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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环境下的网络安全观察》报告 -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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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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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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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为您带来下篇。

五、IPv6攻击中的地域分布

5.1  国外分析
针对攻击目标地址位于国外的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得到IPv6目的地址在国外

的分布情况，包括国家，日志数量，以及所占比例信息。如图 5.10 所示，美国占

据整个国外地址的78%，排名其后的主要是一些欧洲国家。美国占据头部位置和

其自身的IPv6的部署情况有关，其一是IPv6的DNS服务器在美国，对于IPv6地址

的解析均需要路由到美国IPv6服务器；其二就是美国CDN网络，其中Akamai支持

的IPv6 CDN网络在美国已经占有绝对地址, 北美地区的IPv6网络流量超过了世界的

任何其它地区2。

1　http://www.cac.gov.cn/2019-02/28/c_1124175677.htm
2　http://network.chinabyte.com/129/124366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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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国外目的地址分布

针对国外的目标地址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许多和僵木蠕相关的攻击，涉及的

9种僵木蠕相关的告警信息列举如下。

图 5.2  国外目标地址涉及告警数量分布

进一步分析发现所有这些攻击相关日志其连接目的地绝大部分位于美国，

针对上面的攻击，梳理出和美国相关的地址21个，罗马尼亚相关的有5个，与德

国相关的地址有3个，与爱尔兰相关的地址有4个，马来西亚相关的地址有3个。

这些僵木蠕日志信息，其目的地址为国外地址，且都是通信行为。不难看出，在

IPv6环境中，攻击者更青睐使用国外地址作为C&C服务器，来逃避国内监管。

同样，对于国外IPv6攻击源分析，我们发现排名前三的攻击源分布于罗马尼

亚，马来西亚和美国。图 5.12 、图 5.13 和图 5.14 列出了罗马尼亚，美国，马来

西亚的数据。包括了日志名称及日志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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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罗马尼亚攻击源的告警类型分布

图 5.4  美国攻击源的告警类型分布

图 5.5  马来西亚攻击源的告警类型分布

分析相关告警数据可知：

（1）国外攻击源基本没有主动的C&C服务器连接行为，说明这些地址并非

受害者，同时C&C服务器位于国内的情况也为数不多。从告警类型来看，这些

IPv6源地址都是对公网服务发起漏洞相关的攻击，明显属于攻击者角色。

（2）国外攻击源主要的攻击目标是Web服务，常用攻击手段为Webshell，

FCKEditor上传漏洞，XSS，SQL注入及Drupal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六、“惯犯”跟踪

“惯犯”意为我们监控到多次进行攻击的攻击源，持续时间较长，波及面较

广或者危害程度较深。针对网络中的惯犯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能够帮助感知网络

态势，提升威胁情报的数据深度。我们从源IPv6中整理出一些国外的惯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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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对这些地址从三个不同角度做统计分析。

（1）”惯犯”跟踪一：长期采用同一攻击手段发起多次攻击

图 6.1 显示了国外地址同一地址利用同一种攻击发起的攻击次数，罗马尼亚

和马来西亚是利用同一种攻击手段发起攻击次数最多的两个国家，并且从日志名

称看告警日志都是一些Web及Webshell相关的攻击，这类攻击往往简单有效，自

动化程度高。

图 6.1  同一地址利用同一攻击方式多次攻击TOP15

（2）”惯犯”跟踪二：利用同

一地址对不同目的地址发起攻击

图 6.2 是利用同一地址针对不

同目的地址的攻击，列出Top10的排

列。从统计信息来看也是以罗马尼亚

和马来西亚为主要攻击者，攻击的对

象都是我国国内的高校。攻击者之

所以选择高校作为攻击对象，主要是

因为目前国内高校在大量使用IPv6网

络，其次，高校以教育科研为目的，

对于IPv6的使用和研究，不免会暴露

出一些问题，正好成为攻击者可以利

用的切入点。

图 6.2  利用同一地址对不同目的地址发起攻击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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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惯犯”跟踪三：同一地址采用不同攻击手段发起攻击

图 6.3 是同一地址采用不同攻击手段发起攻击。不管是美国还是马来西

亚，针对基于IPv6地址的攻击绝不会只采用同一种攻击方式，而是采用组合拳

形式，对目标发起攻击。同时攻击者也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采用不

同的攻击手法来达到目的。

图 6.3  同一地址采用不同攻击手段发起攻击

七、总结

推进IPv6规模部署是当下及今后国家发展互联网产业，把握全球网络的

主动权，提高网络安全的必要途径。针对IPv6网络层协议及之上应用的漏洞防

护，依然是安全企业乃至国家的战略重点。而我国目前的IPv6的使用还是以高

校、研究机构、运营商及跨国企业为主，对于IPv6的研究和使用也是在近几年

才真正提上日程。从已发布的IPv6的漏洞看，针对IPv6的攻击绝大部分还是以

拒绝服务为主。国内对于IPv6地址攻击的防护也是处于起步阶段，相对来说比

较弱。从我们的数据分析也能看出：

（1）国外已经在大量使用IPv6提供服务，包括企业、CDN厂商、DNS厂

商等。

（2）国内IPv6的使用范围较小。

（3）国外已经存在利用IPv6地址向国内单位发起攻击的情况。

（4）随着我国IPv6建设的推进，针对IPv4网络的攻击已经在逐步复制到

IPv6网络中，并且有扩散趋势。

尽管目前国家在主导、提倡发展IPv6网络，但是从我们获取的数据上

看，国内IPv6根服务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目前还是要依赖国外的IPv6 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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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篇幅所限，本文并未对攻击利用的漏洞，攻击手法做进一步的情报挖掘，同

时由于设备部署的限制，仅从简单的地理位置，统计分析和威胁情报入手，试图

描述IPv6环境下的安全现状，并不能代表全网IPv6态势。此外，本文也没有从针

对IPv6协议本身的攻击角度去阐述当前IPv6的漏洞影响。

从数据反馈来看，在当前阶段，基于IPv6地址的应用层的攻击已经成为攻击

者最简单和高效的攻击方式，IPv6的管理者应首要关注的是传统安全威胁在IPv6

环境下的演进。总的来说，对于IPv6的防护不仅要考虑对IPv6协议自身安全的研

究，而且需要加强对其之上应用的防护。

作者：
 ◆ 绿盟科技天枢实验室：

  天枢实验室聚焦安全数据、AI攻防等方面研究，以期在“数据智能”领

域获得突破。

 ◆ 绿盟科技威胁情报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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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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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人员养成计划之漏洞分析篇
俞琛

摘要：

为了在黑客入侵前发现系统风险点，信息安全人员需要通过专业的风险

评估工具，对风险进行检测、移除和控制，来缩减攻击面。对于企业，如何才

能让信息安全人员从繁重的分析中解脱出来，更多的聚焦更有价值和挑战性的

工作，使得安全运维工作规模化。

密歇根大学一项分析报告指出，一台有开放端口或漏洞的服务器连网

后，在23分钟内就会被攻击者扫描，在56分钟内开始被漏洞探测，第一次被彻

底入侵平均时间是19小时。防守方通常在1周-4周才能识别新漏洞引起的新安

全风险，相应处置时间则会更长。攻防不平衡，由此可见一斑。

信息安全人员需要掌握漏洞分析技能，根据证券行业特性，在安全人员

总量不足情况下，提出系统整体安全状态描述和风险高低趋势。

以期货业为例，目前我国期货行业的业务开展已高度依赖信息系统。通过互

联网进行网上交易具有成本低、效率高、便捷性和覆盖范围广等优点，因此，网

上交易已成为期货交易的主要方式。通过对30家证券期货公司信息系统渗透测试

结果看：发现85%证券期货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漏洞，而75%企业存在严重

安全漏洞。

漏洞分析目标是发现最重要的信息安全风险，进而由漏洞加固过程减少风

险暴露面，提高攻击门槛。本文概要介绍金融企业采用的漏洞分析和风险识别工

具，分别从安全日志、网络流量、主机运维三方面切入说明，且分享相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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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安全风险

