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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环境下的网络安全观察》报告 - 上

一、执行摘要

未来的时代里，数字化和全球化将深入到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人人受

惠。基于IPv6的下一代互联网，将成为支撑前沿技术和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石。

2017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推进互联网

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1，为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以

及未来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该文指出到2020年末国内IPv6活跃用户要达

到5亿，2025年末中国IPv6规模要达到世界第一。

图1.1 《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

1　 http://www.gov.cn/zhengce/2017-11/26/content_5242389.htm

根据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2，截至2018年

12月，我国IPv6地址数量为41079

块/32，年增长率为75.3%。与此同

时，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

达 98.6%，较 2017 年底提升 1.1 个

百分点；网民使用电视上网的比例

达 31.1%，较 2017 年底提升 2.9 个

百分点；使用台式电脑上网的比例

为 48.0%，较 2017 年底下降 5 个百

分点。可以看出，传统计算机与互联

网的应用比例有所下降，移动生活的

普及、物联网的发展和工业4.0的推

进，都将对地址空间、服务质量以及

安全性等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未来

IPv6的大范围部署可以一定程度满足

上述需求。

IPv6的设计对安全性有一定的提

升，例如，取消了广播机制、集成了

虚拟专网（VPN）的功能和IPsec，然

而许多在IPv4中存在的网络安全问题

2　 http://www.cac.gov.cn/2019-

02/28/c_11241756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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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Pv6中同样存在，例如应用层协议或服务导致的漏洞无法消除，未实施双向

认证的情况下中间人攻击仍然存在，同时网络嗅探、设备仿冒和洪泛攻击等

也无法避免。因此，本团队对IPv6环境中的攻击告警进行抽样分析，下文将从

安全态势、热点攻击、行业/地域分布，以及“惯犯”等角度对IPv6用户面临

的威胁进行刻画。

绿盟科技金融安全月刊将分两期为您带来《IPv6环境下的网络安全观

察》，本期为您带来上篇。

二、IPv6攻击态势概览

2.1  热点态势
当前随着 IPv6 的普及，IPv6相关的攻击也呈现上升态势。第一起有记录

的 IPv6 DDoS 攻击事件发生在2018 年 3 月，此次攻击涉及了 1900 个 IPv6 地

址1。此后在IPv6环境下利用漏洞的攻击行为也被陆续捕获到。

通过对捕获到的相关数据分析得知，目前大部分 IPv6环境下的攻击所使

用的漏洞都是应用层漏洞，与 IPv4 攻击的目标相同，暂时还未发现针对 IPv6 

自身协议漏洞的攻击。我们通过对 IPv4 环境下的远程漏洞研究发现，大多数

漏洞都存在于传输层和应用层，与网络层协议无关。因此攻击者几乎没有付

出代价就可以轻易地转换战场，直接使用 IPv4 环境下的攻击载荷在 IPv6 环境

下进行漏洞利用。

通过对 CVE 漏洞库中的漏洞进行研究发现，按CVE标号计算截至2019年

IPv6相关协议族的漏洞共389个，整体占比很低。这些漏洞主要分布在 Linux 

内核、 Linux 发行版本系统、Windows 等系统，tcpdump、Wireshark 等应用

程序和 Juniper、Cisco、Huawei路由器等硬件产品。Linux 中出现的漏洞主要

集中在 IPv6 的实现上，出现频次比较高的模块是 IPv6 的分片模块；Cisco 上

的漏洞主要在 Cisco IOS 上。从漏洞涉及模块来看，IPv6 snooping 模块上出

现的问题比较多，Tcpdump 在 4.9.2 前版本中的 IPv6 routing header parser 模

块以及 IPv6 mobility parser模块中也连续爆出了一系列漏洞。

按年份来看IPv6相关漏洞数如下：

1　 https://www.scmagazineuk.com/first-true-native-IPv6-ddos-attack-spotted-wild/

article/1473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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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近年IPv6相关漏洞数量

其中CVSS小于3的低危漏洞占2.6%，3-7的中危漏洞占47.0%，7以上的高

危漏洞占50.4%：

图2.2 IPv6相关漏洞的危害占比情况

2.2  重要观点
观点一：2010年后，IPv6 相关漏洞总体呈现攀升趋势，高危漏洞占比较

高，值得持续关注。

观点二：在IPv6环境中，目前观测到的主要攻击来自于对传输层和应用

层漏洞的利用， 传统IPv4环境中的安全威胁近期需要关注，IPv6自身漏洞造成

的攻击利用建议长期持续关注。

观点三：当前IPv6网络环境中，安全威胁主要集中在僵木蠕相关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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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面向Web服务和Web框架类的攻击，需要进行针对性防御。

观点四：运营商、教育机构、事业单位和政府的IPv6应用较为广泛，遭

受到的攻击也最多，相关机构需要加强防护。

三、IPv6攻击中的热点类型

据2019年上半年的观察，在IPv6环境下共出现186种不同的攻击告警信

息。图 3.1 中列出的是告警数量TOP 10的攻击类型。

图3.1  IPv6攻击中的TOP 10告警类型

从日志信息看出，IPv6环境中的攻击大量针对的是网络层之上，例如传

输层和应用层的漏洞。黑客利用的都是一些互联网中比较流行的攻击手段，

例如拒绝服务、Webshell攻击和僵尸网络通信，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僵木蠕

相关攻击。针对图 3.1 中的僵木蠕攻击，将攻击内容与IPv4的攻击对比分析

后，发现在IPv6和IPv4网络环境中，僵尸网络通信采用的方式基本相同，比

如对于“挖矿蠕虫WannaMine连接DNS服务器通信”，都是对域名“iron.

tenchier.com”发起链接请求。这说明在IPv6的快速发展同时，传输层和应用

层防护方案依然不容忽视。

四、IPv6攻击中的行业分布

为了能够更加清楚的认识IPv6在国内部署、使用的情况，我们从不同行

业来观察IPv6的情况。图 4.1 中表示了在不同行业中监控到的单位个数。其中

的企业部分，包括了国有企业和大型私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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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IPv6攻击中的行业分布

从整体的IPv6告警分布看，排名前四为运营商、教育机构、事业单位和政

府，其中运营商占据告警总量最大占46%，教育行业占41%，事业单位占6%，政

府占据3%，其他行业应用IPv6只占据很小的一部分。

在2018年国家推出《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

后，就一直由政府主导，推动IPv6的部署与监管，那么国家单位，事业单位，政

府部门在快速推进IPv6应用的同时也更容易遭受IPv6环境下的网络攻击；运营商

作为网络运营的基础实施和建设单位，支撑IPv6基础建设，成为攻击者的重点目

标之一；而对于教育行业来说，尤其是各大院校，IPv6的建设走在全国各行业前

列，也更容易成为攻击者的重点目标。

五、IPv6攻击中的地
域分布

据2019年上半年观察，在我国

多省都已经观测到使用IPv6地址进行

的攻击行为，涉及攻击类型167种，

覆盖20多个省份。数量分布如下图所

示（IPv4告警数据量进行了900：1的

比例收缩）： 图5.1  IPv6与IPv4地址各省受攻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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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有一些黑客和攻击组织开始使用IPv6进行攻击，未来有可能成为

