生了移动安全；虚拟化/云计算技

术则引发了云安全；开放银行的应用

则需要考虑API安全、数据安全；人

工智能的应用则意味着未来将是以人

工智能的手段来防御对抗人工智能的

攻击。简言之，企业机构所面临的网

络安全建设内容将随着新兴技术的出

现与应用，新型业务的设计与开展而

需要不断的扩展。

持续增加的安全威胁
网络安全的威胁一直都存在，

然而由于黑客的日益复杂以及犯罪

市场的扩散，网络威胁带来的损失

将持续增加。国外研究机构的报告显

示2021年全球因此遭受的计算机网

络犯罪的损失预估将是6000亿美元.◆

与2015年相比增长了100%[2]。根据

Accenture◆&◆Ponemon’s◆公司的研

究报告表明，在2018年无论是各种网

络威胁所带来的损失还是单个安全事

件带来的损失都在不断增加[3]。

此外，近期国际上多个国家间

的对抗冲突也曝光了通过网络攻击手

段攻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已不再是一

种遮遮掩掩的国家攻击行为。网络战

的乌云阴影日益低沉。

图2：每种网络攻击带来的风险损失[3]

图3：2016-2019年企业遭受网络攻击后的年度损失概括[3]

归根到底都是“钱”的问题

通过以上对网络安全整体形势的分析，可以看到企业机构一方面需要不

断的加强己方内部的网络安全防护水平以适应形式的变化，另一方面在安全

建设中则面临和可能承担更多的人力成本支出和安全防护设施的采购投入。

在和众多行业客户内部负责网络安全的主管人员或小组成员进行交流时，他

们反映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安全投资受限。也许有人会觉得该原因在于企业高

管层领导安全意识薄弱。可实际上，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机构而言，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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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管理安全服务的成本节约

员工成本节约
当企业机构雇佣一个可管理安全服务提供商（以下简称MSSP）时，将不

用考虑招聘合适信息安全人士的招聘成本。此外，外购的可管理安全服务将

使得企业机构不必维护一个全员、全职的现场IT安全部门，仅需要保留必要的

管理监督岗位。另外，某些可管理安全服务提供了一天24小时，一周7天针对

业务系统和安全系统持续监控的解决方案，这样的服务方案解决了人力工作

时间有限的情况，从而节约了不小的人力成本。以上节约的人力成本就可以

轻松地每年为企业节省大量的资金，更不用说设备成本、福利和其他补偿。

此外，可管理安全服务可以使得企业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实现安全设

施的部署，专业人士的到岗到位，从而实现时间成本节约，从而进一步提高

利润率。◆◆◆◆◆◆◆◆◆◆◆

技术成本节约
可管理安全服务为企业机构节省资金的另一种方法是，在昂贵的技术投

资上没有前期成本。例如大家比较熟悉的Gartner技术成熟度曲线模型表明了

每一种新的技术都有其尝鲜期，成熟期。如果企业机构希望能够率先尝试和

使用某些新的技术而无需承担采购带来的风险，则可以通过MSSP将他们的包

括此类新技术新应用的设施、安全应用程序等快速部署到网络内部，一来节

约了采购成本，其次也可避免新技术应用带来的前期不稳定、不成熟的使用

风险。

图4：Gartner机构提出的技术成熟度曲线图

体系薄弱的深层次原因可以归结为一

件事：“金钱“，而不是其他的情

况。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想要拥有

一个理想的内部网络安全是非常昂贵

的一件事。尤其是企业机构需要有大

量的网络安全专业人士和专业安全设

备来确保所有敏感信息得到保护，所

有的网络安全合规要求都得到满足。

以人员为例，一个合格的网络

安全专业人士，其公司人力综合成本

在30万左右（以月薪1.5万计算）。

如果一个企业机构的安全小组有3-5

人，那么光人力成本的花费就是90-

150万/年。如果人员发生变动，则整

体成本还将上升。

然而，随着网络犯罪威胁的上

升，监管力度的加强，面对如此多的

厉害关系，企业机构也无法承受因脆

弱的安全保障所带来的业务风险和监

管风险。但每年花费如此多的人力成

本支出以及新技术平台设备的采购并

保持和维护高质量网络安全运维保障

从企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出发也不那么

可行，尤其是中小企业机构。对这些

企业机构而言，企业生存和业务发展

是最重要的刚需。而这正是可管理安

全服务的切入点。对于处于两难困境

的企业机构而言，可管理安全服务将

是可选择的第三条路线，因为可管理

安全服务在为企业提供安全服务的同

事还将给企业带来的最大好处：成本

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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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费用节约
在安全运营的过程中，企业机构常会面临新法规的变化要求，如果出现

这种情况，企业机构通常需要花费额外的成本聘请行业安全或合规安全专家

来进行安全评估和咨询指导。而在持续的MSS服务中，MSSP会根据合规和监

管要求的变化，及时的调整服务内容和处置方法以进行适应。这样间接的节

约了因变化带来的额外支出。与此同样的是优秀的MSSP通常在全球或国内

整个区域都有业务开展，这意味着他们会始终关注全球或整体区域的安全形

势，并随时了解最新的威胁。与仅具有内部安全功能的企业机构相比，MSSP

的服务群体广泛性和服务内容多样性为他们提供了明显的优势，因为MSSP能

够提前或及时了解某些高级危害，并在发生破坏时及早发现它们和开展相关

的处置。这样就降低了此类高级危害带来的潜在风险损失。

违规风险成本节约
毫无疑问的是，MSS对于中小机构甚至大型机构而言也是一种降低违规

风险成本的有效方法之一。MSSP的优势在于多数情况下其对网络安全风险感

知、监管要求的理解和技术应对手段上比企业机构更为专业。因此选择一个

优秀的MSSP一方面节约了对应的人力，技术成本，另一方面通过MSS服务可

以有效的避免企业机构遭受到原本因脆弱的内部安全防御而带来的违规风险

成本。

参考文献
[1]◆ http://finance.ifeng.com/a/20180612/16339729_0.shtml

[2]◆ ◆https://cybersecurityventures.com/cybercrime-damages-6-trillion-

by-2021，https://www.zawya.com/uae/en/legal/story/Global_

cybercrime_costs_to_hit_6trn_by_2021_survey-SNG_146902744/

[3]◆ ◆https://www.accenture.com/_acnmedia/PDF-96/Accenture-2019-

Cost-of-Cybercrime-Study-Final.pdf#zoom=50

总结

在网络安全如此重要

的今天，想要应对网络安全

威胁和满足监管要求需要花

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

成本通常是制约企业采取安

全保护措施的决定因素。可

管理安全服务(MSS)可以帮

助降低与违规相关的成本、

减少员工支出、设备投入、

获得全天候保护的好处、无

前期成本。因此我们建议企

业机构可以考虑寻求经验丰

富的可管理安全服务提供商

的帮助，降低安全成本，助

力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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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信任技术架构研究
金融事业部 訾雅彬

一、“零信任”安全架构诞生背景

1.1 零信任是什么
一切从2009年一场网络攻击说起，极光行动（英语：Operation◆Aurora）或

欧若拉行动是2009年12月中旬爆发的一场网络攻击，其名称“Aurora”（意为

极光、欧若拉）来自攻击者电脑上恶意文件所在路径的一部分。遭受攻击的除

了Google外，还有20多家公司：其中包括Adobe◆Systems、Juniper◆Networks、

Rackspace、雅虎、赛门铁克、诺斯洛普·格鲁门和陶氏化工。

这次攻击导致谷歌痛定思痛，决定摒弃传统的“验证通过即信任”的系统安

全保护机制，转为尝试采用“零信任”安全架构模型开展其部分业务。

“零信任网络”是由Forrester、Gartner等众多安全公司在2013年提出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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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概念。创始人为前Forrester首席分析师JohnKindervag。Forrester认为，

当前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威胁不仅仅来自于外部，而恰恰很多严重的信息

安全事件都是爆发在企业和机构的内部，并且都是源自“我们认为他是可信

的”这些用户或系统，因此需要采用"零信任"模型构建安全的网络。在"零信

任"网络中，不再有可信的设备、接口和用户，所有的流量都是不可信任的。

1.2 现有网络能否成为零信任
根据零信任架构的创始初衷来看，在此架构下的网络，不存在特权用

户、流量、系统、区域，并且不存在所谓的“内网更安全”和“外网不安

全”的说法，网络整体的安全性均从零做起。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将现有的传统网络架构演变为零信任安全架构，

难度是相当大的，这不仅是因为在技术上存在一些难以攻克的难点，更重要

的在于基于已有的网络架构的管理模型，很难做到将内网和外网以及特权情

况完全摒弃，也无法在现有人员组织架构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同时企业管理

者和普通员工在安全意识和工作习惯上，也无法在短期内适应零信任。

因此，零信任安全架构的实践和推广更加适合于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的

场景：

（1）管理者具有较高的安全管理意识，重视信息安全问题；

（2）选择非核心业务进行初步尝试；

（3）新建数据中心，并且主要基于虚拟化技术进行搭建；

（4）能接受长时间的技术架构搭建和调整（谷歌用了7年），并保障充

足的人员及财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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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无条件落实零信任架构的技术和管理措施。

二、“零信任”安全架构基本模型

2.1 架构原则
零信任架构的核心思想是，默认情况下不应该信任网络内部和外部的任何

人/设备/系统，需要基于认证和授权重构访问控制的信任基础。诸如IP地址、主

机、地理位置、所处网络等均不能作为可信的凭证。零信任对访问控制进行了范

式上的颠覆，引导安全体系架构从“网络中心化”走向“身份中心化”，其本质

诉求是以身份为中心进行访问控制。

在Evan◆Gilman《零信任网络》一书中，零信任网络被描述为建立在以下五

个基本断言上：

1.◆应该始终假设网络充满威胁。

2.◆外部和内部威胁每时每刻都充斥着网络。

3.◆不能仅仅依靠网络位置来建立信任关系。

4.◆所有设备、用户和网络流量都应该被认证和授权。

5.◆访问控制策略应该是动态的基于尽量多的数据源进行计算和评估。

由此可以看出，零信任的理念，已经从边界模型“信任但验证”转换到“从

不信任，始终验证”的模式。

根据以上五个断言，零信任模型被认为遵守以下4个基本原则：

1.◆验证用户：基于位置、设备和行为来评估用户安全情况，确定用户是否是

其所声称的身份。采取恰当的措施（比如多因子身份验证）来确保用户真实性。

2.◆验证设备：无论是公司设备、BYOD还是公共主机、笔记本电脑或移动设

备，基于设备身份和安全情况实施访问控制策略。只允许受信终端访问公司的

资源。

3.◆限制访问与权限：如果用户和设备通过了验证，对资源实施基于角色的访

问控制模型，赋予其仅供完成当次工作的最小权限。

4.◆自适应：各类源（比如用户、其设备、与之相关的所有活动）总在不断产

生信息。利用机器学习来设置上下文相关访问策略，自动调整并适应策略。

——https://www.cnblogs.com/ummi/p/10694579.html（初探零信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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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架构实现
在各种各样的现有技术和监管过程支撑之下，零信任方法才得以完成保