信息安全风险是指在信息化建设中，各类应用系统及其赖以运行的基础网

络、处理的数据和信息，由于其可能存在的软硬件缺陷、系统集成缺陷等，以及

信息安全管理中潜在的薄弱环节，而导致的不同程度的安全风险。

为了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系统地分析信息系统所面临的风险及风

险级别，简要说明信息资产分类、风险可接受水平、风险处置方法和残余风险的

概念。

◆◆ ◆信息资产分类

一般分为硬件资产、软件资产、数据与文档资产、人员资产和服务资产6

类；

◆◆ ◆风险可接受水平

依成本效益分析、风险机会成本、控管成本，而决定风险可接受水平，以作

为风险管理的衡量基准；

◆◆ ◆风险处置方法

避免风险——通过不继续进行可能产生风险的活动来规避风险；

降低风险——通过规范、要求、法律、监察、管理、测试、技术开发、技术

控制等措施降低风险产生的可能性，来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

转移风险——通过合同、资产转移等方式转移风险；

接受风险——不采取任何风险处置措施，选择接受承受风险。

 ◆ 残余风险

经过风险处置之后，仍然可能存在的风险，称为残余风险。

需要整体了解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要素、流程等内容的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

GB/T 20984-2007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规范》。后文将重点讲解信

息安全人员安全技能——漏洞分析。

二、安全技能之漏洞分析

读者所在企业信息安全建设处于不同阶段，本文分别从入门、进阶和提升三

个方面来介绍漏洞分析的安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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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分析入门 
信息安全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漏洞分析工作也是如此。首先，介绍

适合人工分析的入门方法，采取确定一段时间范围或确定某个特征来开展漏洞分

析。此类方法简单粗暴的减少分析范围和统计工作量，使用excel完成筛选统计，

可以作为入门手段来使用。

◆◆ ◆确定时间分析法

时间范围直观，如从某一周或自定义一段时间范围，输入IP地址、类型和状

态条件进行过滤，进而输出对应的结果。类型过滤一般是事件类型，如后文介绍

的重要事件。状态条件是指安全设备告警事件的状态，如阻断、告警或放行等。

图1  确定时间分析思路

◆◆ ◆确定特征分析法

特征的选取相对更技术化，通常采用正则表达式描述一种攻击特征，如安全

设备中自定义规则即采用正则表达式来描述，对于限定特定url关键词所属的Web

应用也可以选用正则表达式。

图2  确定特征分析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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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分析进阶
企业已部署IDS、 IPS、WAF安全设备的场景下，介绍适用的基于安全设备配

套统计展示和报表输出功能的进阶方法，采取总量统计Top10排序、重要事件排

序，以及引入威胁情报机制的攻击源分析方法。

 ◆ 告警事件总体分析

对安全设备的原始日志进行总量分析，统计出告警事件总数、每种事件发生

的次数及占比，筛选出次数TOP 10的事件。形成如下表格样式：

排名 事件名称 次数 占比

如将本月告警事件总数与上月做对比，判断出呈上升还是下降趋势。再将本

月TOP 10事件类型与上月做对比，分析出占比发生变化和新增的事件。

重要事件分析
拒绝服务攻击事件、恶意程序通信事件、漏洞利用攻击的事件在日常安全运

维中比较重要，可以在漏洞分析时重点关注，结合时间、源IP、目的IP、事件次

数、协议摘要等信息进行分析。以绿盟安全设备的事件名称示例，读者按企业实

际部署安全设备的事件名称进行搜索。

 ◆ 拒绝服务攻击事件

使用以下关键词进行搜索。

特征 事件名称示例

Flood

[10056] SYN-Flood 半开 TCP 连接淹没拒绝服务攻击

[10058] ICMP-Flood 淹没拒绝服务攻击

[10115] UDP-Flood 淹没拒绝服务攻击

[10363] ACK-Flood 拒绝服务攻击

[41189] DNS Flood 僵尸网络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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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恶意程序通信事件

使用以下关键词进行搜索。

特征 事件名称示例

蠕虫 [10097] 网络蠕虫 MS SQL Slammer 攻击

木马 [49005] 暗云木马通信

后门 [67463] Telnet Vsftpd 后门访问

僵尸 [49003] Mirai 僵尸连接服务器

远程控制 [41383] 远程控制工具 PcShare 通信

 ◆ 漏洞利用攻击事件

对事件次数列进行降序排列，筛选出较大流量的漏洞利用攻击事件。

对于重要事件(拒绝服务攻击、恶意程序通信、大流量的漏洞利用攻击) 形成

如下表格样式：

事件名称 事件次数 源 IP 目的 IP

攻击源分析
引入威胁情报机制，建立IP信誉库提供攻击源信息，通过配合设备指纹、时

间属性来锁定攻击者的身份和物理位置。对于企业来说，一旦攻击者实施了恶意

行为，如盗取第三方企业数据，就可以根据溯源结果进入法律程序。

通常，为了方便使用，提高溯源和运营效率，IP信誉库信息以攻击类型进行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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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IP信誉库分类表

统计出每个攻击源IP产生的事件次数及占比、主要事件名称。形成如下表格

样式：

攻击源 次数 占比 IP 地理位置信息 主要事件

漏洞分析提升
开展信息安全工作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安全保障，防止信息安全事件的发

生。证券交易市场是中国金融市场中最活跃市场，拥有庞大的数据处理量，证券

基金业金融机构作为其参与方，对于信息安全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协调多方资源

尽快解决面临的困难，做到更高的技术防护与管理水平。

与之相适应的信息安全建设阶段是采用运营对抗，运营对抗是真正意义上的

攻击者与防守方之间的综合比拼，与人、规范化、自动化工具、有效度量和优化

息息相关。这些方面的组合就是能力体现。简要列举三个适合运营对抗时期的漏

洞分析方法供读者参考。

基于日志集中分析
为满足外部监管要求和规范内部运作的需要，实现对具有大数据特征的分散

日志进行集中收集和存储，进而实现对历史数据的分析、检测及系统日志全生命

周期管理，拟部署日志审计分析系统。日志分析系统基于大数据框架，通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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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结合的获取手段，实时地采集用户网络中各种不同厂商的安全设备、网络设

备、主机、操作系统、以及各种应用系统产生的日志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汇集到

中心平台，进行集中化的存储、备份、查询、审计、告警、和分析，并出具相应

的日志报告，实现日志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日志预警分析技术，可以准实时采集日志信息，采用数