大规模攻击的风险，当然数据也许与各地IPv6建设速度有关系。

（2）上图反映了各省市已经开始建设IPv6基础设施，并且均不同程度遭

受到安全攻击，打破了长期以来对IPv6安全的忽视，未来IPv6极可能需要尽快

建设安全检测与防御体系，减少危害。

在2019年上半年的告警数据中，针对来自于国外的攻击进行分析，具

体分布情况如图 5.2 所示，占据前四位的国家是瑞士（53.2%），罗马尼亚

（20%），美国（11.2%），马来西亚（7.2%），其他国家相对占比比较少，

占比3.2%。结合Akamai公司IPv6 采用情况可视化结果以及2017年度的IPv6报

告12，我们可以发现告警数量排名前四的国家在国内IPv6覆盖度上均在全球名

列前40，其中，美国排名第二（48%），马来西亚排名第6（39.3%），瑞士

排名第23（21.7%），罗马尼亚排名第37（13.1%），同时在国内IPv6流量占

比上美国（22%）和瑞士（21%）都在全球排名前五。可以看出，IPv6应用的

成熟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攻击者对IPv6的选择。

图5.2  IPv6攻击源位于国外的告警分布

下面我们将分为两个小节描述国内外攻击详情。

1　 https://www.akamai.com/cn/zh/resources/our-thinking/state-of-the-internet-

report/global-state-of-the-internet-connectivity-reports.jsp

2　 https://www.akamai.com/cn/zh/resources/our-thinking/state-of-the-internet-

report/state-of-the-internet-ipv6-adoption-visualization.jsp

上图的横坐标代表不同省份，

纵坐标代表告警数量。先从各省节点

对IPv6的监控情况看，广东、北京、

浙江等地，有大范围收到IPv6地址范

围的攻击。从之后的数据可以看出，

这几个地区的院校单位大量采用IPv6

地址。导致这些地区会有更多的IPv6

相关的告警数量。图 5.1 给出了2019

上半年IPv4与IPv6的告警数量对比概

览。由于IPv4告警数量很多，我们将

IPv4告警数量进行了900：1的比例收

缩后，再与IPv6的告警数量做对比。

图 5.1 看出，IPv6和IPv4环境中的告

警数量整体分布基本保持一致。IT建

设更好的四大经济强省，浙江、北

京，广东和江苏都位于前列。通过上

图分析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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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国内分析
接下来基于2019年上半年的网络安全观察，对国内IPv6攻击的影响面做进一

步的分析。从攻击目标行业分布来看，目的IP集中于运营商，高校及大型跨国企

业，分布如下图所示。

 

图5.3  国内目的地址分布

从上图看，目标位于运营商城域网的IPv6日志情况要明显多于其他的单位，

占日志量的54.4%，超过一半的比例。其次是一些高校和大型企业的日志信息。

从攻击目标波及的单位数量来看，高校是最多的，这也和各大高校较早推进IPv6

建设有关。针对这些高校收到的攻击进行分析，这些高校总共受到了54种不同的

攻击，其中Top10分布如下。从告警中可以看出，在IPv6环境下，攻击者针对高

校的攻击，往往是面向Web服务和数据库服务，企图获取服务器权限和进行远程

命令执行，危害高校的Web服务安全和数据安全。

图5.4  攻击目标为高校的Top10攻击事件



2019.8  /  安全月刊 11

研究报告

针对针对大型互联网厂商主要攻击事件监控结果，可以看出，情况与高

校类似，Web服务和数据库服务也是攻击的重点。

图5.5  10 攻击目标为互联网厂商攻击事件Top5

从攻击源分布的角度，我们对一些主要行业，高校和运营商，做了重点

分析。下图给出了一些高校中基于IPv6的告警情况，其横坐标表示的是不同高

校，纵坐标表示告警次数。

 

图5.6  攻击源位于高校的告警情况

下面以某学院为例,分析一下针对高校中采用的攻击手法

图5.7  某学院中的攻击源告警情况

从上图可以看出，该学院的告警主要源自于恶意程序与外部通信连接

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攻击源往往都是受感染主机。IPv6环境下的僵木蠕攻

击在现阶段还是主要集中于挖矿行为。比如门罗币挖矿主要通过“minex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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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和“minergate.com”等地址与服务器通信连接。而这些服务地址已经由

绿盟情报平台给出了其详细关联分析内容，如下：

 

图5.8   门罗币挖矿相关情报

从攻击动机来看，高校中产生的大量IPv6源地址，并非意图主动向外部发起

攻击，更多是属于受害者主动外连，真正危害的还是高校自身的安全。

针对攻击源地址位于三大运营商的情况，我们也做了相应的分析，分布如

下图所示。从节点监控结果来看，攻击事件主要集中于僵木蠕攻击、Web服务及

Web框架类攻击和基于暴力攻击等行为，经过分析，运营商的情况和高校基本相

同，不再赘述。攻击者已经开始针对运营商的IPv6基础设施发起攻击。运营商作

为网络建设的推动者，在IPv6建设中起到关键作用，运营商的安全建设更是需要

同步推进，基础通信设施和IDC基础设施的防护工作更要提高安全防护等级。

图5.9  攻击源位于运营商的告警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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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敏感数据泄露安全评估方法浅谈
金融事业部 姚兴

1. 概述

在古代，人们只要藏住自己的名字与八字、店铺只要收好独家的秘方，就

能保得“信息”安全；而随着电话、银行卡、邮箱等事物被不断的发明，人、企

业、乃至国家需要保管的信息数据越来越多、且越来越重要。也正是因为看中了

这些数据的价值，不法分子攻击网站、机构，并窃取其储存私密信息的事件愈发

频繁。

2018年国内疑似数据泄露事件：

 ◆ 5月 国内黑客成功入侵快递公司后台并盗近亿客户信息

 ◆ 6月 A站受黑客攻击 近千万条用户数据外泄

 ◆ 6月 圆通10亿条快递数据在暗网上兜售

 ◆ 8月 浙江省1000万学籍数据在暗网被售卖

 ◆ 8月 华住旗下酒店5亿条信息泄露

 ◆ 9月 顺丰疑似泄露3亿条物流数据

 ◆ 10月 国泰航空940万乘客敏感信息外泄。

 ◆ 12月 陌陌数据外泄

 ◆ 12月 “春节抢票”导致信息泄露

经历近年频发的各种信息安全事件，个人隐私、敏感用户信息、业务数据非

法买卖等不同程度的数据泄露事件再次给各金融机构敲响警钟，敏感数据安全已

危及到金融机构的生存发展。金融机构如何做好数据保护工作成为信息安全发展

道路上一个尖锐的话题。而如何对敏感数据进行安全评估工作，通过什么方法进

行安全评估？这些问题成为每个金融机构在安全评估中的重要思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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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生命周期

根据国际权威调研机构Gartner《关于2013-2020年间信息安全发展方向的

预测（Prevention Is Futile in 2020: Protect Information Via Pervasive Monitoring 

and Collective Intelligence）》中提到“2020年，我们需要向以信息为中心和以

人为中心的安全战略转变，再结合内部普遍监控和安全情报分享，才能确保企业

安全。”

2.1 向以信息为中心的安全战略转变（来自Gartner调研报告）

考虑典型的 IT 堆栈（参见上图）。2020 年，企业 IT 部门将不再掌控设备，

在使用基于云的服务时，它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控制最终用户使用的网络、服务

器、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2020 年，IT 部门可以真正直接控制的还剩下什么？答

案是信息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信息必须成为信息安全战略的焦点。

这是一种朝向信息安全的基础的回归，因为信息安全的目标始终是保护信息

的机密性、完整性、真实性、可用性和实用性，以及保护对信息的访问。对于许

多企业来说，对设备、应用程序和服务器的控制和加锁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为了实现保护信息的目标，我们利用设备所有权，通过加锁和控制来保护信息。