护企业IT环境的使命。

它需要企业根据用户、用户所处位置和其他数据等条件，利用微分隔

和细粒度边界规则，来确定是否信任请求企业特定范围访问权的用户/主机/

应用。

首先，要弄清楚用户身份，确保用户真的是他/她所声称的那个人;然后，

要保证用户所用终端是安全终端，或者该终端处在安全状态;最后，还要有个

条件策略，指定哪些人能访问哪些东西。

零信任依靠多因子身份认证、身份与访问管理(IAM)、编排、分析、加

密、安全评级和文件系统权限等技术来做上述工作。最小权限原则也是零信

任倚赖的监管策略之一，也就是只赋予用户完成特定工作所需的最小访问

权限。

基本上，零信任就是公司企业收回安全战场控制权，在各部门应用网络

分隔和下一代防火墙，控制网络接入的身份、对象、地点和时间，是从内而

外地施行控制，而不是由外而内。

现今的大部分IT场景中，零信任不仅仅是技术，还有关思维和过程。

——http://netsecurity.51cto.com/art/201801/564513.htm（“零信任”
安全架构将成为网络安全流行框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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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零信任”安全架构技术实践

3.1 Google-BeyondCorp
谷歌公司称，在2009年经历高度复杂的APT攻击——极光行动（Operation◆

Aurora）后，该公对员工与设备如何访问内部应用的安全架构，开始尝试重新设

计。由此，零信任架构BeyondCorp开始萌芽。

与传统的边界安全模式不同，BeyondCorp摒弃了将网络隔离作为防护敏感

资源的主要机制。取而代之的是，所有的应用都部署在公网上，通过用户与设备

为中心的认证与授权工作流进行访问。

这就意味着，作为零信任安全架构的BeyondCorp，将访问控制权从边界转

移到个人设备与用户上。由此员工可以实现在任何地点的安全访问，无需传统的

VPN。

谷歌的零信任安全架构涉及复杂的库存管理，记录具体谁拥有网络里的哪台

设备。设备库存服务来从多个系统管理渠道搜集每个设备的各种实时信息，比如

活动目录（Active◆Directory）◆或◆Puppet.

对于用户的认证则基于一套代表敏感程度的信任层。无论员工使用什么设备

或身处何处，都能得到相应的访问权限。低层次的访问不需要对设备做太严格的

审核。

谷歌企业项目经理Max◆Saltonstall表示，对于访问授权是基于上下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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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是否经过严格认证？◆你使用什么设备？对你的设备了解情况如何？”

在谷歌网络中不存在特权用户。谷歌使用安全密钥进行身份管理，比密码更

难伪造。每个入网的设备都有谷歌颁发的证书。网络的加密则是通过TLS（传输

层安全协议）来实现。

与传统的边界安全模型不同，BeyondCorp不是以用户的物理登录地点或来

源网络作为访问服务或工具的判定标准，其访问策略是建立在设备信息、状态和

关联用户的基础上，更偏向用户行为和设备状态的分析。

据了解，谷歌BeyondCorp的主要包括三大指导原则：

◆◆ ◆无边界设计

从特定网络连接，与你能获得的服务没有关系。.

◆◆ 上下文感知

根据对用户与设备的了解，来授予所获得的服务。

◆◆ 动态访问控制

所有对服务的访问必须经过认证、授权和加密.

——https://www.northsoar.com/News/detial/227（谷歌的零信任安全架构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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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视角下的资产管理
金融事业部 张政祺

对于企业信息安全管理而言，所涉及的资产面很广，包括硬件资产，如安

全产品、服务器、个人终端、网络设备等；包括广义上的软件资产，如服务器应

用、虚拟化设备等。在安全建设中，这些资产无疑是安全防护的重点，因此如何

做好资产管理工作，也是企业安全工作的基础任务之一。

现状

当前绝大部分企业都会有自己的资产管理流程及规范，建立信息化的资产

库，但是就安全管理视角来看还是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问题。

1. 新增资产及下线资产管理
大部分企业中信息化的资产数据与实际的资产情况大相径庭，据不完全统

计资产偏差大致在25%左右。在新增资产或资产下线时，不能做到很好的信息同

步，就会造成资产偏差，这对于安全管理是极为不利的。

新增的资产数据缺失会对安全管理带来困扰，形成资产盲区，对新资产的防

护处于空白，很可能成为外部攻击者的主要攻击路径，安全隐患极大；

下线资产的未更新对于网络架构、安全防护的整体性考量都有影响，且浪费

了有限的防护资源与人员精力。

2. 安全维度资产数据缺失
前文中提到虽然大部分企业都有自己的“资产库”，但是其中的数据与安全

管理或者安全运维所期望的数据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例如资产的端口开放情况对

于漏洞修复及攻击面收敛都有作用，在面临真正的攻击应急时具有很大价值，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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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是“资产库”中通常不会存有这部分信息。当然，安全维度的资产数据

范围还需要有经验的安全运维工程师及资产管理专家根据实际的业务情况及安全

防护要求来拟定。

3. 资产数据更新机制
目前的资产数据记录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以文本形式记录，二是存储在企

业的“资产库”中。针对二者的数据更新，基本都是通过人工方式来实现的，包

括在引言部分提到的软硬件资产数据。

人工更新的方式主要有两个问题：

a）数据更新实时性差，可能在数据变更前就发生响应的安全事件，这对于

应急响应及安全处置都是极为不利的，严重的情况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b）数据更新不准确，人工的方式难以保证资产及其关联信息更新的准

确性。

◆难点及对应方案

上一章节描述了企业当前的资产管理现状，形成此状态的原因多种多样，下

文总结一下目前的资产管理难点及应对方案。

1. 多部门的协同工作
资产管理工作责任通常是落在IT运维部门，但是资产信息的来源是来自多方

的，因此建立完善的、可用的、可落地的资产库难度还是很大的。

首先需要明确资产库建设的主责任人，且所有涉及的相关部门都要安排接口

人，提出日常工作可能涉及到的资产数据，经各方评估确认这些资产数据的必要

性，形成明确的资产数据列表，并落地执行。

2. 资产数据收集难度大
在明确了各方责任并且输出了资产数据列表后，需要输入对应的资产数据。

常规的资产库中例如IP、MAC信息都是明确需要，且易收集确认的数据，但是其

他的例如安全部门所需的端口情况、应用部门所需的应用版本及内核情况等数据

都需要花较大的精力去收集，且更新机制也难以规范。面临此种状态，需要加入

自动化的资产数据收集及更新能力，解决多种数据的采样及准确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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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维度的资产数据应用

安全部门当前对于资产数据的应用还处于较为初级的水平，针对不管是内

部脆弱性或者是外部的风险都应结合资产数据，形成针对脆弱性的筛查、修复能

力、安全风险的处置建议等。在安全视角下，常用的资产数据有如应用系统版

本、端口情况、业务域组、资产部署区域等。

4. 新技术的引入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使用云计算和虚拟化技术，数据中心的建设应用此类新

技术已经成为常态化，面临此类技术如何建立新的资产管理方式、明确资产数据

成为了新的难点。

现状

资产管理在安全工作中其实是很小的一环，很多时候被忽视，甚至认为没有

技术含量，但是要洞察网络内的安全风险，或者是脆弱性筛查，资产管理都是不

可缺少，且是极为重要的，做好资产与各类数据的深度结合，发挥其真正价值是

网络安全建设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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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攻防对抗形势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但仍会利用各种漏洞，比如：NSA网

络攻击军火库泄露，永恒之蓝漏洞大爆发，Struts2和weblogic漏洞频发，都给攻

击者和对应的黑产团伙带来很多素材。而另一组统计数据也表明，其实攻击者攻

击过程并非都会利用0day漏洞，而99%攻击都是利用的已知漏洞。对于攻击者来

说，IT系统的方方面面都存在脆弱性都是可被利用的点，这些方面包括常见的操

作系统漏洞、应用系统漏洞、弱口令，也包括容易被忽略的错误安全配置问题，

以及违反最小化原则开放的不必要的账号、服务、端口等。

在新攻击威胁已经转变的情况下，如果还是每年购买几次安全厂商例行的季

度或者年度扫描，来进行网络系统的漏洞检查，已无法满足新洞频发，应急频繁

的现状。无法真正达到通过安全检查事先修补网络安全脆弱性的目的，也无法跟

上漏洞周五见的步伐。网络安全管理人员需要对网络安全脆弱性进行全方位的检

漏洞管理，从入门开始
金融技术部 刘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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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对存在的安全脆弱性问题一一修补，并保证修补的正确完成。这个过程的工

作极为繁琐，单靠漏扫服务或者开源漏扫工具无法从脆弱性检查方面覆盖资产全

面的风险管理。

而从0到1总要有个过程，笔者建议的方式是，先从购买一个商业扫描器，制

定每周或者每月的定期扫描计划开始。在扫描开始前需要跟各系统负责人及资产

责任人申请扫描授权，确认可扫描时间段，以及可扫描范围，和最近是否有升级

计划，相关资产是否会将扫描请求转发给第三方系统等。然后在业务低峰时段下

发定时扫描任务，扫描结束后，将结果按照所属资产责任人的情况分别发送，并

通知相关责任人进行漏洞整改。

漏扫报告发送之后，与之伴随的问题也来了，由于现在主流扫描器的部分漏

洞是基于版本做判断的，因此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误报。如何解决这些误报，

核心思想是获取到相关资产、组件准确的版本信息，然后通过与漏洞的影响版本

来做准确的匹配。获取资产版本的信息目前主要有如下几种途径：

1、登录扫描，在扫描器里输入或者导入各资产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扫

描。该方式的难点在目前很多金融机构都通过堡垒机来进行日常运维，并且上收

了账号、口令，此外堡垒机还会定期进行自动改密操作。而且堡垒机本身是基于

用户角色来进行相关资产的运维管理权限的授权，因此如果设备异构，会涉及不

同品牌安全设备间的协同，会产生一些定制开发的工作量。笔者认为两者协同的

一个合理方式应该是，扫描器根据堡垒机的改密周期定期去同步其纳管的资产和

用户名密码表。

2、CMDB资产数据库信息联动获取。

3、采用agent方式扫描或agent采集资产信息回传。

扫描报告准确了，对应后面的修复问题也来了，很多暴露出来的漏洞会因

为各种因素、如供应商不见了、该系统准备下线了、该系统很重要框架不敢动、

该系统过x月会升级等等而无法及时修复。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这时候就是

体现修复的艺术了。漏洞根治的方法的肯定还是打补丁，升级版本。如果确实无

法升级的，可以采取一些漏洞缓解措施，像很多大数据组件的漏洞可以通过开启

Linux防火墙策略限制访问，只允许本地访问或者是只允许关业务节点访问；也可

以通过waf、ips、防火墙等产品的相关防护策略进行防护；还有的还可以通过一

些临时修改配置方案的来对相关漏洞进行规避。

漏洞修复完以后，如果条件允许即刻就进行验证，以确保漏洞修复工作的有

效性。如果无法及时验证，便待下次扫描结束后，通过同一扫描父任务的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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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子任务对比来发现漏洞的增减变化，来确认漏洞的修复效果，并完成管理管