据挖掘技术对其进行处理，发现告警日志中存在的潜在攻击信息或行为。应用关

联分析、机器学习等分析方法，建立科学的分析模型，以缩短攻击威胁的排查

时间。

基于日志集中分析的特点：

 ◆  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异构海量日志的集中存储、分析、检索，满足安全

分析合规需求。

 ◆  从威胁分析的视角对大量日志进行有效的提取，发现致命的威胁，提高

运维效率。

 ◆ 结合威胁情报技术，从告警中快速发现需重点关注的高危事件。

◆◆ ◆ 机器化分析算法贯穿其中，极大提高了分析的准确性、降低分析难度、

减少分析时间。

基于网络流量分析 
基于网络流量分析的解决方案，通过监控网络流量、连接和对象，找出恶意

的行为迹象。那些正在寻求基于网络的方法，来识别绕过周边安全性的高级攻击

的企业应该考虑使用流量分析技术来帮助识别、管理和分类这些事件。

全流量威胁分析系统针对原始流量进行采集和监控，对流量信息进行深度还

原、存储、查询和分析，可以及时掌握重要信息系统相关网络安全威胁风险，及

时检测漏洞、病毒木马、网络攻击情况，及时发现网络安全事件线索，及时通报

预警重大网络安全威胁，调查、防范和打击网络攻击等恶意行为，保障重要信息

系统的网络安全。

基于主机运维分析
信息安全人员通过信息收集技能，采集资产数据，结合安全风险数据，为精

准定位内外部攻击提供基础信息；安全漏洞方面，通过与专业安全系统对接，实

现漏洞全过程管理，大大提高漏洞处置时效和闭环管理。

想要一次性修复所有风险点绝无可能，因此需要对风险进行分类、排序并标

记好优先级，优先处理对系统危害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风险点。如安全厂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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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预警服务为客户提供及时、准确的安全风险预警，第一时间通知客户，并提

供专业的安全解决建议。

安全通告对象范围如下：

 ◆  常见厂商的软、硬件网络设备：思科、华为等路由、交换设备；

 ◆  常见厂商的操作系统：微软、惠普、苹果、IBM等操作系统；

◆◆ ◆◆常见厂商的数据库软件：微软MSSQL、甲骨文Oracle等；

 ◆  常见厂商的Web软件：BEA Weblogic、IBM Websphere、Apache、

JBoss、Tomcat等。

三、漏洞分析实践

漏洞扫描结果分析实践
基于信息收集结果，使用自动化漏洞扫描工具，检查系统中是否有中、高危

漏洞，并结合人工检查进行确认。漏洞扫描范围包括对服务器、网络设备、业务

终端，完成对整个扫描工作以及系统运行状态确认后，按系统维度输出漏洞扫描

结果。

通常，系统的拥有者就是风险所有者/整改负责人，其设定漏洞管理安全红

线，梳理历史漏洞，形成漏洞知识库。漏洞扫描完成后将漏洞扫描过程、无法修

复漏洞以及变通漏洞解决方案记录在案，形成相关知识库，另外将不受影响漏洞

（主动忽略漏洞）等信息记录在案与各子公司资产、版本等建立对应关系，形成

完整的漏洞知识库信息，为后续漏洞预警、扫描、修复等提供相关支持信息。然

后，采用漏洞整改清单进行漏洞修复，列表形式将必须加固整改的漏洞列示出

来。漏洞整改清单，是将漏洞分为三类：厂商补丁、配置管理、操作类。

图4  漏洞整改清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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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源主要是IDS、IPS和WAF安全设备，以IPS日志分析和网络流量统计

分析为例，介绍漏洞分析的实践操作。

IPS日志分析实践
 ◆ 扫描器探测行为TOP10统计示例

图5  扫描器探测行为TOP10统计示例

 ◆ 事件攻击趋势

在一段时间周期内，发现攻击最多的是WEB漏洞攻击，其次是scan扫描

漏洞攻击，还有一些数据库的攻击，类似场景建议排查当天是否进行安全扫

描等合规授权操作，若非授权操作需要加强网站安全加固工作以及调整WAF

设备配置策略。

 ◆ 最频繁的攻击事件

示例以最频繁的攻击事件分析，以HTTP攻击为主，包括远程服务器扫

描，网络配置扫描，建议定期对web应用服务器和网站进行漏洞扫描和渗透测

试，及时升级补丁和调整防护策略。对新上线的web应用做好入网安评。WEB

漏洞攻击，是攻击者利用常规的WEB攻击，比如SQL注入，XSS，还有一些针

对WEB框架的例如（SSH），新出来的漏洞。远程命令执行漏洞，用户通过浏

览器提交执行命令，由于服务器端没有针对执行函数做过滤，导致在没有指

定绝对路径的情况下就执行命令，可能会允许攻击者通过改变 $PATH 或程序

执行环境的其他方面来执行一个恶意构造的代码。

结语

本文是信息安全人员

养成计划的第二篇。对于信

息安全感兴趣的读者，恭喜

大家已经入门，成为信息安

全人员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

步。通过学习本篇的漏洞分

析技能，相信你了解信息安

全风险的基本要素，结合本

文对漏洞分析的简要分享，

对于漏洞分析在不同安全建

设阶段的合适方法也有了初

步的认识。

下一篇渗透测试篇，

将带给读者更深入了解信息

安全人员的专属技能的机

会，请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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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 外 安 全 研 究 员 @ e l a d _ s h a m i r 在 2 0 1 9 年 一 月 底 发 表 了 一 篇 名

为”Wagging the Dog: Abusing Resource-Based Constrained Delegation to 

Attack Active Directory”的文章，不同于以往利用无约束委派以及传统约束委

派攻击，首次提出并详细介绍利用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进行活动目录攻击的

方式。文中详细解释了该攻击发现过程，对协议的分析以及攻击原理，并给

出不同场景下基于此攻击进行的远程代码执行，本地权限提升等操作。

绿盟科技M01N Red Team对基于该攻击的本地权限提升进行了研究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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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分析探讨。

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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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的功能，它允许服务账户在活动目录中模拟其他域用户身份，主要用于

当服务需要以某个用户的身份来请求访问其他服务资源的场景。委派分为无

约束委派，传统的约束委派以及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

无约束委派(Unconstrained Delegation)是一种风险性极大的委派方式，

它通过TGT转发使服务器具有模拟用户的能力。服务账户根据用户发给自己的

可转发的TGT代表用户请求其他任何服务，由此可知，一旦开启了无约束委派

的服务账户被攻陷，用户身份将被滥用。已有较多分析无约束委派攻击利用

的文章，在Windows的官方博客中也建议用户删除使用Kerberos无约束委派

利用资源约束委派进行的提权攻击分析
创新中心 宋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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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账户。 本文在此不再做详细解释。

为了解决无约束委派的问题，微软更新发布了Kerberos协议拓展S4U，该拓

展包含两个协议：传统的约束委派(Constrained Delegation，aka  S4U2Proxy)和

协议转换(Protocol Transition, aka S4U2Self).