但是，这会把加锁、所有权和控制等同于信息安全，将手段与最终目标混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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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所有权和严格控制代表着信任。在未来，当 IT 部门越来越无法掌控或控制技

术的使用或发送时，人们就需要使用新的信任模型。信息安全战略需要从自下而

上的设备和以网络为中心的战略，转变为自上而下的以信息为中心的战略，且该

战略注重信息本身（参见下图）。

2.2  信息生命周期
信息生命周期是指信息数据存在一个从产生，到被使用、维护、存档，直至

删除的一个生命周期。

一般说来， 从管理的角度而言，信息数据的生命周期分为五个阶段。

 ◆ 产生

 ◆ 传播

 ◆ 使用

 ◆ 维护

 ◆ 归宿(存档或删除)

产生阶段指信息数据从无到有的起源。信息数据可以是企业内部的某一个

或某些人员创立的，也可以是从外部接受的， 还可以是信息系统本身运行所产生

的。例如，各种来往商业函件、计算机系统的输入输出、员工编写的各种报告、

报表、统计数据等。

传播阶段是指数据一旦产生后， 按照某种方式在企业内部或外部进行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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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到达最终用户手中的过程。

使用是指在信息到达最终用户手中后对数据进行的分析、统计和以其为基础

进行的商业、 政治和道德决策。

维护是指对信息的管理，这种管理包括存放、读取、传输、拷贝、备份等。

归宿是指对已经使用过的信息进行最终处理。这种最终处理可能是存档，例

如对各种法律法规要求存档的文件进行最后归档，也有可能是删除。对于使用过

且不再需要的信息可以进行此种处理。例如对个人Email邮件的处理。其中，存

档时间的长短依赖于该信息的法律价值、历史价值、情感价值、商业价值、军事

价值和政治价值。

这五个阶段的关系【如图】所示。

3. 基于信息生命周期的安全评估方法

根据信息生命周期理论，以数据（信息）为核心，充分考虑信息生命生命周

期的五个阶段，即产生、传播、使用、维护、归宿(存档或删除)的特征，对各阶

段所遭受的威胁进行建模，通过技术手段模拟相应威胁进行验证，从而更加充分

的验证技术漏洞、逻辑缺陷及管理缺失，全面评价系统的安全状况。

对于新建系统，除考虑基础数据保护措施外，我们偏重采用威胁建模的方式

分析数据泄露的风险可能性，以此来制定最佳的解决方案；对于现有系统，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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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偏重使用基于数据流程分析的数据泄露风险评估方法，以此来制定最佳的解决

方案。

基于以上两种情况，下图是对信息系统进行基于信息生命周期安全评估的一

般性实践思路。

从上图可知，大致可以分为数据分级分类、数据流图分析、数据使用分析、

数据维护分析，到最后数据归宿分析的数据安全评估方案。

3.1   数据分级分类
首先，需要对现有系统内数据信息进行分级分类，明确要保护的数据对象，

并非所有的数据都是要保护的。数据的分级分类可以结合自身业务从“数据价

值”和“敏感程度”两个角度思考。数据价值一般需要考虑业务关联性和业务收

益影响；敏感程度一般需要考虑内部保密要求和数据泄露对客户造成的影响。

数据分类分级的目标为调研系统承载的数据，区分普通数据和敏感数据，确

定敏感数据和敏感性级 。

敏感数据分级分类步骤：

 ◆ 收集相关管理制度，掌握系统管理措施；

 ◆  收集系统设计文档，掌握系统组成、组网结构、功能架构、数据模型等

资料；

 ◆ 通过访谈，掌握系统维护人员、使用人员的岗位、角色和职责等信息；

 ◆ 通过访谈，掌握系统承载的数据类型、价值和机密程度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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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价值判断依据

 ◆ 根据敏感性分级定义，将敏感数据分级分类。

敏感数据分级原则

保密要求 具体要求

高 严格受限、机密信息、限制级

低 内部信息、秘密、授权级

无 对机密性无要求，赋值为公开

敏感数据分级分类结果为对系统承载的所有数据类型有清晰的了解，并对其

中的敏感数据进行区分和敏感性分级，系统需要保护的敏感数据详细内容得到了

明确。

数据安全级别

数据保护应针对安全级别为1、2、3级的数据进行保护和安全监控。

对于金融机构，以下信息是重点需要关注的敏感信息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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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一类主题 二类主题

1 个人身份信息

个人基本资料

个人证件信息

个人教育工作信息

2 个人财务信息

个人财产信息

个人账户信息

个人信用信息

个人金融交易信息

3 网络身份认证信息
个人身份标识信息

身份鉴别信息

4 其他个人信息

用户画像相关信息

违法犯罪信息

其他个人信息

5 企业基本信息

注册信息

银行账户信息

企业征信信息

6 企业经营信息

企业财务信息

企业投资信息

企业融资信息

7 其他企业信息
违法犯罪信息

其他企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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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流图分析
其次，需要进行数据流图的梳理，明确在现有系统内外，数据产生到最终销

毁的全过程中，数据操作的交互活动和数据的存在状态。数据操作的交互活动一

般会包括创建、读取、修改和删除；数据的存在状态一般会包括使用、传输和存

储。通过分析数据生命周期的各流程数据操作交互活动和数据存在状态，能够更

准确的识别数据的每个细节。

数据信息的一般性生命周期

根据上述数据的生命周期方法，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涉敏业务的数据流向及

业务流向，其目的为通过梳理业务流和数据流，识别分析出敏感数据在生命周期

各过程的存在形式，以及明确可接触到这些敏感数据的人员。

业务梳理步骤：

 ◆  标识资源，找出需要保护的资源，例如：用户信息，交易信息，审计日

志等。

 ◆  调研业务过程，确定敏感数据的生成、获取、分析、处理、存储、搜

索、消亡等各过程的状态。

 ◆  调研业务过程，确定敏感信息生命周期相关数据操作和维护人员，明确

其岗位和职责。

 ◆  通过设备对流量镜像进行分析及人工调研确认的方法，梳理出相关业务

系统中敏感数据的流量流向图，进而为防护方案提供相应依据

 ◆ 分析体系结构

确定应用程序功能
确定应用程序做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利用和访问资源的。记录用例，帮助您和

其他人理解应该如何使用应用程序。这还有助于您推断出误用应用程序的情况。

用例在一定的环境中实现应用程序的功能。

确定体系结构示意图
体系结构示意图说明了应用程序、子系统以及物理部署特点的组成和结构。

根据系统的复杂性，您可能需要创建重点处理不同区域的其他示意图，如模拟中

间层应用程序服务器体系结构的示意图，或模拟与外部系统进行交互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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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体系结构示意图示例

确定技术
明确应用程序中使用了哪些技术，这将有助于关注技术特有的威胁，并使用

恰当的方法消减威胁。

相关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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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数据流图的举例：

3.3 数据使用分析
结合数据使用过程（分析、统计和以其为基础进行的商业、 政治和道德决

策）的分析，通过受攻击面分析（Attack surface Analysis）和威胁建模（Threat 

Modeling）两个主要手段，对业务的进行数据流层的呈现和分析，利用STRIDE模

型将数据流以及其要素转化成威胁在应用系统的立足点。

 ◆ 受攻击面分析

受攻击面是指应用软件任何可被人或其他程序访问的部分。而针对其进行分

析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应用和数据暴露在不可信用户面前的数量。受攻击面将会定

位各类数据的进入点，如网络输入/输出，文件输入/输出等，同时更进一步针对

进入点的数据类型、信道和协议、访问方法和权限进行尽可能完备的分析，为后

续的威胁建模奠定基础。以下是典型的受攻击面分析对象：

•  文件格式：如TXT、PDF、JPG等

•  协议：如HTTP、telnet、ssh等

•   方法和动作：增删改查，如针对HTTP，如GET,、POST、PUT、HEAD、 

OPTIONS、 TRACE等；

 ◆ 威胁建模

威胁建模的核心是根据业务功能确定和了解各项业务功能的风险，详细了解

每个业务功能实现背后的威胁和可能的攻击，推进开发团队业务实现的基础上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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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安全功能，使风险管理的决策更加与业务过程相协调。