理的闭环。

依托国内权威中文漏洞知识库和已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NSFOCUS安全小

组，绿盟远程安全评估系统（RSAS）已经是国内知名的漏洞管理产品之一，配

合专业的Web扫描模块，它能够定期和持续地给用户提供全面可靠的安全评估服

务，满足多种应用需求，并且提供完整的漏洞管理机制，有效降低用户网络和主

机风险，更大限度地保证用户网络和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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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容器技术成熟和敏捷开发的推广，微服务技术在业界越来越得到普遍的应用，但业务微服务化后又引入了一

些新的安全挑战，特别是在访问控制层面。例如：

(1)◆容器部署可以根据需求动态扩展，但也导致容器IP和端口频繁变换，所以基于静态的IP和端口的防护规则会

失效；

(2)◆东西流量剧增，约为南北流量的20多倍，要防护来自大量虚拟网络的东西向流量就需要设置大量防火墙规则，

规则匹配导致的计算和时间开销将会成为一大问题；

(3)◆微服务环境下的访问控制需发生在每一工作负载（workload）内，即提供端点（endpoint）到端点

（endpoint）的访问控制，广泛部署的访问控制点应足够轻量，否则单点所增成本将迭代地引起总体成本的剧增。

那么面对上述三种挑战，容器环境中的访问控制机制应该作何改变呢？

二、容器环境下的防火墙

防火墙是实现访问控制不可或缺的手段，它与网络环境是息息相关的，网络环境的变化会对其提出一些新的

要求。

在传统环境中：

1.◆网络是相对静态的，大多网络防护规则都是基于静态的IP地址和端口的；

2.◆内部是默认可信的，网络边界较清晰，访问控制机制部署在网络边界处；

3.◆大部分的网络流量会经过网关

在容器环境中：

1.◆ 容器的新增和消亡总在发生，IP分配变换频繁；

2.◆ 多应用混合部署，边界不清晰。内部通信关系极其复杂，无法预先设置安全防护策略；

容器网络之访问控制机制分析
创新中心 李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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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容器间流量可见性差，为了检测和防护看不见的流量，我们想到了引

流，但大范围引流很容易制造出新的瓶颈点，这在东西流量剧增的微服务环境下

也不太现实

但不管如何变化，通过防火墙实现网络访问控制的功能没有变化，只是对防

火墙的实现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容器环境中网络防护如下图所示：

常见的防火墙形态主要包括：

1)◆ L3/L4层包过滤技术：传统环境下网络拓扑相对稳定，包过滤规则也相对

固定，而容器环境下网络漂移随时都在发生，包过滤规则需要根据网络变化随时

调整包过滤规则。在Kubernetes环境下我们可以借助于NetworkPolicy或者一些其

它的工具来动态更新规则，因为NetworkPolicy是基于Pod的，在容器部署发生变

化时也可以进行动态保护。

2)◆ 应用防火墙：容器环境下的应用防火墙通常需要与容器运行时或者容器

编排工具集成，借助于DPI（深度包检测）技术来保护容器间的通信，同时借助

于行为学习自动创建防护策略来保护容器环境。通过识别流量的应用信息，可实

现面向业务的动态微分段，成为了保护东西向流量场景中容器应用免受恶意攻击

第一道防线。

3)◆ Web应用防火墙：运行Web应用程序、面向互联网的容器可以通过检测

常见攻击的方法进行保护，这符合传统的Web应用程序防火墙功能。但是，要知

道这仅限于常见的外部攻击，对于容器之间的访问防护还需分析它们之间的通信

协议。◆

总之，传统的防火墙已不能满足容器环境下的访问控制，要达到更细粒度的

访问控制，须采用可以动态感知资产、资产的属性和连接点等信息变化的新型防

火墙，才可以有效防止源于内部应用程序级别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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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容器环境下的访问控制机制

访问控制和网络隔离做为计算机网络的两大防护手段，由于篇幅原因，在

此我们只谈访问控制。在综合对比分析了Github上容器编排项目Kubernetes、

Apache◆Mesos、Docker◆Swarm、Docker◆Compose等的活跃程度（数据截止到

2018-12-12），我们发现Kubernetes的活跃程度是最高的，故此以Kubernetes为

例来说明。

默认情况下，Kubernetes中的Pods不严格限制任何输入流，也不设置防火

墙规则来限制Pod间的通信。当Kubernetes被用作多租户平台或共享PaaS时，对

工作负载进行适当的访问限制就显得非常必要。Kubernetes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努

力，NetworkPolicy[1]是Kubernetes社区提出的网络访问控制的官方解决方案。

下面的访问控制也是基于NetworkPolicy展开的。

NetworkPolicy提供了基于策略的网络控制，用于隔离应用并减少攻击面。

它使用标签选择器模拟传统的分段网络，并通过策略控制它们之间的流量以及来

自外部的流量，其主要作用于网络层和传输层。

Kubernetes◆NetworkPolicy特点：

1.◆网络策略是针对于pod的，适用于一个pod或一组pod。如果一个指定的

网络策略应用于一个pod，那么对pod的流量是由网络策略的规则决定的。

2.◆如果一个pod没有应用任何NetworkPolicy，那么该pod将接受来自所有来

源的流量。

3.◆网络策略可以在入口、出口或两个方向为pod定义流量规则。默认情况

下，如果没有显式指定任何方向，则对入口方向应用网络策略。

4.◆将网络策略应用到pod时，策略必须有明确的规则来指定入口和出口方向

允许流量的白名单。所有不符合白名单规则的流量将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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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多个网络策略可以被运用到任何pod上。匹配到任何一条网络策略的流量

都是被允许的。

6.◆网络策略作用于连接而不是单个数据包。例如，如果配置策略允许从pod◆

A到pod◆B的流量，那么也允许从pod◆B到pod◆A连接的返回包，即使有策略不允许

pod◆B发起到pod◆A的连接。

在Kubernetes中一切对象皆资源，定义NetworkPolicy资源的yaml文件中的

spec字段数据结构展开图如下所示：

由上图可知NetworkPolicy通过podSelector、namespaceSelector来筛选

pod，还有就是通过IPBlock，它的访问控制粒度是pod或者CIDR级别的，通过

Ingress和Egress分别定义进出pod的流量。要知道的是NetworkPolicy只制定了策

略，并没有对策略进行实现，策略的实现还要依赖于网络插件驱动，即需要各网

络插件自己实现NPC（network◆policy◆controller）。有关如何编写NetworkPolicy

的yaml文件可以参考官方文档[2]，在这里不详细叙述。

此外，不同的插件对于NetworkPolicy的实现程度也不一致，接下来就简单

分析下各主流插件。

1. Calico
Calico是一个纯三层协议，它使用BGP协议来传达信息，它还提供了网络安

全规则的动态执行。以DaemonSet[3]形式部署在Kubernetes集群中,部署的容器

按功

能主要包含以下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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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co的访问控制流程如下所示：

注:
Felix：它是Calico◆Agent，在集群的每个节点上都要运行，主要负责路由以

及访问控制策略的配置。
BIRD:主要负责将Felix写入Kernel的路由信息分发到当前的Calico网络，确保

Workload通信的有效性。
Etcd：网络信息存储。
Confd：confd监听etcd◆的数据更新◆bird◆的配置文件，并重新启动◆bird◆进程

让它加载最新的配置文件。
Calico-kube-controller：主要通过调用Kubernetes◆APIServer的List/watch接

口监听NetworkPolicy资源的变化，进而触发后续的一系列worker流。
以下面的例子来详细介绍下基于Calico网络插件的访问控制：

从Calico◆v2.0就开始了对Kubernetes◆API◆datastore作为calico的后端数据库

的试验，即Calico对网络状态的控制是通过Kubernetes◆API来完成，而无需额外部

署etcd集群来实现，其中CIDR的分配是kube-controller-manager来完成的。



2019.7  /  安全月刊 27

行业研究行业方案

实验环境为两节点的Kubernetes集群，网络插件选择Cal ico，其中

Kubernetes集群的版本为V1.12，Calico的版本为V3.1◆，Calico的datastore选

择的是Kubernetes◆API◆datastore。部署完成后的执行kubectl◆get◆pod◆ --all-

namespaces的效果图如下所示：

#◆kubectl◆get◆pod◆--all-namespaces

NAMESPACE◆◆◆◆◆NAME◆◆◆◆◆◆◆◆◆◆◆◆◆◆◆◆◆◆◆◆◆◆◆◆◆◆◆◆◆READY◆◆◆◆◆STATUS◆◆◆◆RESTARTS◆◆◆AGE

kube-system◆◆◆calico-node-cqdlx◆◆◆◆◆◆◆◆◆◆◆◆◆◆◆◆2/2◆◆◆◆◆◆◆Running◆◆◆0◆◆◆◆◆◆◆◆◆◆6h

kube-system◆◆◆calico-node-ffs2f◆◆◆◆◆◆◆◆◆◆◆◆◆◆◆◆2/2◆◆◆◆◆◆◆Running◆◆◆6◆◆◆◆◆◆◆◆◆◆6h

kube-system◆◆◆coredns-576cbf47c7-px6tm◆◆◆◆◆◆◆◆◆1/1◆◆◆◆◆◆◆Running◆◆◆0◆◆◆◆◆◆◆◆◆◆5h

kube-system◆◆◆coredns-576cbf47c7-xlqh5◆◆◆◆◆◆◆◆◆1/1◆◆◆◆◆◆◆Running◆◆◆3◆◆◆◆◆◆◆◆◆◆5h

kube-system◆◆◆etcd-ubuntu◆◆◆◆◆◆◆◆◆◆◆◆◆◆◆◆◆◆◆◆◆◆1/1◆◆◆◆◆◆◆Running◆◆◆0◆◆◆◆◆◆◆◆◆◆6h

kube-system◆◆◆kube-apiserver-ubuntu◆◆◆◆◆◆◆◆◆◆◆◆1/1◆◆◆◆◆◆◆Running◆◆◆0◆◆◆◆◆◆◆◆◆◆6h

kube-system◆◆ ◆kube-controller-manager-ubuntu◆ ◆ ◆1/1◆ ◆ ◆ ◆ ◆ ◆ ◆Running◆ ◆ ◆0◆◆◆◆◆◆◆◆◆◆