S4U2Proxy (约束委派)：

为了方便理解，本文在此假设A为IIS Web Server，B为SQL Server，A需要使

用数据库B以支撑用户访问。通过设置约束委派，可以让A模拟用户，验证并访问

B以获取相应的资源。

用户通过域控制器请求访问服

务A，域控验证并返回A的TGS服务票

据，用户发送此TGS给A与A认证并建

立连接。若该服务A允许委派给服务

B，则A能使用S4U2Proxy协议将用户

发送给自己的TGS (此TGS必须是可转

发的，后文中会提到)再转发给域控

制器认证服务器，为用户请求访问服

务B的TGS，此后，A便能使用新获得

的TGS模拟用户访问服务B。如下图

所示：

S4U2Pr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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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U2Self (协议转换)：

上图中用户是通过Kerberos协议与服务A进行认证的，而当用户以其他方式

(如NTLM认证，基于表单的认证等方式)与Web服务器进行认证后，用户是无法

向Web服务器提供请求该服务的服务票据TGS的，因而服务器也无法进一步使用

S4U2Proxy协议请求访问服务B。S4U2Self协议便是解决该问题的方案，被设置为

TrustedToAuthForDelegation的服务能够调用S4U2Self向认证服务器为任意用户

请求访问自身的可转发的服务票据，此后，便可通过S4U2Proxy使用这张TGS向

域控制器请求访问B的票据：

S4U2Self

然而，传统的约束委派中仍然存在一些缺点，如无法进行跨域委派。微软在

Windows Server 2012中引入了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相对于传统的约束委派，主

要有三处改进：

委派的权限授予给了拥有资源的后端(B)而不再是前端(A)

不再需要域管理员权限设置委派，只需拥有在计算机对象上编辑”msDS-All

owedToActOnBehalfOfOtherIdentity”属性的能力

委派功能现在可以跨域和林

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Resource-Based Constrained Delegation)是一种允许

资源自己去设置哪些账户委派给自己的约束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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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统 的 约 束 委 派 是 “ 正 向 的 ” ， 通 过 修 改 服 务 A 属 性 ” m s D S -

AllowedToDelegateTo”，添加服务B的SPN（Service Principle Name），设置约

束委派对象（服务B），服务A便可以模拟用户向域控制器请求访问服务B以获得

服务票据（TGS）来使用服务B的资源。

而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则是相反的，通过修改服务B属性”msDS-AllowedTo

ActOnBehalfOfOtherIdentity”，添加服务A的SPN，达到让服务A模拟用户访问B

资源的目的。

权限提升

S4U攻击原理
该攻击由国外安全研究员Elad Shami提出，他在文章指出，无论服务账号的

UserAccountControl属性是否被设为TrustedToAuthForDelegation， 服务自身都

可以调用S4U2Self为任意用户请求访问自己的服务票据。但是当没有设置时， 通

过S4U2Self请求到的TGS将是不可转发的，前文中数次提到可转发的TGS服务票

据，微软给出了”forwardable”标志位的作用：

forwardable: A flag, as specified in [RFC4120] section 2.6, used in an S4U2self 

KRB_TGS_REQ message to request that the resulting service ticket be marked as 

forwardable, allowing it to be used in a subsequent S4U2proxy KRB_TGS_REQ 

message.

通过S4U2Self获得的服务票据被标志为可转发时，该票据可以在接下来的

S4U2Proxy中被使用，而不可转发的TGS是无法通过S4U2Proxy转发到其他服务进

行传统的约束委派认证的。令人意外的是，不可转发的TGS竟然可以用于基于资

源的约束委派。S4U2Proxy会接收这张不可转发的TGS，请求相关服务并最后得

到一张可转发的TGS。

根据官方文档的描述，这并不是一个设计漏洞：

If the ser vice t icket  in the addit ional-t ickets f ield is  not set  to 

forwardable<20> and the PA-PAC- OPTIONS [167] ([MS-KILE] section 2.2.10) 

padata type has the resource-based constrained delegation bit: 

 ◆ Not set, then the KDC MUST return KRB-ERR-BADOPTION with STATUS_

NO_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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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t and the USER_NOT_DELEGATED bit is set in the UserAccountControl 

field in the KERB_VALIDATION_INFO structure ([MS-PAC] section 2.5), then the 

KDC MUST return KRB- ERR-BADOPTION with STATUS_NOT_FOUND. 

引用博客文章中的一张图说明该攻击步骤：

DACL Abuse

如果我们能够在B上配置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让服务A访问（拥有修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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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4U2Self向域控制器请求任意用户访问自身的服务票据，最后再使用S4U2Proxy

转发此票据去请求访问服务B的TGS，那么我们将能模拟任意用户访问B的服务！

配置委派
每个资源都可以通过LDAP为自己配置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如果我们能拿

到计算机账号的密码或TGT，或直接拿到本地管理员账户，便能使用Powershell

直接为该计算机（服务）账号配置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但当我们只是一个普通

的域用户时，并没有权限（如GenericAll、GenericWrite、WriteDacl等）为服务修

改msDS-AllowedToActOnBehalfOfOtherIdentity属性。

如果我们能诱使计算机账户通过HTTP进行无签名或加密的NTLM认证，通

过NTLM中继攻击，将认证转发到LDAP服务，便能为该账户配置委派。但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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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由计算机账户发起的连接都会协

商签名，而位于域控制器的LDAP服

务会忽略所有没有签名的信息。因

此，我们需要一个不会协商签名的客

户端进行连接认证，如Windows 10/

Windows Server 2016/2019上默认安

装的WebDAV客户端。

Elad Shamir研究发现，当用

户在Windows 10/2016/2019上修改

账户图片时，SYSTEM会打开图片

读取文件属性。当我们将本地文件

路径修改为UNC (Universal Naming 

Convention) 路径时，系统将会访问

该路径并进行NTLM认证以获得图片

信息。通过搭建一个NTLM中继服务

器，将NTLM认证中继到域控制器的

LDAP服务上以计算机账户权限为自

身设置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便能

完 成 上 文 中 设 置 服 务 B 委 派 设 置 的

工作。

攻击实现

1. 获得一台计算机A的普通用户权限，使用Powermad创建一个新的计算

机账户(计算机账户具备SPN属性)

此处的普通用户必须是域用户，不能使用本地账户：

2. Web客户端默认只会在内网中与主机进行自动认证，这就意味者我们

的中继服务器需要有DNS记录，因为以”点”分的IP地址会阻止计算机域名被

成功识别，而Windows默认所有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都可以在活动目录集成

DNS区域ADIDNS Zone(Active Directory-Integrated DNS Zone) 中进行安全的动

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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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刚刚创建的计算机账户添加DNS记录：

此处密码为刚刚创建的计算机账户密码。

3. 使用WebDAV NTLM relay Server脚本在攻击机器上搭建中继服务器（IP地

址的域控制器IP）：

4. 在目标计算机上更改账户图片（此处的低权限用户可以是本地普通用户或

域普通用户）。

ServiceB的WebDAV客户端使用PROPFIND请求方法向中继服务器发起无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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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NTLM认证并请求获取图片的属性：

服务器中继NTLM凭证在LDAP会话中使用（连接LDAP服务器进行查询和更

新操作，修改ServiceB的msDS-AllowedToActOnBehalfOfOtherIdentity属性以完

成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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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通过NTLM中继，服务器已经在LDAP上完成为服务B配置了基于

资源的约束委派的操作。

5. 使用Rubeus进行完整的S4U攻击以获得任意用户访问服务B的TGS：

（此处rc4为新创建的计算机账户的NTLM Hash，可以在攻击计算机上创建

相同密码账户以获得此H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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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们已经为域管理员账户请求了访问ServiceB的CIFS(Common Internet 

File System)服务的服务票据。

6. 使用Rubeus进行票据传递(PTT, Pass-The-Ticket)攻击：

可以看到，以当前普通域用户权限是无法访问ServiceB的CIFS服务的：

进行票据传递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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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pass-the-ticket，Rubeus将票据应用于当前会话，我们还是普通域用户