威胁建模是基于STRIDE威胁模型进行威胁分析的结构化方法，与传统针对

资产的风险评估不同的是，威胁建模不仅可以对已上线系统进行威胁评估，同时

更适用于处于设计阶段的软件与系统。而相对渗透测试式的威胁呈现方式，威

胁建模在参与人员广泛度、完备性和成本控制上更具优势，三者的比较可参见

下表：

威胁分析方式优劣势分析

威胁分析
方式 核心思想 优势 / 劣势

风险评估
以资产为核心，考虑攻击者可能
危及这些资产安全的方式

不适用于软件或者系统的需求和设
计阶段，导致改进成本大幅提升，
甚至难以操作

渗透测试
以攻击者为核心，通过对攻击者
能力的了解推演出对他们可能的
攻击方式

以点代面的分析方式，对安全状态
的改进效果有限

威胁建模
以结构化建模的方式，从组件的
环境和功能出发，定位攻击者的
立足点

基于设计的分析方法，对威胁进行
全面、成本可控的分析

STRIDE威胁模型如下：

安全要素 威胁 定义

认证 身份假冒
伪装成某对象或某人

Authentication Spoofing

完整 篡改
未经授权修改数据或者代码

Integrity Tampering

抗抵赖 抵赖 拒绝执行他人无法证实也无法反对
的行为而产生抵赖Non-repudiation Repudiation

机密 信息泄露
将信息暴露给未授权用户

Confidentiali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可用 拒绝服务
拒绝或降低有效用户的服务级别

Availability Denial of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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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要素 威胁 定义

授权 特权提升
通过非授权方式获得更高权限

Authorization Elevation of Privilege

业务在威胁建模过程中数据流图（DFD）呈现

通过数据流图的元素识别STRIDE威胁：

3.4 数据维护分析
基于数据维护的方法，结合维护（包括存放、读取、传输、拷贝、备份等）

进行威胁验证及威胁削减，进而形成相应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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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威胁验证

根据对数据维护进行分析，结合威胁分析，对现有控制点进行测试，其中测

试包括技术测试及安全管理调研。

数据流元素 威胁 控制项 控制点

用户

身份假冒 Spoofing 认证 Authentication

口令管理

帐号管理

敏感信息访问管理

抵赖 Repudiation 抗抵赖 Non-repudiation 审计

信息泄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机密 Confidentiality 保密协议

系统应用平台 
（处理过程）

身份假冒 Spoofing 认证 Authentication 帐号管理

篡改 Tampering 完整性 Integrity 校验

抵赖 Repudiation 抗抵赖 Non-repudiation 敏感信息操作审计

信息泄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机密 Confidentiality 敏感数据防护

权限提升 Elevation of Privilege 授权 Authorization 权限最小分配

数据存储

篡改 Tampering 完整 Integrity hash 机制

抵赖 Repudiation 抗抵赖 Non-repudiation 水印

信息泄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机密 Confidentiality
测试数据管理

敏感数据防护

数据流（边界）

篡改 Tampering 完整 Integrity 防嗅探

信息泄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机密 Confidentiality 敏感数据防护

权限提升 Elevation of Privilege 授权 Authorization

安全域管理

开发测试环境管理

访问控制策略管理

接口管理规范

 ◆ 威胁削减

决定如何减轻你已经标识出的威胁。首先根据STRIDE威胁类型确定控制措

施，对于每一种消减机制，我们采用一个或多个具体的技术来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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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消减技术如下：

威胁类型 消减机制 控制措施

假冒 认证 身份认证

篡改 完整性 哈希校验、访问控制

否认 非否认性服务 数字签名、安全审计

信息泄漏 保密性 数据加密、访问控制

拒绝服务 可用性 资源配额、访问控制

特权提升 特权 授权

3.5 数据归宿分析
最后，根据数据归宿分析及对前4步的分析结果，对可接受和转移的风险，

可以不采更多的数据保护措施；而对于需要规避和减低的风险，则要更加重视，

提出详细的解决方案，指导数据保护建设工作。同时，在数据保护建设长期工作

中，还要进行定期的类似评估，使得这项工作不断的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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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网站安全威胁及防护措施
金融事业部 杨毅

随着企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信息网络技术应用的日益普及，网络安全问题

已经会成为影响网络效能的重要问题。网站作为企业面向互联网用户提供各类业

务信息及企业宣传的窗口，已经成为企业信息系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网

站遭到黑客攻击，发布的重要信息被篡改，会严重影响企业的业务开展和企业形

象，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及声誉影响。因此，如何使企业网站不受黑客和病毒的

入侵，如何保障企业网站核心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可靠性，成为企业信息系统建

设中所必须考虑的重要事情之一。

1、网站的安全威胁

从近年来，攻击者针对网站Web应用的攻击行为来看，影响网站Web应用的

安全因素有很多，目前较为常见的Web应用安全威胁主要有以下几种：

 ◆ DDoS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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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漏洞利用

由于网站应用开发的不规范性及开发者水平所限，任何网站应用都会存在漏

洞。攻击者利用Web应用存在的漏洞缺陷，避开网站系统的身份验证，并将恶意

程序传递给执行服务终端，使服务器执行错误命令，或诱导用户对上传的文件进

行浏览与下载，导致Web网页篡改、挂马，甚至网站后台服务及数据库被控制，

造成敏感数据泄露或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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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QL注入

SQL注入漏洞攻击是OWASP TOP10中发生频率非常高的漏洞利用攻击，

该攻击主要是指攻击者在 Web表单递交查询字符串或者页面请求查询字符串

或者输入域名查询字符串中插入SQL命令，以欺骗应用服务器的方式进行恶意

SQL命令执行，给网站应用造成敏感数据泄露，数据库数据丢失或托库等严重

影响。

 ◆ XSS-跨站脚本攻击

XSS攻击也是OWASP TOP10中发生频率非常高的一种攻击行为。通常情

况下，攻击者利用web应用存在的XSS漏洞将恶意代码置入到其他用户所使用

的页面中，使用户在进行网页浏览时会点击到插入其中的连接，从而为攻击

者提供信息盗取契机。

 ◆ CSRF-跨站请求伪造攻击

CSRF攻击又被称之为“one-click attack”或者是“session riding”。攻

击者通过伪装收信人用户请求对网站进行恶意利用，使用户在已登录页面中

执行非自主意愿的操作。相对于跨站脚本攻击而言，其危险性更强，也更难

防范。

 ◆ 网页篡改与挂马

Web网页篡改挂马攻击通常是利用网站存在的漏洞，对网站应用后台进

行提权操作，然后对Web页面内容进行篡改或植入木马暗链。一旦木马程序

运行，将可能完全控制网站后台服务，从而获得敏感数据，甚至对网站进行

破坏，或利用已被控制的网站应用为跳板对其它网站，业务系统或服务器进

行攻击。

2、网站安全威胁的防护措施

面对诸多的网站安全威胁问题，加之当前国家对网络信息安全的高度

重视，使大部分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的管理人员意识到加强企业门户网站

及互联网业务系统安全的重要性。那么，该如何解决企业网站安全防护问题

呢？采取什么措施才适合网站安全防护建设需要呢？

针对企业网站安全威胁的攻击特征，基于企业对网站安全防护的保障需

要，网站安全防护措施应按照信息安全管理的事前、事中及事后全过程，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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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一体化的管理思想，将网站安全防护措施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事前分析预防