6h

kube-system◆◆◆kube-proxy-nx6jp◆◆◆◆◆◆◆◆◆◆◆◆◆◆◆◆◆1/1◆◆◆◆◆◆◆Running◆◆◆0◆◆◆◆◆◆◆◆◆◆6h

kube-system◆◆◆kube-proxy-phhv8◆◆◆◆◆◆◆◆◆◆◆◆◆◆◆◆◆1/1◆◆◆◆◆◆◆Running◆◆◆3◆◆◆◆◆◆◆◆◆◆6h

kube-system◆◆◆kube-scheduler-ubuntu◆◆◆◆◆◆◆◆◆◆◆◆1/1◆◆◆◆◆◆◆Running◆◆◆0◆◆◆◆◆◆◆◆◆◆6h

创建命名空间policy-demo：

#◆kubectl◆create◆ns◆policy-demo

namespace◆"policy-demo"◆created

创建pod

#◆kubectl◆run◆--namespace=policy-demo◆nginx◆--image=nginx

deployment◆"nginx"◆created

#◆kubectl◆expose◆--namespace=policy-demo◆deployment◆nginx◆--port=80

service◆"nginx"◆exposed

查看所创建service◆nginx的标签

#◆◆kubectl◆get◆pod◆--all-namespaces◆-o◆wide◆--show-labels◆|◆grep◆nginx

policy-demo◆◆◆nginx-dbddb74b8-kbrvx◆◆◆◆◆◆◆◆◆◆◆◆1/1◆◆◆◆◆◆◆Running◆◆◆0◆◆◆◆◆◆◆◆◆◆1h◆◆◆◆◆◆◆◆

10.233.1.24◆◆◆◆ubuntu108◆◆◆pod-template-hash=dbddb74b8,run=nginx

policy-demo◆◆◆nginx-dbddb74b8-njdgh◆◆◆◆◆◆◆◆◆◆◆◆1/1◆◆◆◆◆◆◆Running◆◆◆0◆◆◆◆◆◆◆◆◆◆1h◆◆◆◆◆◆◆◆

10.233.0.10◆◆◆◆ubuntu◆◆◆◆◆◆pod-template-hash=dbddb74b8,run=nginx

接下来我们查看底层的实现，开源的访问控制机制一般使用iptables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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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Policy也不例外。在查看iptables之前需要了解如下缩写词:

tw◆:◆to◆workload◆endpoint◆

pri:◆profile◆inbound

pi:◆policy◆inbound

注：endpoint:接入calico网络的网卡称为endpoint
◆◆◆workloadpoint:这里指容器使用的endpoint
内容场景如下所示：

在运行nginx容器的其中一个节点上，经查看得与nginx容器相对应的主机上

的网卡编号为cali-tw-cali44e839763a1

在未给nginx添加任何NetworkPolicy之前，默认pod是可以接收处理任何来

源的请求，iptables的filter链如下所示:

#◆◆iptables◆-nxvL◆cali-tw-cali44e839763a1◆◆-t◆filter

Chain◆cali-tw-cali44e839763a1◆(1◆references)

◆◆◆◆pkts◆◆◆◆◆◆bytes◆target◆◆◆◆◆prot◆opt◆in◆◆◆◆◆out◆◆◆◆◆source◆◆◆◆◆◆◆◆◆◆◆◆◆◆◆destination◆◆◆◆◆◆◆◆◆

◆◆◆◆◆◆◆0◆◆◆◆◆◆◆◆0◆ACCEPT◆◆◆◆◆all◆◆--◆◆*◆◆◆◆◆◆*◆◆◆◆◆◆◆0.0.0.0/0◆◆◆◆◆◆◆◆◆◆◆◆0.0.0.0/0◆◆◆◆◆◆◆◆◆◆◆◆/*◆

cali:DMu-MMPk0C7hTk5I◆*/◆ctstate◆RELATED,ESTABLISHED

◆◆◆◆◆◆◆0◆◆◆◆◆◆◆◆0◆DROP◆◆◆◆◆◆◆all◆◆--◆◆*◆◆◆◆◆◆*◆◆◆◆◆◆◆0.0.0.0/0◆◆◆◆◆◆◆◆◆◆◆◆0.0.0.0/0◆◆◆◆◆◆◆◆◆◆◆◆/*◆

cali:2WnWIjXWSboOcH09◆*/◆ctstate◆INVALID

◆◆◆◆◆◆◆0◆◆◆◆◆◆◆◆0◆MARK◆◆◆◆◆◆◆all◆◆--◆◆*◆◆◆◆◆◆*◆◆◆◆◆◆◆0.0.0.0/0◆◆◆◆◆◆◆◆◆◆◆◆0.0.0.0/0◆◆◆◆◆◆◆◆◆◆◆◆/*◆

cali:YwdaO9hY8_TxnClr◆*/◆MARK◆and◆0xfffeffff

◆◆◆◆◆◆◆0◆◆◆◆◆◆◆◆0◆cali-pri-kns.policy-demo◆◆all◆◆--◆◆*◆◆◆◆◆◆*◆◆◆◆◆◆◆0.0.0.0/0◆◆◆◆◆◆◆◆◆◆◆◆0.0.0.0/0◆◆◆◆◆◆◆◆◆◆◆◆

/*◆cali:gp0tDZBi8ucxgDFu◆*/

◆◆◆◆◆◆◆0◆◆◆◆◆◆◆◆0◆RETURN◆◆◆◆◆all◆◆--◆◆*◆◆◆◆◆◆*◆◆◆◆◆◆◆0.0.0.0/0◆◆◆◆◆◆◆◆◆◆◆◆0.0.0.0/0◆◆◆◆◆◆◆◆◆◆◆◆/*◆

cali:tl0h1_yTcDtNE0rr◆ */◆ /*◆ Return◆ if◆ profile◆ accepted◆ */◆mark◆match◆

0x10000/0x10000

◆◆◆◆◆◆◆0◆◆◆◆◆◆◆◆0◆DROP◆◆◆◆◆◆◆all◆◆--◆◆*◆◆◆◆◆◆*◆◆◆◆◆◆◆0.0.0.0/0◆◆◆◆◆◆◆◆◆◆◆◆0.0.0.0/0◆◆◆◆◆◆◆◆◆◆◆◆/*◆

cali:DrAm-Qq5bhlTEdnd◆*/◆/*◆Drop◆if◆no◆profiles◆matched◆*/

给命名空间policy-demo下的nginx◆pod添加如下拒绝策略policy-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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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ml：

◆kind:◆NetworkPolicy

apiVersion:◆networking.k8s.io/v1

metadata:

◆◆name:◆default-deny

◆◆namespace:◆policy-demo

spec:

◆◆podSelector:

◆◆◆◆matchLabels:

◆◆◆◆◆◆run:◆nginx

◆◆policyTypes:

#◆kubectl◆create◆-f◆policy-demo.yaml

这时calico的felix通过Kubernetes◆API◆datastore获得更新policy信息，最后更

新iptables规则，查看calio/node容器的日志发现Felix增加了拒绝策略

#◆docker◆logs◆810e838701e5◆|◆grep◆label

2018-10-31◆08:32:04.211◆ [INFO][138]◆ label_inheritance_index.go◆195:◆

Updating◆selector◆selID=Policy(name=policy-demo/knp.default.default-deny)

2018-10-31◆08:32:38.693◆ [INFO][138]◆ label_inheritance_index.go◆192:◆

Skipping◆unchanged◆selector◆selID=Policy(name=policy-demo/knp.default.

default-deny)

接下来查看下主机的iptables规则发现数据包在经过MARK、cali-pi-_

aSNKqRMnpOIOKmNtmps两个target处理后，被标记为符合拒绝条件，流经到

DROP最后被丢弃。

#◆iptables◆-nxvL◆cali-tw-cali44e839763a1◆◆-t◆filter

Chain◆cali-tw-cali44e839763a1◆(1◆references)

◆◆◆◆pkts◆◆◆◆◆◆bytes◆target◆◆◆◆◆prot◆opt◆in◆◆◆◆◆out◆◆◆◆◆source◆◆◆◆◆◆◆◆◆◆◆◆◆◆◆destination◆◆◆◆◆◆◆◆◆

◆◆◆◆◆◆◆0◆◆◆◆◆◆◆◆0◆ACCEPT◆◆◆◆◆all◆◆--◆◆*◆◆◆◆◆◆*◆◆◆◆◆◆◆0.0.0.0/0◆◆◆◆◆◆◆◆◆◆◆◆0.0.0.0/0◆◆◆◆◆◆◆◆◆◆◆◆/*◆

cali:DMu-MMPk0C7hTk5I◆*/◆ctstate◆RELATED,ESTABLISHED

◆◆◆◆◆◆◆0◆◆◆◆◆◆◆◆0◆DROP◆◆◆◆◆◆◆all◆◆--◆◆*◆◆◆◆◆◆*◆◆◆◆◆◆◆0.0.0.0/0◆◆◆◆◆◆◆◆◆◆◆◆0.0.0.0/0◆◆◆◆◆◆◆◆◆◆◆◆/*◆

cali:2WnWIjXWSboOcH09◆*/◆ctstate◆INVALID

◆◆◆◆◆◆◆5◆◆◆◆◆◆◆◆0◆MARK◆◆◆◆◆◆◆all◆◆--◆◆*◆◆◆◆◆◆*◆◆◆◆◆◆◆0.0.0.0/0◆◆◆◆◆◆◆◆◆◆◆◆0.0.0.0/0◆◆◆◆◆◆◆◆◆◆◆◆/*◆

cali:YwdaO9hY8_TxnClr◆*/◆MARK◆and◆0xfffe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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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ARK◆◆◆◆◆◆◆all◆◆--◆◆*◆◆◆◆◆◆*◆◆◆◆◆◆◆0.0.0.0/0◆◆◆◆◆◆◆◆◆◆◆◆0.0.0.0/0◆◆◆◆◆◆◆◆◆◆◆◆/*◆

cali:Fdo2czCqOlM0cVoz◆*/◆/*◆Start◆of◆policies◆*/◆MARK◆and◆0xfffdffff

◆◆◆◆◆◆◆5◆◆◆◆◆◆◆◆0◆cali-pi-_aSNKqRMnpOIOKmNtmps◆◆all◆◆--◆◆*◆◆◆◆◆◆*◆◆◆◆◆◆◆0.0.0.0/0◆◆◆◆◆◆◆◆◆◆◆◆

0.0.0.0/0◆◆◆◆◆◆◆◆◆◆◆◆/*◆cali:yWeySxiyqlzDge6R◆*/◆mark◆match◆0x0/0x20000

◆◆◆◆◆◆◆0◆◆◆◆◆◆◆◆0◆RETURN◆◆◆◆◆all◆◆--◆◆*◆◆◆◆◆◆*◆◆◆◆◆◆◆0.0.0.0/0◆◆◆◆◆◆◆◆◆◆◆◆0.0.0.0/0◆◆◆◆◆◆◆◆◆◆◆◆/*◆

cali:MBp5LDu3OvWXuLU5◆*/◆ /*◆Return◆ if◆policy◆accepted◆*/◆mark◆match◆

0x10000/0x10000

◆◆◆◆◆◆◆5◆◆◆◆◆◆◆◆0◆DROP◆◆◆◆◆◆◆all◆◆--◆◆*◆◆◆◆◆◆*◆◆◆◆◆◆◆0.0.0.0/0◆◆◆◆◆◆◆◆◆◆◆◆0.0.0.0/0◆◆◆◆◆◆◆◆◆◆◆◆/*◆

cali:xqXC9Z3OJYEJmGgQ◆*/◆/*◆Drop◆if◆no◆policies◆passed◆packet◆*/◆mark◆match◆

0x0/0x20000

注：其它网络插件跟Calico的原理类似，不做详述。

2. Cilium
C i l i um作为Kubernetes集群众多网络解决方案的一种，要求Linux◆

Kernel>=4.8，它是基于BPF以及XDP的高性能容器方案，可以在Linux内核动态插

入强大的安全可见性和控制逻辑。由于BPF在Linux内核中运行，因此可以快速

应用和更新安全策略，而无需对应用程序代码或容器配置进行任何更改，相对于

iptables更高效。由于Cilium比较新，尚未完全支持NetworkPolicy，但它不但提

供L3/L4层的访问控制，还提供了L7层的访问控制。Cilium架构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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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lium也是以◆DaemonSet的形式部署在Kubernetes集群中，主要包含以下