的身份，但是已经可以以域管理员权限访问ServiceB的CIFS 服务了：

此外，经过实验，以上攻击操作也可以通过在一台计算机上配置自建服务

（计算机账户）对服务自身的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完成本地提权操作。

思考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通过S4U攻击获取访问ServiceB任意服务的域管理员身份

的服务票据，能否通过这些服务票据进一步获得权限或者以域管理员身份执行命

令呢？

根据adsecurity网站中一篇关于银票据(即伪造的TGS服务票据)的利用的文章

可知，当ServiceB主机开启了远程管理服务(WinRM)时，我们可以通过请求HTTP

和WSMAN的服务票据，利用Powershell Remoting以域管理员身份连接到目标

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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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实验是当我们已经拥有两台域内计算机的普通用户权限，且管理员已

经开启了Powershell远程管理服务时，我们可以通过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从普通

域用户变为域管理员。如果我们把条件简化一下，一个拥有本地管理员权限的域

用户能否直接被提权到域管理员呢？

此时我们作为计算机本地管理员，已经拥有修改服务属性为服务配置基于

资源的约束委派的权限，便无需通过NTLM中继攻击进行委派的配置，直接为当

前计算机账户配置给自己的（反射的）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使用Powershell的

Active Directory Module便能完成委派：

使用Mimikatz获得当前计算机账户的Hash值以进行S4U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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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PSRemoting：

通过S4U攻击获取以域管理员身份访问当前计算机HTTP和WSMAN服务的服

务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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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当前域用户的所有票据:

使用Rubeus进行pass-the-ticket攻击，加载域管理员身份票据进当前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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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域管理员身份新建到本地计算机的会话：

但是，我们真的成为域管理员并获得整个域了吗？

可以看到，与域控制器请求数据使被拒绝访问了，难道只有本地管理员权

限？抓包分析认证过程（命令：”net user administrator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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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Setup Request 1

Session Setup Response 1

Session Setup Request 2

Session Setup Respon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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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当域管理员向域控制器发起请求，协商后使用的是NTLM认

证，并没有使用Kerberos认证。根据名为” The Simple and Protected GSS-

API Negotiation Mechanism”的[RFC2478]文档可知，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协

商请求negTokenInit，告知服务端自己支持的认证协议等信息，服务端返回

negTokenTarg（包括选择好的安全机制以及协商结果negResult）完成协商。

negTokenInit
     Negotiation token sent by the initiator to the target, which
     contains, for the first token sent, one or more security mechanisms
     supported by the initiator (as indicated in the field mechTypes)
     and the service options (reqFlags) that are requested to establish
     the context. The context flags should be filled in from the
     req_flags parameter of init_sec_context().

negTokenTarg

     Negotiation token returned by the target to the initiator which

     contains, for the first token returned, a global negotiation result

     and the security mechanism selected (if any).

negResult

     The result accept_completed indicates that a context has been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while the result accept_incomplete

     indicates that additional token exchanges are needed.

（在微软名为” Simple and Protected GSS-API Negotiation Mechanism 

( S P N E G O )  Exte n s i o n ” 的 官 方 文 档 中 使 用 的 是 新 版 的 [ R FC 4 1 7 8 ] 文 档 ，

negTokenTarg已经被更改为negTokenResp。）

图 中 客 户 端 只 向 域 控 制 器 提 供 了 N T L M 认 证 的 方 式 ， 并 在 第 二 次 请 求

（Session Setup Request 2）使用了空的用户名和域名，只提供了主机名（后文

中会解释）。

对比一下正常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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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

Response

建立会话连接的请求中客户端向服务器提供了Kerberos认证方式，服务端接

收并采用了MS KRB5的认证方式，使得用户可以直接以域用户身份与域控制器进

行验证。

那么为什么域管理员在当前计算机的PSSession中无法使用Kerberos协议进

行与域控制器进行认证呢？

国外研究人员将“在多个连接中保持用户Kerberos认证凭证”的方法称

为 Kerberos Double Hop。本例中我们便是使用Kerberos身份连接主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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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shell远程管理，而又希望以当前在Powershell上的身份与域控进行认证连

接以便获得实质上的域管理员权限。为了弄清楚连接后拒绝访问的原因，我们必

须先明白Powershell是在会话中是如何工作的。

在PSSession中，Powershell是通过委派用户凭证的方式让用户在远程计算

机上执行任务的。用户从计算机A创建会话连接到计算机B，Powershell通过委

派，使得计算机B以用户身份执行任务，好像就是用户自己在执行一样。此时，

用户试图与其他计算机C建立连接，得到的却是红色的拒绝访问。因为此时并不

是以该用户身份请求访问C，而是以计算机B账户请求的，这也解释了前文中客户

端与域控制器建立连接时只发送了计算机而不是用户名。

微软在博客中提供了一些在Powershell 远程管理中安全地解决Kerberos 

Double Hop问题的方案。其中不使用用户明文密码的只有前文中介绍的三种

委派。

为了证明该理论，我们在域控制器上为当前计算机设置无约束委派（仅为实

验，请不要配置该委派方式）：

在配置完约束委派之后，已经能够在Powershell远程会话中以域管理员身份

向域控制器请求数据执行命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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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最开始的话题，我们利用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进行了本地权限提升的攻

击，摇身一变成为域管理员，而又因为Powershell Remoting委派的本质，变为

实质上的本地管理员。其实在一开始获得域管理员的身份访问计算机的服务票据

时，已经限制了域管理员的作用域。

结论

通过利用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攻击者能够令普通的域用户以域管理员身份

访问本地计算机的服务，实现本地权限提升。

Powershell Remoting通过委派用户凭证的方式使用户在远程计算机上执行

任务，本质上却是远程计算机模拟用户进行操作，如果该计算机并没有被配置委

派，登录到Powershell会话中的用户无则法再次使用自己凭证请求访问其他远程

计算机。

修复

将高权限账户设置为敏感账户，不能被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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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Rubeus已经无法通过S4U2Proxy为Administrator用户请求服务。

Elad Shamir在文章最后的缓解因素中指出被标志为委派敏感(Sensitive for 

Delegation)账户和被保护组(“Protected Users Group”)用户并不受此攻击（除

了S4U2Self攻击）影响，但在实际测试过程中发现，尽管域管理员账户加入了被

保护用户组，仍然可以为其请求有效的服务票据并访问服务。此处有待考证。

请不要把服务或计算机账户加入”Protected Users”组，微软官方文档认为

此行为会影响正常的认证并给出了警告：

启用LDAP签名 能修复上述实验中通过NTLM中继的本地提权。

检测

在活动目录中检查配置了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的服务器，并检查其可委派对

象。在目录服务对象修改事件（Event 5136）中可检测到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配

置变化（需要开启审核目录服务更改）。

使用Powershell的Active Directory模块可以直接列出配置了基于资源的约束

委派的资源对象：

Get-ADComputer –Filter {msDS-AllowedToActOnBehalfOfOtherIdentity –like 

“*”} | Out-Grid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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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允许委派到资源的对象：

Get-ADComputer –LDAPFilter “(name=*)” –Properities PrincipalsAllowedT

oDelegateToAccount | Out-Grid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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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使用虚假网站 NordVPN  
散播银行木马病毒

黑客们曾经通过破坏和滥用免费多媒体编辑网站 VSDC 散播 Win32.Bolik.2 银

行木马，但现在他们改变了攻击策略。

黑客之前的做法是黑入正规网站，并将恶意软件捆绑在下载链接中。但现在

黑客使用网站克隆，将银行木马散播到毫无防备的受害者的计算机上。

这使他们可以专注于为恶意工具添加功能，而无需再为渗透企业的服务器和

网站而浪费时间。

更重要的是，他们创建的 nord-vpn.club 网站几乎完美克隆了流行的VPN 

服务 NordVPN 的官方网站 nordvpn.com，这使得他们可以大范围传播 Win32.