阶段、事中监测防护阶段，以及事后优化改善阶段。

 ◆ 事前分析预防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是针对待上线的网站Web应用，进行全面的安全评估，参照

OWASP TOP10对网站Web应用进行全面检测，可以使企业管理人员充分了解Web

应用存在的安全隐患，建立安全可靠的Web应用服务，改善并提升网站应用对抗

各类Web应用攻击的能力。安全评估的内容主要包括漏洞扫描、配置核查、渗透

测试、源代码审计等。

安全漏洞扫描。网站的风险漏洞是Web应用被攻击的根源。通过互联网远程

对网站进行漏洞扫描，即可获得网站漏洞态势，对漏洞进行生命周期管理，以便

后续做好漏洞闭环整改和处置工作。

安全配置核查。安全配置检查是对承载网站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应用的脆弱

性和安全配置错误等方面进行安全检查的有效手段。主机安全检查包括主机操作

系统和常见应用服务两大部分的检查。评估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的安全配置错误

等并不能通过安全扫描工具全面发现，因此有必要在评估工具扫描范围之外进行

安全配置的检查。

渗透测试。渗透测试是在获得用户授权后，通过模拟黑客使用的工具、攻击

思路对网站进行实际的漏洞发现和利用的安全测试方法。这种测试方法可以非常

有效的发现安全漏洞，尤其是与全面的代码审计相比，其使用的时间更短，也更

有效率。

源代码审计。源代码审计是对系统的源代码和软件架构的安全性、可靠性进

行全面的安全检查，目的在于充分挖掘当前代码中存在的安全缺陷以及规范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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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从而让开发人员了解其开发的应用系统可能会面临的威胁，并指导开发人员

正确修复程序缺陷。

 ◆ 事中监测防护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是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针对网站的各类攻击行为及异常

访问行为进行实时的监测和防护，对于发现攻击实时阻断，并通过告警通知企业

安全管理员，以便于快速处理安全事件。这一阶段的防护措施可以分为网络层安

全防护和应用层安全防护两个部分。

网络层安全防护
网络层安全防护主要是针对网站系统的DDoS攻击行为进行防护，利用部署

在企业互联网出口的抗DDoS攻击设备，实现针对网站系统的DDoS攻击的实时

检测、响应和阻断机制。抗DDoS攻击系统采用基于行为模式的异常检测，从背

景流量中识别攻击流量；提供针对海量DDoS攻击的防护能力；系统能够对SYN 

Flood、UDP Flood、UDP DNS Query Flood、(M)Stream Flood、ICMP Flood、

HTTP Get Flood以及连接耗尽这些常见的攻击行为能够有效识别，并通过集成的

机制实时对这些攻击流量进行阻断，从而有效保护网站系统的应用服务器。

应用层安全防护
针对的应用层安全防护，主要依赖Web应用防火墙、网页防篡改，以及7*24

小时的网站安全监测等措施来完成。

 ◆ Web应用防火墙

Web应用防火墙是应对网站不安全因素的重要防护措施，其实现针对网站系

统HTTP和HTTPS应用下各类安全威胁的有效检测和阻断，通过Web应用防火墙上

的策略配置实现网站系统的应用防护。Web应用防火墙需要对用户提交Web服务

器端以及Web服务器端向用户返回的双方向数据进行检查。对于用户提交服务器

端的数据，Web应用防火墙可以实时发现用户提交数据中的恶意脚本和问题代码/

命令，可以进行必要的内容过滤，充分保证了用户侧的安全，同时避免了服务器

端重要信息的泄露。

 ◆ 网页防篡改防护

网页防篡改系统提供了针对网站Web应用的事中防护以及事后补偿的网页

篡改防护综合解决方案。事中，对各种网页文件属性进行保护，防止网页篡改攻

击事件的发生，实时阻断篡改事件；事后，对网站Web页面提供补偿机制，确保

WEB网站不响应被篡改内容并实现文件自动恢复。

 ◆ 7*24小时网站安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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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7*24小时网站安全监测做到实时发现网站挂马、篡改、黑链、敏感

内容、页面异常变更等多方面Web页面的安全问题。在发现安全事件后还可

以通过短信、邮件、电话等多种方式第一时间向企业安全管理员告警。目前

绿盟科技的托管式网站安全监测服务，可以在无需安装任何硬件或软件的情

况下，提供7*24小时的网站安全监测服务，可以使企业整体掌握网站的风险

状况及安全趋势。

网站防护措施应该是前面提到的网络层防护和应用层防护措施的有效结

合，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事中网站安全防护解决方案，从不同维度保障企业

网站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 事后优化改善阶段

在网站安全防护的事后阶段，通过安全设备日志及告警信息，对攻击源

进行定位，分析攻击路径，找出引发攻击的网站脆弱点，有针对性的对网站

安全防护策略进行优化，改善安全防护措施，加固企业网站系统。

最后，针对网站安全防护措施的优化和完善提供以下建议：

1. 企业应定期对网站进行全面的安全评估，并且针对安全评估结果对网

站实施安全加固；

2. 建立和完善可落地的网站安全管理制度，规范企业网站的日常运维管

理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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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应急响应预案和流程，并定期进行应急演练，做到当

发生异常状况时能够及时有效的进行处置和恢复，避免网站业务中断给企业带来

损失。

4. 定期对相关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提高安全技术能力和实际

操作能力。

3、结语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和飞速发展，黑客技术也不断翻新，网站安全防

护变得越来越重要，只有采取有效的网站安全防护措施，才能够更好的防御黑客

的攻击，因此我们必须把网站安全防护措施的建立放在网络安全的首要位置。希

望通过本文对企业网站安全防护措施的介绍，可以协助企业形成一套完整的，闭

环的网站安全防护体系，为企业的网站安全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 黄小龙.Web网页安全策略的研究及其实现方案[J].科学技术创新,2019(02):94-95.
[2]  李 皓 . 让 黑 客 无 隙 可 乘 —— 企 业 级 We b 网 站 安 全 解 决 方 案 揭 秘 [ J ] . 计 算 机 与 网

络,2017,43(08):52-54.
[3] 秦乐阳.Web网站的安全问题及防护策略[J].电脑迷,2016(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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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银行第一资本遭黑客入侵： 
逾 1 亿用户信息泄露

美国银行第一资本金融公司在周一披露，一名黑客获取了逾1亿名顾客和潜

在顾客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和生日。第一资本称，公司在7

月19日确认了这次黑客入侵事件，目前这名黑客已经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在

宣布这一消息后，第一资本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下跌1%。

第一资本表示，大约有1亿美国用户和600万加拿大用户的个人信息受到了此

次事件的影响，但是黑客没有获取任何信用卡账号，超过99%的社会安全号码没

有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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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这些信息不大可能被黑客用于欺诈或者四处