资源：

Cilium的访问控制流程：

1.◆Kubernetes负责将策略分布到集群中的所有节点

2.◆Cilium将自动应用策略，通过cilium-agent将网络安全策略的Bytecode注

入到在容器运行时产生的BPF程序中，从而控制容器Endpoint的流量。

在Cilium中有两种格式可以直接使用Kubernetes配置网络策略：标准的

NetworkPolicy只能提供L3/L4层的访问控制;CiliumNetworkPolicy则可以提供

L3-L7层的访问控制，具体的示例详见[7]。

3. Kube-route
Kube-router作为Kubernetes联网的整套解决方案，操作起来比较简单。它

是围绕观察者和控制器的概念构建的。其架构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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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可知Kube-route通过网络策略控制器，可以监视Kubernetes◆API服务

器的任何网络策略和pod更新，从而动态配置iptables和ipsets来进行网络流量控

制，它完全支持Kubernetes的NetworkPolicy策略语义，对集群的性能影响较小。

它也只能提供L3/L4层的访问控制。

4. Flannel
Flannel的部署相对要简单些，但它本身并不支持NetworkPolicy，需要配合

Canal来支持NetworkPolicy,不做详述。

5. Weave Network
Weave◆Network作为Kubernetes的网络解决方案，为Kubernetes提供

了2层网络上的VxLAN。与使用etcd存储数据的其他网络解决方案不同，

Weave◆Network将其数据保存在/weavedb/weave-netdata.db文件中，并通过

DaemonSet在每个pod◆上共享它。

Weave◆Network支持两种模式，一种是Sleeve模式，一种是Fastpath模式，

下图是Fastpath模式的架构图：

Weave◆Network是以DaemonSet形式部署在Kubernetes集群中，它在集群的

每一个节点上都会启动一个pod，pod包含的容器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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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ve容器会在每个节点上创建Weave网桥，所有的容器都会连接到这

个网桥，跨主机通信是通过openvswitch◆vxlan来实现，NetworkPolicy控制器

将自动监视Kubernetes在所有名称空间上的NetworkPolicy，并配置iptables

规则来限制进出Pod的流量。对于NetworkPolicy，Weave◆Network仅仅支持

NetworkPolicyIngressRule和基于Selector的NetworkPolicyPeer，并不支持

IPBlock类型的Peer。

Weave◆Network的访问控制流程如下图所示：

四、NetworkPolicy的配置

这章节主要来说明如何使用NetworkPolicy来做访问控制。

NetworkPolicy与Kubernetes的其它配置一样，apiversion、kind、metadata

以及spec是其必选字段。其中spec里面包含的字段详见第三节的spec平面展开

图。在创建完yaml文件后，可以通过执行kubectl◆apply/create◆-f◆policy.yaml来使

策略生效。

默认情况下，如果名称空间中不存在策略，则允许所有的入口和出口流量进

出该名称空间中的pods。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default◆policies来改变该命名空间

中的默认行为。

Default◆deny◆all◆ingress◆traffic（拒绝所有进入流量）

Default◆allow◆all◆ingress◆traffic（允许所有进入流量）

Default◆deny◆all◆egress◆traffic（拒绝所有出口流量）

Default◆allow◆all◆egress◆traffic（允许所有出口流量）

Default◆deny◆all◆ingress◆and◆all◆egress◆traffic（拒绝所有出入口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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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以官网上给出的包含所有方面的例子来具体说明下：

apiVersion:◆networking.k8s.io/v1

kind:◆NetworkPolicy

metadata:

◆◆name:◆test-network-policy

◆◆namespace:◆default

spec:

◆◆podSelector:

◆◆◆◆matchLabels:

◆◆◆◆◆◆role:◆db

◆◆policyTypes:

◆◆-◆Ingress

◆◆-◆Egress

◆◆ingress:

◆◆-◆from:

◆◆◆◆-◆ipBlock:

◆◆◆◆◆◆◆◆cidr:◆172.17.0.0/16

◆◆◆◆◆◆◆◆except:

◆◆◆◆◆◆◆◆-◆172.17.1.0/24

◆◆◆◆-◆namespaceSelector:

◆◆◆◆◆◆◆◆matchLabels:

◆◆◆◆◆◆◆◆◆◆project:◆myproject

◆◆◆◆-◆podSelector:

◆◆◆◆◆◆◆◆matchLabels:

◆◆◆◆◆◆◆◆◆◆role:◆frontend

◆◆◆◆ports:

◆◆◆◆-◆protocol:◆TCP

◆◆◆◆◆◆port:◆6379

◆◆egress:

◆◆-◆to:

◆◆◆◆-◆ipBlock:

◆◆◆◆◆◆◆◆cidr:◆10.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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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s:

◆◆◆◆-◆protocol:◆TCP

◆◆◆◆◆◆port:◆5978

上面yaml文件定义的策略包括：

1.◆隔离“default”命名空间中“role=db”pod的进出口流量(如果它们还没

有隔离的话)。

2.◆允许“default”命名空间中带有“role=frontend”标签的pod连接

“default”命名空间中“role=db”pod的6379端口；允许带有“project=◆

mypro ject”标签的命名空间下的所有pod连接“defau l t”命名空间中

“role=db”pod的6379端口；允许IP地址在（172.17.0 .0–172.17.0 .255

以及172.17.2.0–172.17.255.255）之间的pod连接“default”命名空间中

“role=db”pod的6379端口，除了172.17.1.0/24。

3.◆允许“default”命名空间中带有“role=db”标签的pod连接10.0.0.0/24地

址块的5876端口。

下面就通过一个具体的示例来说明下：

首先创建namespace◆policy-test

#◆kubectl◆create◆ns◆policy-test

namespace◆"policy-test"◆created

分别创建db、web服务

#◆kubectl◆run◆--namespace=policy-test◆db◆--image=redis

deployment◆"db"◆created

#◆kubectl◆expose◆--namespace=policy-test◆deployment◆db◆--port=6379

service◆"db"◆exposed

#◆kubectl◆run◆--namespace=policy-test◆web◆--image=nginx

deployment◆"web"◆created

#◆kubectl◆expose◆--namespace=policy-test◆deployment◆web◆--port=80

service◆"web"◆exposed

#◆kubectl◆get◆pod◆--all-namespaces◆-o◆wide

policy-test◆◆◆db-7848d446b5-mm7jq◆◆◆◆◆◆◆◆◆◆◆◆◆◆1/1◆◆◆◆◆◆◆Running◆◆◆0◆◆◆◆◆◆◆◆◆◆16m◆◆◆◆◆◆◆

10.233.0.11◆◆◆◆ubuntu

policy-test◆◆◆web-774cd5bcb-t7lvx◆◆◆◆◆◆◆◆◆◆◆◆◆◆1/1◆◆◆◆◆◆◆Running◆◆◆0◆◆◆◆◆◆◆◆◆◆13m◆◆◆◆◆◆◆

10.233.0.12◆◆◆◆ubu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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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创建任何策略前，我们可以成功访问web的80端口，通过下面指令可以

尝试

#◆wget◆-q◆web◆-O◆–

<!DOCTYPE◆html>

<html>

<head>

<title>Welcome◆to◆nginx!</title>

<style>

◆◆◆◆body◆{

◆◆◆◆◆◆◆◆width:◆35em;

◆◆◆◆◆◆◆◆margin:◆0◆auto;

◆◆◆◆◆◆◆◆font-family:◆Tahoma,◆Verdana,◆Arial,◆sans-serif;

◆◆◆◆}

</style>

</head>

<body>

<h1>Welcome◆to◆nginx!</h1>

<p>If◆you◆see◆this◆page,◆the◆nginx◆web◆server◆is◆successfully◆installed◆and

working.◆Further◆configuration◆is◆required.</p>

<p>For◆online◆documentation◆and◆support◆please◆refer◆to

<a◆href="http://nginx.org/">nginx.org</a>.<br/>

Commercial◆support◆is◆available◆at

<a◆href="http://nginx.com/">nginx.com</a>.</p>

<p><em>Thank◆you◆for◆using◆nginx.</em></p>

</body>

</html>

接下来执行如下policy

kind:◆NetworkPolicy

apiVersion:◆networking.k8s.io/v1

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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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web-deny

◆◆namespace:◆policy-test

spec:

◆◆podSelector:

◆◆◆◆matchLabels:

◆◆◆◆◆◆run:◆web

◆◆policyTypes:

#◆kubectl◆create◆-f◆policy-test.yaml

networkpolicy◆"web-deny"◆created

现在重新访问web的80端口发现不能访问

#◆wget◆-q◆–timeout=5◆◆web◆-O◆-

◆wget:◆download◆time◆out

上述例子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演示，更多的例子请读者自行尝试。

语 容器网络环境给网络安全防护带来的新挑战，不管是开源社
区还是容器服务提供商都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案。比如Kubernetes
给出的◆NetworkPolicy提供网络层以及传输层的访问控制，另可借
助网络插件本身的策略就可以实现应用层的访问控制。我们需要结
合自身网络环境特点选择适合自身的解决方案才可以更好保护容器
环境。

结束

参考文献：
[1]◆https://kubernetes.io/docs/concepts/services-networking/network-

policies
[2]◆https://kubernetes.io/docs/concepts/services-networking/network-

policies
[3]https://kubernetes.io/docs/concepts/workloads/controllers/

daemonset
[4]https://cilium.readthedocs.io/en/v1.2/kubernetes/policy/#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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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深信服安全团队捕获到Bluehero挖矿蠕虫最新变种，该挖矿蠕虫集

多种功能为一体，释放后门程序窃取主机信息，释放Mimikatz模块、嗅探模块、

“永恒之蓝”攻击模块、LNK漏洞利用模块（CVE-2017-8464）进行传播和反复感

染，最终释放挖矿模块进行挖矿。

通过威胁情报查询，Bluehero挖矿蠕虫最新变种两个关键文件的创建时间均

为6月3号，可以确认近期刚开始进行活动，并且有扩大感染面的趋势。深信服安

全团队在第一时间捕获到该变种进行分析：

Bluehero 挖矿蠕虫变种空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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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hero挖矿蠕虫变种运行流程如下：