Bolik.2 银行木马。

成千上万的潜在受害者

克隆的网站还拥有由开放证书颁发机构 Let’s Encrypt 于 8 月 3 日颁发的有

效 SSL 证书，有效期为 11 月 1 日。

Doctor Web 研究人员称：“Win32.Bolik.2 木马是 Win32.Bolik.1 的改进版

本，具有多组分多态文件病毒的特性，” 。

“使用这种恶意软件，黑客可以进行网络注入、流量拦截，键盘记录和窃取

多个 bank-client 系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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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恶意活动已于 8 月 8 日发起，他们主要攻击使用英语的网民，据研

究人员称，已经有数千人为了下载 NordVPN 客户端而访问了 nord-vpn.club 

网站。

制 造  B o l i k  蠕 虫 的 黑 客 又 回 来 了 。 他 通 过 伪 造  N o r d V P N ，

Invoicesoftware360 和 Clipoffice 等网站传播恶意软件 。

Arcticle：https://t.co/1ZJK5BdV4F

 IOCs：https://t.co/Q9b9ECrZxu

– Ivan Korolev（@ fe7ch）2019年8月19日

恶意软件分析师 Ivan Korolev 称，在感染用户的计算机之后，黑客使用

恶意软件“主要用于网络注入/流量监控器/后门”。

 

通过克隆网站传播恶意软件

Win32.Bolik.2 和 Trojan.PWS.Stealer.26645 也是由同一个黑客组织于 

2019 年 6 月下旬通过下面这两个虚假网站传播出去的：

 ◆ invoicesoftware360.xyz（原为 invoicesoftware360. com）

 ◆ clipoffice.xyz（原为 crystaloffice.com）

早在四月，免费多媒体编辑网站 VSDC 就遭遇了黑客攻击，这实际上是

两年来的第二起事件。下载链接被用来散播 Win32.Bolik.2 银行木马和Trojan.

PWS.Stealer（ KPOT stealer）。

下载并安装受感染的 VSDC 安装程序的用户的计算机可能会被使用多组

件多态的木马感染，病毒还有可能从浏览器，他们的Microsoft帐户，各种聊

天应用程序等程序中窃取了敏感信息。

原文转自：  HackerNews.cc

原文链接：https://www.bleepingcomputer.com/news/security/hackers-

use-fake-nordvpn-website-to-deliver-banking-trojan/

随着近年国家对网络安全

的重视和投入，全民信息安全

意识也正逐步提升，黑客的攻

击成本也逐年上升。通过近年

的安全事件，我们发现黑客的

攻击思路也正在悄然的变化，

他们开始选取用户范围广，安

全防护弱的企业入手，长期单

点突破，以实现“四两拨千

金”的攻击效果。从驱动人生

被攻击，再到在Windows软件

升级程序中植入恶意代码都显

示出攻击者这一思路的转变。

在企业防护角度上看，自

有用户的频繁中招，正在警示

其安全能力建设不能与业务能

力脱节，否则，安全的短板迟

早会波及业务的发展。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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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 Capital One 的黑客 
还涉嫌入侵其他 30 多家公司

执法部门无法获知数据是否已被出售或分发给其他黑客。

西雅图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证实，在 Thompson 家的卧室里查获的服务

器中存有 30 多家公司和教育机构的数据，但他们尚不清楚这些受影响组织的

名字。

检察官称，绝大多数数据都没有涉及个人信息。他们仍在调查受影响组

织的名字。

汤普森的律师没有立即回应要求发表评论的电子邮件。

原文转自：HackerNews.cc

原文链接：https://securityaffairs.co/wordpress/90042/cyber-crime/

capital-one-hacked.html

联邦检察官透露，在 Capital 

O n e  数 据 泄 露 事 件 发 生 后 被 捕 的 

Paige Thompson 可能还攻击了其他 

30 多个组织。

今 年 7 月 ， 美 国 最 大 的 发 卡 机

构和金融公司之一 Capital One 遭遇

黑客攻击，1.06 亿信用申请信息被

泄露。

一个网名为 “erratic” 的黑客

攻击了 Capital One 的系统，并获得

了大量的个人信息。

执法部门逮捕了嫌疑人 Paige A. 

Thompson（33），她将要对此次数

据泄露事件负责。

根 据  D o J  报 道 ， 美 国 司 法 部

长 Brian T. Moran 宣布，“一名前 

Seatt le  科技公司的软件工程师今

天被捕，此人涉嫌网络欺诈以及窃

取 Capital One 金融公司的数据。

PAIGE A. THOMPSON，网名 erratic，

33 岁，她今天在西雅图地方法院出

庭，并将于 2019 年 8 月 1 日出席听

证会。”

 

近几年，互联网安全形势愈发严峻，黑客攻击手段层出不穷，数据
信息泄露等安全事件频频发生，个人敏感信息被放在黑市上公开叫卖。
地下黑色产业利用个人敏感信息，进行资金窃取、短信轰炸、电话轰
炸，以及勒索邮件攻击，用户不堪其扰。同时，企业因为网络安全问题
导致信任危机，客户流失，损失巨大。

为减少信息泄露等安全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和财产损失，绿盟科技
建议您开展以下相应安全工作：1、加强内网安全管理。包括人员安全管
理、账号安全管理、设备安全管理、流程安全管理等；2、加强内网安全
防护体系建设。做好内网流量安全监测和防护、高危端口访问控制、终
端准入控制、应用安全防护等；3、加强漏洞和补丁管理。定期开展内网
安全评估，及时加固发现的漏洞，并且保持各类网络设备、操作系统、
应用程序的安全补丁更新；4、员工安全意识宣贯。定期开展员工网络安
全意识培训，提升员工安全防护能力。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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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zi 银行木马再现，针对高新制造业、 
进出口企业的“鱼叉式攻击”

近日，深信服安全团队监测到针对进出口贸易企业、国内大型高新制

造业的鱼叉式网络钓鱼攻击活动再次开始活跃。攻击者通过伪造政府部门邮

件、企业内部邮件等方式向目标机构特定部门（如：采购部门、财务部门

等）发起攻击，企图在目标主机分发银行木马，窃取机密信息。

深信服安全团队本次捕获到的攻击活动主要手法是通过文档中的恶意宏

代码下载执行Gozi银行木马。Gozi最早于2007年被发现，目标主要为各个国

家的大型银行，其代码一直在更新迭代，攻击目标也不断更换，以下是本次

攻击活动C2的威胁情报关联：

可以看出，攻击者在活动时准备了十个Gozi木马的下载地址，每一个文

件的MD5都不相同，并且C&C端在攻击后会很快关闭，避免被反查。

原文转自：FreeBuf

原 文 链 接 ： h t t p s : / / w w w .