传播。”第一资本在声明中称。

根据第一资本披露的信息，包括2005年至2019年初信用卡

申请者在内的基本个人信息被黑客访问，包括信用评分、支付

历史以及部分交易数据。大约14万个美国顾客的社会安全号码

以及8万个关联银行账号被获取。在加拿大，100万个社保账号

被黑客访问。

第一资本表示，将向受影响的个人通知这次入侵事件，并

提供免费的信用监控和身份保护服务。

原文转自： cnBeta

原文链接：http://hackernews.cc/archives/26714

工信部网站近期发布《工业和信息化

部关于电信服务质量的通告（2019年第2

号）》，多家个人信息保护检查发现问题

的互联网企业曝光，其中，小红书、猎豹浏

览器、饿了么、网易考拉、神州租车等多个

App及网站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个人信息

的问题。数据化快速发展带来的隐私泄露问

题也变得日益严峻，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网络安全法》进一步实施，《个人信息保护

法》已经列入立法规划，个人不应当在享受

科技发展便利的同时遭受人格权利的侵害。

金融监管机构从2007年《商业银行内部控制

指引》中商业银行应“承担为客户保密的责

任”到2018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

指引》中“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数据安

全策略与标准，依法合规采集、应用数据，

依法保护客户隐私，划分数据安全等级，明

确访问和拷贝等权限，监控访问和拷贝等行

为，完善数据安全技术，定期审计数据安

全。银行业金融机构采集、应用数据涉及到

个人信息的，应遵循国家个人信息保护法律

法规要求，符合与个人信息安全相关的国家

标准。”等相关指引的出台，个人信息保护

要求也向着更加精细化管理的方向发展。金

融机构应高度重视个人信息保护，从组织、

管理、技术三个层面切实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工作，做到	“进不来、找不到、拿不走、解

不开、看不懂、用不了”，有效保护个人信

息安全。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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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新型勒索病毒来袭， 
勒索提示信息使用德语！

GandCrab让做黑产的看到了巨大的利益，未来新型勒索病毒还会增加，

虽然总体数量可能会减少，但针对企业的勒索攻击会越来越多，流行的勒索

病毒家族会增多，使用技术手段也会不断变化，这些针对企业的勒索病毒背

后都会有一个像GandCrab黑产运营团队那样的团队，他们分工协作，在背后

操控运营着这些流行的勒索病毒，专门针对特定企业进行勒索攻击，然后从

中获取巨大的利润，这款勒索病毒未来可能会爆发，请各安全厂商密切关注

此勒索病毒的活跃情况，即时预警，国外独立恶意软件安全研究人员曝光此

勒索病毒的信息，如下所示：

近日国外某独立安全研究员(专

门从事恶意样本分析工作)，发现了

一款新型的勒索病毒，这款勒索病

毒使用了高强度代码混淆手段，会

修改桌面背景，这种手法与之前的

GandCrab和Sodinokibi两款勒索病毒

非常类似，这款勒索病毒的勒索提示

信息使用了德语，这种使用德语提示

信息的勒索病毒在之前发现的勒索病

毒家族中是比较少见的，之前报告我

就说过，GandCrab勒索病毒的故事

虽然结束了，但后面会有越来越多的

像GandCrab的黑产团伙出现，因为

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会有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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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转自：FreeBuf

原文链接：https://www.freebuf.com/articles/terminal/210316.html

截至2019年6月，勒索病毒的活跃度依旧高居不下，相对于刚进入大众

视野时的“蠕虫式”爆发，如今的勒索病毒攻击活动越发具有目标性、隐蔽

性，攻击者通常会破坏入侵过程留下的证据，使得溯源排查难以进行。勒索

变种也趋于“无特征化”，如使用随机后缀、勒索信息文件无明显特征等，

难以分辨其家族。

为了防范新型勒索病毒来袭。好的电脑使用习惯和安全软件十分重

要。最重要的，确保你的重要文件和数据有备份，这样新型勒索病毒就无法

威胁到你。

你还应该在你的系统中安装安全软件，并且安装的安全软件需要具备

行为检测能力来发现勒索软件，而不仅仅是签名检测或启发式检测。他们能

阻止大部分（但不是全部）的勒索软件加密系统上的文件。

最后，请确保你践行了下面的这些安全习惯，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最

好的防范措施：

备份！

不要打开陌生人发来的附件。

确保附件真的是你认识的人发送的。

使用类似VirusTotal的工具扫描收到的附件。

确保第一时间安装系统补丁和更新！同时确保所有机器上的软件特别

是Java,	Flash和Adobe	Reader是最新的。老版本的软件通常包含一些能被

恶意软件和漏洞工具包利用的漏洞。

确保你的系统中安装来具备行为检测能力或白名单机制的安全软件。

白名单的配置非常耗时耗力，但是它往往最有效。

使用复杂的密码，永远不要在多个地方使用同样的密码。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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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ckbot 银行木马下发 
Ryuk 勒索病毒企业损失惨重

近日，深信服安全团队捕获到一起利用Trickbot下发Ryuk勒索病毒的攻击事

件。Ryuk勒索病毒最早于2018年8月被安全研究人员披露，名称来源于死亡笔记

中的死神。该勒索病毒运营团伙最早通过远程桌面服务等方式针对大型企业进行

攻击。

Ryuk勒索病毒界面如下：

起初由于代码结构与Hermes勒索病毒十分相似，研究人员将Ryuk勒索事件

归因于朝鲜的APT组织Lazarus。随后，国外安全团队发现了针对已经被TrickBot

攻击的受害者的Ryuk勒索活动，由此关联出Ryuk勒索事件实为俄罗斯黑客组织

GRIM SPIDER所为。

虽然TrickBot被称为银行木马，但其银行业务能力仅仅是其众多能力之一。

它能够利用共享和MS17-010漏洞进行内网传播，并且与C2服务器通信以收集敏感

数据和接收命令。一旦攻击者利用其下发Ryuk勒索软件，所有受到感染的设备文

件都将被加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



安全月刊  /  2019.840

行业研究 安全事件

Trickbot银行木马进行了几次不同的迭代，本次攻击事件中深信服安全团队

捕获到的木马功能如下：

原文转自：FreeBuf

原文链接：https://www.freebuf.com/articles/system/208537.html

绿盟科技建议已经中勒索病毒的用户不要向黑客支付赎金，支付赎金

不能保证找回数据的同时会助长黑客团队犯罪行为，7月15日据《纽约时

报》报道，全美超过225位市长支持一项不向黑客支付赎金的决议。这项名

为“反对向勒索软件攻击犯罪者付款”	的决议指出，市长们应“团结一致

反对在发生IT安全漏洞时支付赎金”。

注意日常防护措施，服务器、终端不要存在弱口令，加强密码强度并

定期更换密码，尽量关闭RDP服务，关闭不需要的文件共享，定期对企业进

行一次全网安全检查和杀毒扫描等。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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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son-databind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12384)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7 月 23 日

综述

近日，有安全人员分析Jackson-databind的一个漏洞（CVE-2019-12384）后

发现，在满足特定条件时，攻击者可以通过发送恶意的请求包绕过黑名单限制，

从而在反序列化时在受影响的服务器上远程执行代码。

参考链接：

https://blog.doyensec.com/2019/07/22/jackson-gadgets.html

绿盟科技预警级别：【蓝色】

级别定义请参考后文绿盟科技安全预警定级说明部分

受影响的版本

 □ Jackson-databind 2.x <= 2.9.9

不受影响的版本

 □ Jackson-databind 2.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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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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方案：