原文转自：◆FreeBuf

原文链接：https://www.freebuf.com/articles/system/206036.html

根据捕获的样本分析显示，该挖矿蠕虫集多种功能于一体（包含后门

程序，	Mimikatz、“永恒之蓝”及LNK漏洞利用等模块）的变种病毒。不

管如何变种，其实是“万变而不离其宗”，基本上都采用已知漏洞、已知手

段进行攻击，无非手段的组合不同。

		 	 	因此，绿盟科技建议您可从以下四点开展相应的安全工作：其一，

“零信任”思维，不要相信所谓的“内网就是安全”，必须做好日常账号权

限（含口令）控制、安全访问控制、安全接入控制等多方面的安全管控，严

进严出；其二，做好补丁、漏洞、端口管理，及时更新、加固、封堵，不

留后门；其三，为能够更加主动地实现防御和安全事件响应，建议在区域边

界、应用边界侧做好病毒检测和拦截，同时对已经发生的安全事件做好溯源

响应工作；其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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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从根本层面降低此类事件的发生概率。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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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在5月上旬遭遇了严重的网络攻击，导致市政系统近

乎瘫痪。本周二，市长Bernard◆“Jack”◆Young及其内阁成员召开新闻发布会介

绍了恢复工作的最新进展。该市财政部部长预估本次网络攻击造成了将近1000

万美元的损失，这还不包括由于逾期和城市无法处理付款而造成的800万美元

损失。

目前恢复工作进展并不顺畅，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公务员获得了新的登陆凭

证，而且该市的很多业务目前还只能通过纸张的方式进行处理解决。

市长Young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所有城市服务依然是开放的，巴尔的摩

同样也欢迎企业入驻”。市长罗列了在网络中断期间仍在继续运作的关键服务，

该市财务总监亨利·雷蒙德（Henry◆Raymond）称目前诸多政府系统虽然不理

想，但仍可以管理使用。

目前部分电子邮件和电话服务已经恢复，很多系统也重新上线，但是支付处

理系统和其他用于处理城市交易的工具仍处于手动解决状态下。公共工程部主任

Rudy◆Chow警告居民预计未来的水费将超出正常水平，因为该市的智能电表和水

巴尔的摩勒索攻击事件已造成 
 1800 万美元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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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计费系统仍处于脱机状态，无法生成账单。

停车票以及城市的超速、闯红灯摄像头拍摄的罚单，如果有收到纸质罚单可

以亲自支付。该市政府官员表示，截至5月4日，该市已恢复所有停车和摄像机违

规行为的数据，但仍缺乏查看违规行为的能力。对于与城市的许多其他互动也是

如此，目前需要邮寄或手工递送纸质文件和手动变通办法。

公务员被要求以个人账号来接收新网络和邮件凭证，并且在允许获得新密码

之前显示公务员编号。市长副总参谋长Sheryl◆Goldstein表示，尽管这是一个耗时

的过程，巴尔的摩市的信息技术办公室（BCIT）正在全天候工作推动恢复工作，

其中有超过10,000名城市员工需要完成整个过程并分散在城市各处的办公室。

原文转自：cnBeta

原文链接：http://hackernews.cc/archives/25866

2019年5月，美国巴尔的摩市政系统遭受黑客入侵，共加密10,000台政

府电脑，在政府拒绝支付赎金后导致大量的应用无法正常工作。政府公务

员无法使用电子邮件，市民无法支付水费、房产交易搁置，至今仍未完全

恢复。

从2017年Wannacry的爆发后，勒索病毒如雨后春笋一般进入到我们

的视野，GandCrab、Golbelmposter、Petya、驱动人生在到巴尔的摩的

“罗宾汉”（RobbinHood）。曾几何时我们决定勒索病毒只是企业、银

行、政府需要关注的问题，和普通市民没有多少关联。但通过巴尔的摩事件

和年初的湖南省儿童医院事件的发生，政府基础服务的停止导致无法缴费、

交易，医院HIS系统的停止导致无法挂号看病，勒苏病毒的破坏性已经影响

到了我们每一个人。

勒索病毒的防护和治理不仅仅需要依靠技术手段，也要加强每个人的

安全意识，及时修复漏洞、不点击恶意邮件、使用正版软件,才能防止和降

低勒索病毒入侵的可能。勒索病毒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愈演愈烈，安全防护不

再是某个企业或者个体独自的工作，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到这场长期的斗

争中！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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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州一城市 
同意向黑客支付 60 万美元赎金 
 以恢复电脑记录

括残疾人电子邮件系统，只能通过支票向员工和供应商支付，911调度员无法

将电话号码输入计算机。该市表示，响应时间没有延迟。

发言人Rose◆Anne◆Brown周三表示，这个拥有35000名居民的城市一直在

与外部安全顾问合作，他们建议支付赎金。她承认，无法保证黑客在收到赎

金后就会发布记录。付款由保险承保。联邦调查局在其网站上表示，其“不

支持”向黑客付款，但Riviera◆Beach并不孤单：许多政府机构和企业都这

样做。

“我们依赖他们（顾问）的建议，”她说。黑客要求用加密货币比特币

付款。虽然可以跟踪比特币的使用情况，但账户的所有者不一定是已知的，

这使其成为勒索软件攻击中受欢迎的支付方式。

近年来，美国和全世界的许多政府和企业都受到了攻击。上个月入侵事

件发生后，巴尔的摩拒绝向黑客支付76000美元。美国政府去年因两名伊朗人

涉嫌发起200多起勒索软件攻击而起诉他们，其中包括针对亚特兰大和新泽西

据美联社报道，佛罗里达州一

个城市同意向接管其计算机系统的黑

客支付60万美元赎金，这是全球数千

起针对政府和企业勒索资金的攻击中

的最新一起。Riviera◆Beach市议会本

周一致投票通过向黑客支付赎金。三

周前黑客入侵了该城市的系统后，该

委员会已经投票支出将近100万美元

购买新电脑和硬件。

当一位员工点击允许黑客上传

恶意软件的电子邮件链接时，黑客显

然入侵了该城市的系统。除了加密记

录外，这还对该市造成许多问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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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纽瓦克的攻击。联邦检察官说，这些尚未被捕的男子收到的赎金超过600万美

元，并对计算机系统造成3000万美元的损失。

去年，联邦政府还指控一名朝鲜程序员发起“WannaCry”攻击，该攻击感

染了150个国家的政府、银行、工厂和医院的计算机。据信他还从一家孟加拉国

银行盗取了8100万美元。

美国联邦调查局周三没有对Riviera◆Beach攻击事件发表评论，但据称去年报

告了1493起勒索软件攻击事件，受害者向黑客支付了360万美元◆。其中一些是针

对个人的。

密歇根州立大学刑事司法教授Tom◆Holt说道，黑客经常攻击计算机系统中常

见和已知的漏洞。他表示，机构的技术经理需要检查他们的系统是否存在这些缺

陷，并教他们的员工不要打开可疑的电子邮件或点击可疑的链接。联邦调查局表

示，企业还需要定期在安全计算机上备份数据。

Holt表示，大多数攻击来自美国境外，使他们难以进行追踪。他表示许多

受害者会选择向黑客支付赎金，因为这可能是找回丢失数据的唯一途径。Holt说

道：“他们可能不会支付建议的初始赎金，但他们可能会与第三方提供商协商索

取赎金。”

他表示，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攻击者在付款后解密计算机，允许受害者检索

他们的数据，不过WannaCry攻击是一个例外。

原文转自：cnBeta

原文链接：http://hackernews.cc/archives/26036

对于遭受勒索软件感染的用户，所有官方机构及媒体都建议用户不要

支付赎金，因为支付赎金并不能保证用户能找回数据，存在大量支付赎金后

并未获得解密密钥的案例，而且这会助长网络罪犯的持续犯罪。

但勒索软件从诞生起就是一门生意，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用户，愿意支

付赎金，来换回他们的数据。因此，利用勒索软件攻击的网络罪犯会通过多

种途径渗透到用户内部进行勒索犯罪，用户则需要全面的防御来对抗勒索软

件攻击。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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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僵尸网络病毒对全球

1,500,000多个设备进行扫描。

对于运行在Internet上暴露的

RDP端点的公司和用户来说，

僵尸网络很难被发现并停止。

这是因为每个受感染GoldBrute

的系统只会针对每个受害者启

动一次密码猜测尝试，从而阻

止提供强力保护的安全系统免

于入侵，这可能是一种安全工

具的策略，因为每次身份验证

尝试都来自不同的地址。

GoldBrute僵尸网络使用

的GoldBrute病毒目前只具有

RDP爆破功能，但是病毒作者

很有可能在后续的更新中添加

勒索以及挖矿操作等，因此我

们应当尽快采取措施，如修改

主机密码为复杂密码、下载

专业的查杀工具等避免遭到

GoldBrute病毒攻击。

专家点评背景概述

近日，当黑客们还在绞劲脑汁地想着如何使用BlueKeep漏洞俘获肉鸡

时，一个僵尸网络病毒突然横空出世，对全球1,500,000+个设备进行扫描。该

病毒名为GoldBrute，通过传统的RDP爆破方式进行传播，被该病毒感染的主

机会受C&C服务器104.156.249.231所操控。

由网络安全机构Morphus◆Labs的首席研究员Renato◆Marinho发现的该恶

意活动，其具体流程如下图所示：◆第一步：在成功暴力破解RDP服务器后，

攻击者会在此设备上安装一个基于Java的GoldBrute僵尸网络恶意软件。◆第二

步：为了控制受感染的设备，攻击者利用一个固定集中的C2(命令和控制)服务

器，通过AES加密的WebSocket连接交换命令和数据。◆第三、四步：随后，每

台受感染的设备都会收到第一条任务指令，即扫描并报告至少80台可公开访

问的新RDP服务器列表，这些服务器可以被暴力破解。◆第五、六步：攻击者

为每台受感染设备分配一组特定的用户名和密码，作为其第二条任务指令，它

们需要针对上述列表中的RDP服务器进行破解尝试。◆第七步：在成功破解后，

受感染设备会自动向C2服务器上传登录凭据。◆目前还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台RDP

服务器已经遭到破坏，并参与了针对互联网上其他RDP服务器的暴力攻击。◆彼

时，研究员通过快速Shodan搜索显示，大约240万台Windows◆RDP服务器可以

在互联网上公开访问，其中可能有一半以上的服务器正在遭遇暴力破解攻击。

虽然该病毒目前只有RDP爆破的功能，但不能确保该病毒后续的更新会

不会增加挖矿及勒索功能，所以，还是应该尽快给你的主机修改密码，避免

被GoldBrute所感染。

内容转至：FreeBuf

原文链接：https://www.freebuf.com/news/205631.html

GoldBrute 僵尸网络横空出世， 
百万台 RDP 服务器瑟瑟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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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Weblogic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2725）补丁绕过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6月 15 日

综述

近日，绿盟科技安全团队发现

针对Oracle◆Weblogic的在野漏洞利

用，攻击特征与CVE-2019-2725类

似。此攻击可以绕过Oracle官方在4

月份发布的最新安全补丁。由于在处

理反序列化信息时没有合理进行过

滤，攻击者可以通过发送精心构造的

恶意HTTP请求来利用该漏洞，从而

获取服务器权限并在未授权情况下远

程执行任意代码。

预警通告级别：【蓝色】

受影响的版本

◆□ ◆Weblogic◆10.3.6.0

◆□ ◆Weblogic◆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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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Oracle官方还未发布针对此绕过的最新补丁，请随时关注Oracle官方