freebuf.com/articles/system/209854.

html

从本次的安全事件中我

们可以发现邮件传播木马仍然

是一种常用手段，由此可见我

们对于邮件系统的检测防护依

然很重要，做好垃圾邮件、病

毒邮件及其他携带恶意样本的

邮件的检测拦截至关重要，同

时也要加强员工的网络安全意

识，不随意点击不明邮件。做

好安全意识先行，检测防御

辅助的多样化邮件安全防护

体系。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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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MU 虚拟机逃逸漏洞 
（CVE-2019-14378）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8 月 27 日

综述

近日，有国外研究员公布了一个存在于QEMU 模拟器SLiRP网络实现中的堆

缓冲区溢出漏洞（CVE-2019-14378）。攻击者可以利用该漏洞来破坏宿主机上的

QEMU进程，从而导致拒绝服务，或者还有可能使用QEMU进程的特权执行任意

代码。

成功利用此漏洞需要绕过ASLR和PIE，且利用难度比VENOM攻击更加困难，

但据研究员提供的验证视频显示，在QEMU内部执行shell脚本可以打开宿主机上

的计算器进程。

目前已有针对此漏洞的利用程序，官方已在新版本中修复该漏洞。

参考链接：

https://www.zdnet.com/google-amp/article/vm-escape-flaw-in-qemu-

allows-for-arbitrary-code-execution-denial-of-service/

https://blog.bi0s.in/2019/08/24/Pwn/VM-Escape/2019-07-29-qemu-vm-

escape-cve-2019-14378/

https://github.com/vishnudevtj/exploits/tree/master/qemu/CVE-2019-

14378

已修复漏洞版本

 □ QEMU Version == v4.1.0、v4.1.0-rc5、v4.1.0-rc4。

 □ SUSE、Debian等也提供了受影响版本及修复版本，详见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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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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qemu官方已发布了修复该漏洞的最新版，建议尽快下载升级。

qemu官方下载链接：

https://www.qemu.org/

https://github.com/qemu/qemu/releases

SUSE 提供受影响版本及已修复版本详见： https://www.suse.com/

security/cve/CVE-2019-14378/。

Debian 提供受影响版本及已修复版本详见：

https://security-tracker.debian.org/tracker/CVE-2019-14378

RedHat 提供受影响版本详见：

https://access.redhat.com/security/cve/cve-2019-14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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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ango JSONField/HstoreField  
SQL 注入漏洞（CVE-2019-14234）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8 月 3 日

综述

近日，Django 官方发布安全通告公布了一个 SQL 注入漏洞（CVE-2019-

14234）。

远程攻击者可能向受影响的应用程序发送一个精心制作的字典，以

**kwargs形式传递给QuerySet.filter()，当对 django.contrib.postgres.fields.

JSONField 进行键/索引查找，或对 django.contrib.postgres.fields.HStoreField 

进行键查找时可能会产生 SQL 注入。成功地利用此漏洞可以让远程攻击者读

取、删除、修改数据库中的数据。

参考连接：

https://www.djangoproject.com/weblog /2019/aug /01/security-

rel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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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jango 主开发分支

 □ Django 2.2.x < 2.2.4

 □ Django 2.1.x < 2.1.11

 □ Django 1.11.x < 1.11.23

不受影响的版本

 □ Django 2.2.4

 □ Django 2.1.11

 □ Django 1.11.23

解决方案

Django 官方已经发布新版本修

复了上述漏洞，请受影响的用户尽快

升级进行防护。

Django 2.2.4下载地址：

https://www.djangoproject .

c o m / m / r e l e a s e s / 2 . 2 / D j a n g o -

2.2.4.tar.gz

Django 2.1.11 下载地址：

https://www.djangoproject .

com/m/releases/2.1/Django-2.1.11.

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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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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jango 1.11.23 下载地址：

https://www.djangoproject.com/m/releases/1.11/Django-1.11.23.tar.gz

参考链接：

https://www.djangoproject.com/weblog/2019/aug/01/secur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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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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远程桌面服务蠕虫漏洞 
（CVE-2019-1181、CVE-2019-1182）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8 月 14 日

综述

微软于本周二发布了8月安全更新补丁，修复中包括了两个RDP服务中的远

程代码执行漏洞（CVE-2019-1181、CVE-2019-1182）。

CVE-2019-1181和CVE-2019-1182 与之前修复的“BlueKeep”漏洞（CVE-

2019-0708）类似，也具有蠕虫特性，即利用这些漏洞的恶意软件可能会在无需

用户交互的情况下在易受攻击的机器间进行传播。

参考链接：

https://msrc-blog.microsoft.com/2019/08/13/patch-new-wormable-

vulnerabilities-in-remote-desktop-services-cve-2019-1181-1182/

受影响版本

 □ Windows 7 SP1

 □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P1

 □ Windows Server 2012

 □ Windows 8.1

 □ Windows Server 2012 R2

 □ 所有受支持的 Windows 10 版本，包括服务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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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影响版本

 □ Windows XP

 □ Windows Server 2003

 □ Windows Server 2008

 □ 远程桌面协议（RDP）本身不受影响

解决方案

目前，官方已提供了漏洞的修复更新，请尽快在Microsoft安全更新

指南页面（https://portal.msrc.microsoft.com/en-US/security-guidance/

advisory/CVE-2019-1182、https://portal.msrc.microsoft.com/en-US/security-

guidance/advisory/CVE-2019-1181）下载并修复。

同时，作为缓解措施，建议在受影响的系统上启用网络级别身份验证

（NLA）功能。因为NLA在触发漏洞之前需要进行身份验证。但是，如果攻击

者具有可用于成功进行身份验证的有效凭据，则受影响的系统仍然容易受到

远程代码执行（RCE）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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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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ose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5032/5033/5041）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8 月 22 日

综述

近日，Cisco Talos团队发布了多条技术分析称Aspose产品中的Aspose.cells

以及Aspose.words存在远程代码执行漏洞，攻击者可以制作一个恶意的文件来利

用相关漏洞，在用户触发后可以远程执行代码。

漏洞概括

Aspose.Cells 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5032
CVSS 3.0 : 9.8

Aspose.Cells library中的LabelSst记录解析器（record parser）存在一个越

界读取漏洞，攻击者可以利用一个特殊的XLS文件来触发，从而导致远程代码执

行。需要用户的操作才能成功利用该漏洞。

CVE-2019-5033
CVSS 3.0 : 9.8

该漏洞与CVE-2019-5032类似，但是源于Number记录解析器（record 

parser）。

上述漏洞影响版本：

 □ Aspose.Cells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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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请参考：

https://www.talosintelligence.com/vulnerability_reports/TALOS-2019-0794

https://www.talosintelligence.com/vulnerability_reports/TALOS-2019-0795

Aspose.Words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5041
Aspose Aspose.Words库的版本18.11.0.0的EnumMetaInfo函数中存在可利用

的栈溢出漏洞。 特制的doc文件可能导致栈溢出，从而导致远程执行代码。 攻击

者需要向受害者特制的文件才能触发此漏洞。

影响版本：

 □ Aspose.Words 18.11.0.0

详细信息请参考：

https://www.talosintelligence.com/vulnerability_reports/TALOS-2019-0805

解决方案

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明，Aspose官方目前没有对上述漏洞做出回应，也没有

发布相关补丁修复上述漏洞，请受影响的用户对官方更新保持关注。

Aspose官方信息：

https://products.aspose.cloud/cells

https://products.aspose.cloud/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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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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toiseSVN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14422）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8 月 14 日