官方已经在2.9.9.1版本中修复该漏洞，请用户尽快升级进行防护。

同时可以禁用enableDefaultTyping来暂时进行防护。

参考链接：

https://github.com/FasterXML/jackson-databind/releases

绿盟科技安全预警定级说明

级别 级别说明 技术分析结果 检测与防
护升级包

红色 影响范围极大，危害极高，利用难度低 12 小时 16 小时

橙色 影响范围较广，危害严重，利用难度较低 12 小时 16 小时

黄色 影响范围可控，危害程度可控，利用难度较高 12 小时 16 小时

蓝色 影响较小，危害程度较小，利用条件苛刻 - 周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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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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tjson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7 月 12 日

综述

近日，有安全人员发现Fastjson的多个版本补丁修复存在问题。攻击者

仍然可以通过发送精心制造的请求包， 在使用Fastjson的服务器上远程执行

代码。该问题影响Fastjson 1.2.47以及之前的版本，而且无需开启Autotype

选项。

受影响的版本

 □ Fastjson <= 1.2.47

不受影响的版本

 □ Fastjson > 1.2.47

建议用户升级到1.2.51版本或者最新版本1.2.58

解决方案：

Fastjson官方已经发布1.2.58版本修复了上述漏洞，请受影响的用户尽快

升级进行防护。

同时可以使用WAF等拦截JSON中

带有 “@type”等字样及各种编码形式

的请求。

参考链接：

https://github.com/alibaba/

fast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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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pal 访问绕过漏洞 
（CVE-2019-6342）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7 月 18 日

综述

当 地 时 间 7 月 1 7 日 ， D r u p a l 官 方 发 布 安 全 通 告 修 复 了 一 个 访 问 绕 过

漏洞（CVE-2019-6342）。在Drupal  8 .7 .4中，当启用实验性工作区模块

（experimental Workspaces module）时，将为攻击者创造访问绕过的条件。

Drupal官方将该漏洞定级为严重（Critical）。

官方通告链接：

https://www.drupal.org/sa-core-2019-008

绿盟科技预警级别：【蓝色】

级别定义请参考后文绿盟科技安全预警定级说明部分

受影响的版本

 □ Drupal Version == 8.7.4

不受影响的版本

 □ Drupal Version == 8.7.5

 □ Drupal Version <= 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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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rupal Version <= 8.6.x

 □ Drupal Version 7.x

解决方案

Drupal官方已在8.7.5版本中修复了该漏洞，请受影响的用户尽快升级进

行防护。

对于无法立即更新的情况，也可采用缓解措施，即禁用受影响站点上的

工作区模块。

注意，还需要进行一些手动操作。对于启用了工作区模块的站点，需要

运行update.php以确保清除所需的缓存。如果存在反向代理缓存或CDN，也

建议进行清除。

Drupal 8.7.5下载链接：

https://www.drupal.org/project/drupal/releases/8.7.5

绿盟科技安全预警定级说明

级别 级别说明 技术分析
结果

检测与防
护升级包

红色 影响范围极大，危害极高，利用难度低 12 小时 16 小时

橙色 影响范围较广，危害严重，利用难度较低 12 小时 16 小时

黄色 影响范围可控，危害程度可控，利用难度较高 12 小时 16 小时

蓝色 影响较小，危害程度较小，利用条件苛刻 - 周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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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20818

新增规则

1. 攻击 [24536]:HPE 智能管理中心 TopoDebugServlet 不安全反序列化

2. 攻击 [24537]:Firefly CMS 1.0 远程命令执行漏洞

3. 攻击 [24538]:Xstream 反序列化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3-7285)(CVE-2019-10173)

4. 攻击 [24531]:Blue Angel Software Suite 命令执行漏洞

5. 攻击 [24533]:SOCA Access Control System 180612 信息泄露漏洞

6. 攻击 [24534]:Electronic Arts OriginURI 处理程序模板注入漏洞 (CVE-2019-11354)

7. 攻击 [24535]:Jackson-databind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12384)

8. 攻击 [41704]:Windows CMD 命令行反向连接

9. 攻击 [24524]:Cisco Elastic Services Controller REST API 认证绕过漏洞 (CVE-2019-1867)

10. 攻击 [24525]:HP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Center AccessMgrServlet 反序列化漏洞 (CVE-2019-11945)

11. 攻击 [41705]: 木马后门程序苏拉克网络通信

12. 攻击 [41706]: 木马后门程序 Blackshades 恶意通信

13. 攻击 [24526]:PHP7 zip 组件整型溢出漏洞 (CVE-2016-3078)

14. 攻击 [24522]:Microsoft Office Outlook 安全绕过漏洞 (CVE-2017-11774)

15. 攻击 [30723]:Sahi Pro 8.x 目录遍历漏洞 (CVE-2019-13063)

16. 攻击 [41700]:Sqlmap 扫描攻击探测

17. 攻击 [41701]:Sqlmap Tamper space2blank 模块扫描攻击探测

18. 攻击 [41702]:Nmap 扫描攻击探测

19. 攻击 [41703]:DirBuster 扫描攻击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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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入侵防御 /
检测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5.6.10.20818

20. 攻击 [49037]:GandCrab 勒索软件请求恶意域名

21. 攻击 [24516]:BlogEngine.NET XML 注入漏洞 (CVE-2019-10718)

22. 攻击 [24517]:Hosting Controller HC10 无效指针写入漏洞 (CVE-2019-12323)

23. 攻击 [24518]:OMRON CX-One CX-Protocol CMessage 类型混淆漏洞

24. 攻击 [24520]:Spring Security OAuth 开放重定向漏洞 (CVE-2019-3778)(CVE-2019-11269)

25. 攻击 [49036]:APT 组织索伦之眼 (ProjectSauron) 攻击

修改更新规则：

1. 攻击 [24392]:LAquis SCADA Web 服务器 acompanhamentotela PAGINA 命令注入 (CVE-2018-18992)

2. 攻击 [68655]: 可疑 Webshell 后门访问控制

3. 攻击 [68654]: 可疑 Webshell 脚本文件上传行为

4. 攻击 [40958]: 木马后门程序 Chopper Webshell 检测

5. 攻击 [23612]:Jboss JMX Java 反序列化漏洞

6. 攻击 [63085]:Adobe Flash Player 栈溢出漏洞 (CVE-2012-2035)

7. 攻击 [24532]:Jenkins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CVE-2019-1003000）

8. 攻击 [23991]:Fastjson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9. 攻击 [23777]:GraphicsMagick 和 ImageMagick 远程命令执行漏洞

10. 攻击 [49014]: 挖矿程序查询 DNS 矿池服务器域名

11. 攻击 [41187]:Acunetix Web Vulnerability Scanner 扫描探测

Web应用防火墙规则升级包

Web 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6.0.7.0.42355

新增规则 :

1. 服务器 / 插件漏洞防护

27004897 fastjson_remote_code_exec_strict 防护 fastjson 相关漏洞

27004898 jira_contact_ssti 防护 jira 相关漏洞

27004894 resin_arbitrary_file_read 防护 resin 服务器相关漏洞

27004895 joomla_contenthistory_sqli 防护 joomla 相关漏洞

27004896 joomla_fields_sqli 防护 joomla 相关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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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6.0.7.0.42355

27004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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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Web 通用防护