补丁动态。

绿盟科技入侵防护系统（IPS）已提供针对该漏洞绕过的防护，在以下链

接下载最新版本更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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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盟科技WEB应用防护系统（WAF）也将提供最新自定义规则对该漏洞

进行防护，在以下链接下载最新版本即可：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waf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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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 Linux 内核远程拒绝服务漏洞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6月 19 日

综述

近日，Red◆Hat官方发布了一份安全公告，公告中指出了Linux内核中存

在的多个基于TCP的远程拒绝服务漏洞。其中包括一个名为“SACK◆Panic”的

高危漏洞和其他两个中危漏洞。

参考链接：

https://access.redhat.com/security/vulnerabilities/tcpsack

漏洞概述

CVE-2019-11477 SACK Panic
CVE-2019-11477称为“SACK◆Panic”，是一个整型溢出漏洞，可由远程

攻击者向易受攻击的系统发送一系列TCP选择性确认（SACK）包触发，这可

能导致系统崩溃。成功利用此漏洞将导致受影响系统上的拒绝服务（DoS）。

◆受影响版本: 
◆□ Linux◆内核版本◆>=◆2.6.29◆

已修复漏洞的稳定内核版本: 
◆□ Linux◆内核版本4.4.182、4.9.182、4.14.127、4.19.52、5.1.11

解决方案：
可使用链接中检测脚本确定您的系统当前是否容易受到此漏洞的攻击

（https://access.redhat.com/security/vulnerabilities/tcpsack）

应用补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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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CH_net_1_4.patch解决了Linux内核版本大于或等于2.6.29中的漏洞

（https://github.com/Netflix/security-bulletins/blob/master/advisories/third-

party/2019-001/PATCH_net_1_4.patch）。

此外，Linux内核版本>=◆ 4.14需要第二个补丁PATCH_net_1a.patch

（https://github.com/Netflix/security-bulletins/blob/master/advisories/third-

party/2019-001/PATCH_net_1a.patch）。

或禁用SACK（/proc/sys/net/ipv4/tcp_sack设置为0）

更多缓解措施详见：https://github.com/Netflix/security-bulletins/blob/

master/advisories/third-party/2019-001.md

CVE-2019-11478 SACK Slowness 或过量资源消耗
CVE-2019-11478是一个过量的资源消耗漏洞，可以由远程攻击者向易受攻击

的系统发送一系列TCP选择性确认（SACK）包触发，从而导致TCP重传队列的碎

片化。此外，在4.15之前的Linux内核上，攻击者可能能够进一步利用分段队列，

为后续针对同一TCP连接接收的SACK导致昂贵的链表遍历，造成进一步碎片化，

由此被称为“SACK◆Slowness”。成功利用此漏洞将严重阻碍系统性能，并可能

导致DoS。

受影响版本: 
SACK◆Slowness◆影响版本小于◆4.15◆的Linux◆内核

过量资源消耗影响全版本Linux◆内核

已修复漏洞的稳定内核版本: 
Linux◆内核版本4.4.182、4.9.182、4.14.127、4.19.52、5.1.11

解决方案：
应用补丁程序◆PATCH_net_2_4.patch（https://github.com/Netflix/security-

bulletins/blob/master/advisories/third-party/2019-001/PATCH_net_2_4.

patch）。

或禁用SACK（/proc/sys/net/ipv4/tcp_sack设置为0）

更多缓解措施详见：https://github.com/Netflix/security-bulletins/blob/

master/advisories/third-party/2019-001.md

CVE-2019-11479 
CVE-2019-11479是一个超额资源消耗漏洞，可以在远程攻击者为TCP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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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较低的最大段大小（MSS）时触发，从而导致易受攻击的系统利用额外的带

宽和资源。利用此漏洞将导致受影响的系统以最大的资源消耗运行，影响系统

性能。

受影响版本: 
◆□ 影响全版本Linux◆内核

已修复漏洞的稳定内核版本: 
◆□ Linux◆内核版本4.4.182、4.9.182、4.14.127、4.19.52、5.1.11

解决方案：
应用补丁程序PATCH_net_3_4.patch（https://github.com/Netflix/security-

bulletins/blob/master/advisories/third-party/2019-001/PATCH_net_3_4.patch）

和PATCH_net_4_4.patch（https://github.com/Netflix/security-bulletins/blob/

master/advisories/third-party/2019-001/PATCH_net_4_4.patch）。

更多缓解措施详见：https://github.com/Netflix/security-bulletins/blob/

master/advisories/third-party/2019-001.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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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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Absolute 公司防盗追踪软件安全风险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5月 30 日

影响情况

目前包括联想、戴尔、苹果、微软、惠普、富士、东芝、松下、三星、华

硕、宏基等厂商部分便携式计算机、台式机、工作站均受影响。

解决方案

建议用户及时进行自查，并根据自身业务要求等进行合理处置，以下为参

考建议。

排查方法
用户进入BIOS◆Security菜单中查找是否存在“Anti-Theft”选项，若存在，则

进入后可发现存在Computrace软件。

处置建议
1.◆打开注册表，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

Control\Session◆Manager中将BootExecute键值备份后删除，阻止该程序继续自动

启动。

2.◆删除System32目录下的文件rpcnet.exe、rpcnetp.exe、rpcnet.dll、rpcnetp.

dll，并在任务管理器中结束相关进程。

3.◆在System32目录下分别新建以上四个文件，文件内容为空，并在每个文

件的安全属性中将所有用户/组设置为拒绝“完全控制”。

综述

近日，有研究人员发现其

计算机主板BIOS中预置了一款由

Absolute公司开发的防盗追踪软件

Computrace，在计算机启动后，操

作系统会静默安装该软件并向境外

传输不明数据。该软件还可从计算机

中远程获取用户文件，监控用户行为

以及在未授权情况下下载安装不明

程序。

该软件预置在多款型号的计算

机BIOS芯片中，Computrace软件提

供可用于远程控制的网络协议，无任

何加密措施或认证就可以被远程服务

器控制，该功能随开机启动，常驻用

户计算机，有较大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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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用户还可以通过修改host文件，拒绝访问部分域名。在C:\Windows\

System32\drivers\etc\hosts中加入以下信息并保存：

127.0.0.1◆◆◆◆◆◆◆search.namequery.com

127.0.0.1◆◆◆◆◆◆◆search.namequery.com

127.0.0.1◆◆◆◆◆◆◆search2.namequery.com

127.0.0.1◆◆◆◆◆◆◆search64.namequery.com

127.0.0.1◆◆◆◆◆◆◆search.us.namequery.com

127.0.0.1◆◆◆◆◆◆◆bh.namequery.com

127.0.0.1◆◆◆◆◆◆◆namequery.nettrace.co.za

127.0.0.1◆◆◆◆◆◆◆m229.absolute.com

同时在防火墙中设置阻止rpcnet.exe、rpcnetp.exe访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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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及损

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绿盟科技拥

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

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任意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

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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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

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

的后果及损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此承担任何责

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

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任意

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受影响的版本

◆□ Exim◆Version◆>=◆4.87◆

◆□ Exim◆Version◆<=◆4.91

解决方案

Exim官方已在4.92版本中修复了该漏洞，请受影响的用户尽快采取措施

进行防护。

参考链接：

https://access.redhat.com/security/cve/cve-2019-10149

http://www.exim.org/

Exim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10149）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6月 5日

综述

近日，Linux的邮件传输代理

Exim被曝出存在一个远程代码执行漏

洞（CVE-2019-10149），该漏洞是由

/src/deliver.c◆中deliver_message()函

数里对收件人地址的不正确验证造成

[1]。

CVSS:3.0◆Base◆9.0

AV:N/AC:H/PR:N/UI:N/S:C/C:H/

I:H/A:H

Exim◆在◆2017◆年就被报道过存

在远程代码执行漏洞（CVE-2017-

16943）和拒绝服务（CVE-2017-

16944）漏洞[2]，去年还公布了一个

缓冲区溢出漏洞（CVE-2018-6789）

[3]。

参考链接：

[1]◆http://www.exim.org/static/

doc/security/CVE-2019-10149.txt

[2]◆http://blog.nsfocus.net/cve-

2017-16944/

[3]◆ http://blog.nsfocus.net/

exim-cve-2018-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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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Link Wi-Fi 扩展器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7406）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6月 19 日

综述

近日，来自◆IBM◆X-Force的安全专家在TP-Link◆Wi-Fi扩展器中发现远程代

码执行漏洞（CVE-2019-7406）。该漏洞可能被未经身份验证的远程攻击者利

用，通过发送一个格式错误的HTTP请求被触发，从而允许攻击者在目标Wi-Fi

扩展器上执行任意shell命令。攻击不需要权限升级，因为易受攻击设备上的

所有进程都是以root权限运行。

该漏洞影响的TP-Link◆Wi-Fi扩展器型号有RE365，RE650，RE350和

RE500。

参考链接：

https://securityaffairs.co/wordpress/87263/iot/zero-day-tp-link-wi-fi-

extenders.html

受影响型号及版本

◆□ TP-Link◆Wi-Fi◆extenders◆RE365(EU)_V1_190528◆之前版本

◆□ TP-Link◆Wi-Fi◆extenders◆RE650(EU)_V1_190521◆之前版本

◆□ TP-Link◆Wi-Fi◆extenders◆RE350(EU)_V1_190516◆之前版本

◆□ TP-Link◆Wi-Fi◆extenders◆RE500(EU)_V1_190521之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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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影响型号及版本

◆□ TP-Link◆Wi-Fi◆extenders◆RE365(EU)_V1_190528

◆□ TP-Link◆Wi-Fi◆extenders◆RE650(EU)_V1_190521

◆□ TP-Link◆Wi-Fi◆extenders◆RE350(EU)_V1_190516

◆□ TP-Link◆Wi-Fi◆extenders◆RE500(EU)_V1_190521

解决方案

TP-Link官方已经发布了固件更新来修复这个漏洞，且已为每个受影响型

号的Wi-Fi扩展器发布了单独的更新，请受影响的用户尽快更新进行防护。

各型号固件更新链接：

https://www.tp-link.com/en/support/download/re365/#Firmware◆

https://www.tp-link.com/en/support/download/re650/#Firmware◆

https://www.tp-link.com/pl/support/download/re350/#Firmware

https://www.tp-link.com/en/support/download/re500/#Fir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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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
动态
产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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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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20597

新增规则

1.◆攻击 [24512]:Koha◆Library◆Software◆18.1106000◆重定向攻击

2.◆攻击 [24513]:Windows◆MS17-010 系列漏洞扫描攻击

3.◆攻击 [24514]:IBM◆Websphere◆Application◆Server 反序列化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4279)

4.◆攻击 [10494]:Advantech◆WebAccess 节点 webvrpcs◆uninstallwa 拒绝服务漏洞（CVE-2019-6554）

5.◆攻击 [24509]:LAquis◆SCADA◆Web◆Server◆relatorioindividual◆TAG 参数代码注入漏洞

6.◆◆攻击 [24511]:Zoho◆ManageEngine◆Applications◆Manager◆FaultTemplateOptions.jsp◆resourceid◆SQL

注入漏洞（CVE-2019-11469）

7.◆攻击 [24508]:Apache◆Axis◆1.4◆远程代码执行 (CVE-2019-0227)

8.◆攻击 [24504]: 基于 URI 的 SQL 注入

9.◆攻击 [24505]:Apache◆Axis◆1.4◆远程代码执行 (CVE-2019-0227)

10.◆攻击 [24506]:Coremail 论客邮件系统信息泄露漏洞

11.◆攻击 [41697]: 冰蝎加密 ASP◆Webshell 文件上传

12.◆攻击 [41698]: 冰蝎加密◆ASPX◆Webshell 文件上传

13.◆攻击 [41699]: 冰蝎加密 JSP◆Webshell 文件上传

14.◆攻击 [24507]:http 请求 uri/referer 字段目录遍历

15.◆攻击 [49034]: 恶意挖矿病毒 Xmrig◆DNS 请求连接

16.◆攻击 [24503]:Ecshop◆2.x/3.x◆SQL 注入 / 任意代码执行漏洞

17.◆攻击 [24502]: 反射型 XSS 注入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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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入侵防御 /
检测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5.6.10.20597

修改更新规则：

1.◆攻击 [24365]:ThinkPHP◆5.x 远程命令执行漏洞

2.◆攻击 [22696]:Netgear◆DGN1000B◆setup.cgi◆远程命令注入漏洞

3.◆攻击 [68655]: 可疑Webshell 后门访问控制

4.◆攻击 [50519]: 远程控制工具NetWire 连接

5.◆攻击 [23991]:Fastjson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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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攻击 [30709]: 施耐德派尔高 Sarix◆Pro 网络摄像头信息泄露漏洞

8.◆攻击 [24465]:confluence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3396)

9.◆攻击 [41489]: 后门程序 Doublepulsar 通信

10.◆攻击 [41529]: 木马后门程序熊宝宝远控网络通信

11.◆攻击 [24098]:Apache◆Struts2◆REST 插件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S2-052)

12.◆攻击 [24298]:Struts2 远程命令执行漏洞 (CVE-2018-11776)(S2-057)

13.◆攻击 [30722]:Coremail◆配置信息泄漏漏洞

14.◆攻击 [23589]:Mongodb 未授权访问漏洞

15.◆攻击 [24098]:Apache◆Struts2◆REST 插件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S2-052)

16.◆攻击 [23597]:Redis 未授权访问远程获得服务器权限漏洞

17.◆攻击 [50563]:Elasticsearch 服务敏感路径访问

18.◆攻击 [68654]: 可疑Webshell 脚本文件上传行为

19.◆攻击 [68655]: 可疑Webshell 后门访问控制

20.◆攻击 [24236]:Asterisk◆越界写漏洞

21.◆攻击 [24154]:Intel◆Active◆Management◆Technology 远程权限提升漏洞

22.◆攻击 [22532]:WordPress◆plugin◆Foxypress◆uploadify.php 任意代码执行漏洞

23.◆◆攻击 [23705]:WordPress◆Foxypress 插件 uploadify.php◆任意文件上传漏洞

24.◆攻击 [24365]:ThinkPHP◆5.x 远程命令执行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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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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0.41634

新增规则 :

1.◆服务器 / 插件漏洞防护

7004891◆Zhiyuan_OA_ReportServer 防护致远OA相关漏洞

27004892◆FCKeditor_Vuln_Scan 防护 FCKeditor 漏洞扫描

27004893◆Zhiyuan_OA_Servlet 防护致远OA相关漏洞

27526167◆Apache_Axis_StockQuote_RCE 防护 Apache◆Axis 远程命令执行漏洞

27526168◆Apache_Axis_Service_RCE 防护 Apache◆Axis 远程命令执行漏洞

27004889◆Coremail_Config_Disclosure 防护 Coremail 配置信息和接口泄露漏洞

27004890◆Ecshop_SQL_Inject 防护 Echshop 相关漏洞

27004888◆Python_PIL_RCE◆防护 Python◆PIL 模块在对 eps 图片进行处理造成命令执行漏洞

2.◆Web 通用防护

19136554◆short_script_xss 防护跨站脚本攻击

18622201◆hide_file_scan 防护敏感文件扫描

18622202◆backup_file_scan 防护敏感文件扫描

18622203◆config_file_scan 防护敏感文件扫描

18622204◆log_file_scan 防护敏感文件扫描

18622205◆database_file_scan 防护敏感文件扫描

18622206◆login_path_scan 防护敏感文件扫描

18622207◆phpmyadmin_path_scan 防护敏感文件扫描

18612370◆sql_header_inject 防护 SQL 注入防护

18612242◆weak_file_scan 防护敏感文件泄露

18612241◆linux_proc_path_cross 防护 Linux 下 proc 目录的访问

19136553◆para_value_event 防护 XSS 漏洞

8912964◆HighShell_shell_request 防护 HighShell

8912965◆HighShell_shell_response 防护 High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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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6.0.7.0.41634

修改规则 :

1.◆Web 通用防护

25612334◆linux◆command◆inject 优化命令注入防护规则

25612335◆windows◆command◆inject 优化命令注入防护规则

18612238◆single_path_escape 优化路径穿越防护规则

18612242◆double_path_escape 优化路径穿越防护规则

27004841◆Joomla_RCE 优化 Joomla 漏洞防护规则

27004852◆fastjson_remote_code_exec 优化 fastjson 防护规则

27004843◆imagemagick_remote_code_exec 优化 imagemagick 漏洞防护规则

27004872◆thinkphp5.x_controller_name_rce 优化 thinkphp 防护规则

27004878◆Kindeditor_Remote_File_Upload 优化 Kindeditor 防护规则

27004890◆Ecshop_SQL_Inject 优化 Echshop 相关漏洞防护规则

27004889◆Coremail_Config_Disclosure 优化 Coremail 配置信息和接口泄露漏洞防护规则

27526166◆WebLogic_Async_Remote_Code_Excute 优化Weblogic 防护规则

27004872◆thinkphp5.x_controller_name_rce 优化 thinkphp 漏洞防护规则

25612336◆PHP◆Shell◆inject 优化命令注入防护规则

25612334◆linux◆command◆inject 优化命令注入防护规则

18612236◆password_access 优化路径穿越防护规则

27526166◆WebLogic_Async_Remote_Code_Excute 优化Weblogic 防护规则

优化非法上传规则，添加冰蝎webshell 特征

18612242◆weak_file_scan◆优化规则

25612341◆bypass_command_inject◆优化规则

27004872◆thinkphp5.x_controller_name_rce◆优化规则

27526160◆JBOSS_InvokerServlet_Deserialization◆优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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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由新疆金融工会主办，自治区总工会、新疆银保监局协办的2019

年新疆金融业网络安全风险防控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成功举办。绿盟科技为赛事

全程提供技术支持与知识培训，助力竞赛圆满收官。

本次竞赛旨在在金融行业弘扬工匠精神，以赛促学、突出实战，发现和培养

行业信息科技风险防控人才，提升金融机构网络和信息安全团队合作意识，共同

打造金融机构网络安全运行环境，推动金融业稳健发展。

新疆金融工会领导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要把此次网络安全风险防控技能竞

赛办成一次提升技能、强化协作、培养人才、共创新疆金融系统网络安全环境的

高水平竞技赛。

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总经理王俊表示，网络安全风险防控竞赛是一个很好的

锻炼队伍、检验人员攻防水平、展示安全技能的方式，绿盟科技很荣幸为本次竞

赛提供技术支持，为新疆金融系统网络安全环境的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贡献一己

之力。

绿盟科技助力新疆金融业网络安全风险 
防控技能竞赛完美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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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竞赛自2019年5月启动，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线上学习培训和各金融机构

择优推荐，最终迎来来自38家金融机构的17个团队、80名选手进入决赛环节。决

赛采用个人赛与团队赛结合的形式，经过一天紧张激烈的角逐，分别决出个人赛

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推荐申报新疆金融五一劳动奖章1名，开发

建设新疆奖1名；团队赛一、二、三等奖团队各1支，优秀组织奖14支。

绿盟科技作为本次竞赛技术支持单位，提供个人赛和网络混战竞赛平台，并

从技术保障、流程把控、赛事题库和赛前培训等多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撑。竞赛

内容涉及金融行业监管要求考察、Web渗透、二进制漏洞挖掘利用、密码分析、

取证分析、逆向分析、安全编程等网络安全技术；为培养金融业网络安全人才，

提升金融业信息技术风险防控能力，促进金融行业网络安全技术发展起到了积极

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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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总工会领导在对本次赛事的点评中表示，此次赛事的成功举办，在大

力弘扬金融业工匠精神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金融业网络安全人才队伍培养和

建设，营造出金融业和谐稳定的网络环境，是一次很有意义、卓有成效的劳动技

能比赛。

未来，绿盟科技将继续以巨人背后的安全专家为宗旨，加强网络空间安全人

才培养，提升网络安全技术人员的实战水平，深化网络安全新技术的应用，提供

专业的网络安全服务，为金融行业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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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小型企业安全通用场景下的等级保护建设，绿盟科技重磅推出“等

保一体机”，协助用户快速、高效、便捷实现安全建设。作为绿盟科技等级保护

2.0系列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等保一体机的核心理念是轻量级、便捷化实现安全

建设。

产品全景

等保一体机是绿盟科技推出的一款安全能力多样化、高效运维与统一管理

的新产品。它采用通用性硬件平台，基于轻量级NFV架构，可弹性扩展和快速交

付，协助用户在满足等保合规之外，构建一个坚实的持续性安全生态圈。

正式发布 | 绿盟科技等保一体机



安全月刊  /  2019.764

产品动态

应用场景

绿盟科技等保一体机秉承“轻量级、简单化”的设计理念，以“防御”、

“监测”、“响应”、“评估”为核心，实现安全持续闭环。产品从用户实际业

务场景出发，对安全能力进行模板化设置，达到产品集中化、能力独立化，充分

落实安全建设的一体化和高效性。

产品价值

◆◆ 多样性安全能力◆构建持续安全生态

采用通用硬件平台，综合多种安全能力，以安全服务交付的形式，快速形成

安全能力模板，一站式完成安全能力建模。

◆◆ 软件定义安全◆弹性扩展与灵活加载

等保一体机以软件定义安全为基础，采用虚拟化技术，实现安全能力的灵活

加载与扩展，满足新的业务变化需求。

◆◆ 简化配置操作◆高效运维与安全响应

设计多维度配置向导，指引运维人员快速完成网络配置与安全策略配置，让

安全建设过程更加简单、高效。

◆◆ 统一管理和运营◆轻量部署快速建设

绿盟科技等保一体机采用一体化安全服务平台，安全能力集中管理与统一运

营。安全能力形态轻量级，易于部署，可快速完成安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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