25612344 linux_command_space 防护命令注入

25612345 command_injection_high 防护命令注入

25612346 command_injection_medium 防护命令注入

25612347 linux_command_concat 防护命令注入

25612348 linux_command_encode 防护命令注入

25612349 windows_command_substitution 防护命令注入

25612350 linux_command_substitution 防护命令注入

18622215 burpsuite_scan 防护 burpsuite 扫描

18622216 acunetix_scan 防护 acunetix 扫描

19136555 xss_utf7 防护跨站脚本攻击

19136556 xss_alert_probe 防护跨站脚本攻击

25612351 crlf_injection 防护 crlf 注入攻击

18622208 muti_scanner_ua 防护扫描器扫描

18622211 muti_scanner_uri 防护扫描器扫描

18622209 python_scanner 防护 Python 脚本扫描

18622210 csharp_scanner 防护 C# 扫描工具

18622212 apache_tomcat_scan 防护扫描器扫描

18622213 project_file_scan 防护扫描器扫描

23003845 SSRF_Protocol 防护 SSRF 攻击

25612342 expr_command 防护命令注入

25612343 var_dump_func 防护命令注入

18622214 xray_scan 防护 xray 扫描

8912966 antsword_client 防护蚁剑 webshell 连接

8912967 common_webshell_connection 防护常见 webshell 连接

19136554 short_script_xss 防护跨站脚本攻击

18622201 hide_file_scan 防护敏感文件扫描



2019.8  /  安全月刊 51

产品动态

Web 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6.0.7.0.4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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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爬虫防护

22806651 python-requests 防护 python 爬虫

修改规则 :

27004852 fastjson_remote_code_exec 优化 fastjson 防护规则

27004873 thinkphp5.x_request_method_rce 优化 think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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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12342 expr_command 优化命令注入防护规则

25612343 var_dump_func 优化命令注入防护规则

18622208 muti_scanner_ua 优化扫描防护规则

8912908 aspxspy_request 优化 webshell 防护规则

18622204 log_file_scan 优化扫描防护规则

18622203 config_file_scan 优化扫描防护规则

18622202 backup_file_scan 优化扫描防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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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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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由中国信息安全测评

中心主办的“2018年度国家信息安全

漏洞库（CNNVD）技术支撑单位总结

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对2018年度

为CNNVD提供技术支撑和信息安全等

专项工作方面表现优异的单位进行表

彰， 绿盟科技作为中国国家信息安

全漏洞库（CNNVD）的首批一级（最

高等级）技术支撑单位荣获“CNNVD 

2018年度优秀技术支撑单位”。此次

共9家企业获得此项殊荣，其中一级

支撑单位5家，二级支撑单位3家，三

级支撑单位1家。

绿盟科技荣获 
“CNNVD 2018 年度优秀技术支撑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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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副总裁崔媛媛现场汇报了2018年绿盟科技CNNVD支撑工作：在

过去一年中， 绿盟科技积极向CNNVD提供漏洞分析和漏洞信息推送，深度参

与相关技术支持和核心知识分享、漏洞和安全事件预警信息共享、安全研究

报告共享等工作。绿盟科技主动向CNNVD提供数据引用、应急响应支持、宣

传活动协办、技术支撑和交流等。绿盟科技五大实验室作为强有力的支撑，

将研究成果和技术能力应用于安全产品及专业服务，协同防护范围覆盖漏洞

挖掘、威胁检测及数据情报等领域，为安全问题提供前瞻性建议及解决方

案，推动建设安全技术防范新体系。

中国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库（CNNVD）作为国家级漏洞数据管理平台，拥

有完善的漏洞数据收录、管理和共享软硬件体系和服务流程，提供漏洞数据

共享和漏洞预警通报服务，为我国的信息安全战略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和技

术保障，是我国信息安全保障的重要基础设施。

绿盟科技长期致力于底层安全攻防引擎和技术研究，累计获得CVE 漏洞

204个，成为目前唯一连续六年，获得MBB悬赏项目奖金的安全公司，并于近

年聚焦于工控、物联网、移动端等新兴技术领域。

 ◆  成立十九年来，协助Microsoft、Google、Adobe等业界主流厂商解决

了200余个系统安全漏洞问题；

 ◆ 维护着国内领先的商业漏洞库，漏洞数量超过50000条；

 ◆  入侵检测能力：超过8000种入侵行为检测能力，超过630万种病毒检

测能力。漏洞扫描发现能力：超过50000种系统漏洞发现能力。

被授予“CNNVD 2018年度优秀技术支撑单位奖”，是对绿盟科技过去

一年所做工作的认可。未来，绿盟科技将提供更优质的技术支撑，积极配合

CNNVD做好重大活动的技术支撑及保障工作，持续进行漏洞挖掘研究工作，

加强内部漏洞研究能力和投入，协助中心做好重大漏洞事件响应、分析验证

工作。

绿盟科技被授予“CNNVD 2018年度优
秀技术支撑单位”

绿盟科技两位安全专家被聘为
“CNNVD特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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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绿盟威胁情报中心（NTI） 
正式上线 IPv6 情报数据

绿盟威胁情报中心（NTI）正式上线IPv6资产测绘和威胁情报数据。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推行IPv6，IPv6的网络规模、用户数量和流量带宽急剧

增长，越来越多的应用开始支持IPv6。据APNIC统计，截止2019年6月底，全球

IPv6用户达到41.7亿。

伴随着IPv6网络的普及和应用，越来越多的IPv6资产和用户正成为网络犯罪

的新目标。因为IPv4网络中存在的多数攻击同样适用于IPv6网络，企业安全正面

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为更好地帮助企业抵御IPv6网络攻击，提升安全防护水平，绿盟威胁情报中

心（NTI）基于绿盟科技对IPv6网络及其安全威胁的深入研究，特推出IPv6情报数

据。用户可以在绿盟威胁情报中心（NTI）的云端门户网站（https://nti.nsfocus.

com/）中查询IPv6情报，也可以通过API接口的方式获取IPv6情报数据，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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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对IPv6网络威胁的能力。

绿盟威胁情报中心（NTI）创新提出多元推理与智能探测技术，对网络资

产做到全球范围的实时监控，并对资产进行全方位评估，提供全球IPv6的资产

测绘和威胁情报数据。

全球IPv6资产测绘数据

绿盟威胁情报中心（NTI）通过全球部署的分布式探测引擎，可持续监控

和分析IPv6全网数十亿活跃IPv6地址的数据，生成IPv6资产测绘数据。数据包

括全球范围内开放服务的IPv6地址、每个地址上启用的服务以及指纹信息。数

据既覆盖了典型的服务协议（如 http/https、ssh、ftp、telnet、SMB等），也

囊括了常见设备种类（如：PC、服务器、物联网设备等），可以有效的帮助

客户了解和掌控IPv6全网的资产分布情况。

IPv6威胁情报数据

通过全球部署的网络探针和蜜罐，绿盟威胁情报中心（NTI）可持续监

控和分析全球IPv6网络发生的各种网络攻击行为，生成IPv6威胁情报。威胁

类型包括但不限于：扫描、漏洞利用、DDoS攻击、网页攻击、SQL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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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hell、挖矿行为等。IPv6威胁情报数据可以帮助客户了解IPv6网络攻击态

势，检查自身资产是否被黑客控制后参与其他网络攻击行为，同时也可以下发到

安全设备进行威胁检测与防护。

关于绿盟威胁情报中心（NTI）

绿盟威胁情报中心（NSFOCUS Threat Intelligence center NTI）是绿盟科技

为落实智慧安全2.0战略，促进网络空间安全生态建设和威胁情报应用，增强客

户攻防对抗能力而组建的专业性安全研究组织。其依托公司专业的安全团队和强

大的安全研究能力，对全球网络安全威胁和态势进行持续观察和分析，以威胁情

报的生产、运营、应用等能力及关键技术作为核心研究内容，推出了绿盟威胁情

报平台以及一系列集成威胁情报的新一代安全产品，为用户提供可操作的情报数

据、专业的情报服务和高效的威胁防护能力，帮助用户更好地了解和应对各类网

络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