综述

当地时间8月13日，来自vxrl漏洞实验室的研究员公布了在 TortoiseSVN中

发现的一个远程代码执行漏洞（CVE-2019-14422）。

漏洞成因是TortoiseSVN的URI处理程序(Tsvncmd:)允许在Excel工作簿上

进行定制的diff操作，该操作可能被用于在不受宏安全设置保护的情况下打开

远程工作簿，从而造成任意代码执行。

攻击者可能通过在网络驱动器中放入宏病毒来利用这一点，迫使受害者

打开工作簿并执行其中的宏病毒。该漏洞可以通过用web浏览器访问一个特别

设计的URL来触发。

参考链接：

https://seclists.org/fulldisclosure/2019/Aug/7

受影响版本

 □ TortoiseSVN Version <= 1.12.1

不受影响版本

 □ TortoiseSVN Version == 1.12.2

解决方案

目前，官方已发布了修复该漏

洞的最新版 v1.12.2，建议尽快下载

升级。

官方下载链接：

h t t p s : / / t o r t o i s e s v n . n e t /

downloads.zh.html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

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不为此安全公

告提供任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

利用此安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

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及损失，

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

安全公告作者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

解释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

告，必须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整性，

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

科技允许，不得任意修改或者增减此

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

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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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ostscript -dSAFER 沙箱绕过漏洞 
（CVE-2019-10216）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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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影响版本

Ghostscript commit 5b85ddd19a8420a1bd2d5529325be35d78e94234 之

前版本。

http://git.ghostscript.com/?p=ghostpdl.git;a=commitdiff;h=5b85ddd19

不受影响版本

Ghostscript commit 5b85ddd19a8420a1bd2d5529325be35d78e94234 及

之后版本。

解决方案

当前官方暂未发布修复该漏洞的 release 版本，不过在Ghostscript 

commit 5b85ddd19a8420a1bd2d5529325be35d78e94234 及之后版本中已修

复了该漏洞，用户应尽快升级进行防护。

缓解措施：

综述

近日，Ghostscript公布了一个 

-dSAFER 沙箱绕过漏洞（CVE-2019-

10216）。漏洞成因是Ghostscript中

的.buildfont1在执行时没有正确地限

制特权调用，导致攻击者可以通过创

建一个特别设计的PostScript文件来

利用该漏洞提升特权并访问限制区域

之外的文件。

参考链接：

https://seclists.org /bugtraq/ 

2019/Aug/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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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通过禁用Policy.xml中的ps、EPS、pdf及XPS编码器来实现对此漏

洞的有效防护。以ImageMagick为例，修改其policy配置文件，默认路径/etc/

ImageMagick/policy.xml，添加如下代码至<policymap>部分：

<policymap>

<policy domain="coder" rights="none" pattern="PS" />

<policy domain="coder" rights="none" pattern="EPS" />

<policy domain="coder" rights="none" pattern="PDF" />

<policy domain="coder" rights="none" pattern="XPS" />

</policy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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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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近日，有安全人员在Twitter上披露了一个关于KDE Framewors的命令执行漏

洞。该漏洞源于KDesktopfile类在处理.desktop、.directory文件或配置文件时存

在缺陷。攻击者可以创建恶意的该类型文件，用户在使用KDE file viewer浏览这

些文件时就可触发漏洞，导致恶意文件中的代码执行，无需用户的交互操作（例

如执行文件）。

参考链接：

https://twitter.com/zer0pwn/status/1158433002239746048

https://kde.org/info/security/advisory-20190807-1.txt

受影响版本

 □ KDE kconfig < 5.61.0

不受影响版本

 □ KDE kconfig >= 5.61.0

KDE Frameworks 命令执行漏洞 
（CVE-2019-14744）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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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KDE官方已经在新版本中彻底移除了造成上述漏洞的相关功能，用户应尽快

升级进行防护。

同时，使用KDE Frameworks 5的用户还可以自行利用以下补丁进行修复：

https://cgit.kde.org/kconfig.git/commit/?id=5d3e71b1d2ecd2cb2f910036e6

14ffdfc895aa22

使用kedlibs的用户可以利用以下补丁进行修复：

https://cgit.kde.org/kdelibs.git/commit/?id=2c3762feddf7e66cf6b64d9058f6

25a715694a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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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20956

新增规则

1. 攻击 [10497]:slowhttptest 慢速攻击

2. 攻击 [24550]:Webmin（CVE-2019-15107）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3. 攻击 [24548]:Cisco Prime Data Center Network Manager 任意文件上传漏洞

4. 攻击 [24544]:Netgate pfSense 跨站脚本漏洞 (CVE-2019-12347)

5. 攻击 [41709]:Microsoft IIS IISADMPWD Virtual Directory 信息枚举漏洞

6. 攻击 [24545]:Microsoft IIS 6.0 文件解析漏洞

7. 攻击 [41710]:Linux 系统 Shell 反向连接

8. 攻击 [24546]:Adobe ColdFusion CVE-2019-7839 远程执行代码（CVE-2019-7839）

9. 攻击 [24541]:Apache Solr DataImportHandler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0193)

10. 攻击 [24539]:Drupal Core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6339)

11. 攻击 [24540]:HP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Center perfSelectTask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5385)

修改更新规则：

1. 攻击 [24545]:Microsoft IIS 6.0 文件解析漏洞

2. 攻击 [23649]:Intellicom NetBiter Hostname 字段缓冲区溢出漏洞

3. 攻击 [41499]:HTTP 请求敏感路径访问尝试

4. 攻击 [60607]: 多个厂商 DNS 消息解压远程拒绝服务漏洞

5. 攻击 [30651]:Nessus 漏洞扫描工具 HTTP 服务扫描操作

6. 攻击 [41499]:HTTP 请求敏感路径访问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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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0.42487

新增规则 :

1. 服务器 / 插件漏洞防护

27004899 jackson_databind_deserialization 防护 jackson 相关漏洞

27004900 django_postgres_field_sqli 防护 django 相关漏洞

27004901 java_deserialization_hex 防护反序列化攻击 27004902 java_deserialization_base64 防护反

序列化攻击

27526169 apache_solr_dataimport_rce 防护 apache solr 相关漏洞

2. Web 通用防护

25612354 php_code_exec 防护代码注入

25612355 php_base64_decode 防护代码注入

25612356 php_file_operate 防护代码注入

25612357 phpinfo_func 防护代码注入

18622217 nmap_scan 防护扫描攻击

18622218 sqlmap_scan 防护扫描攻击

8912968 caidao_response 防护 webshell 连接

8912969 antsword_response 防护 webshell 连接

8912970 cknife_response 防护 webshell 连接

18612371 union_all_comment_select 防护 sql 注入

18612372 union_comment_select 防护 sql 注入

18612373 union_distinct_comment_select 防护 sql 注入

18612374 params_multi_comment 防护 sql 注入

18612375 sql_key_character1 防护 sql 注入

18612376 sql_key_character2 防护 sql 注入

18612377 sql_function_key_character 防护 sql 注入

18612378 mssql_key_character 防护 sql 注入

修改规则 :

8912952 yf_shell_request 防护 webshell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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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Gartner的定义，威胁情报

平台（Threat Intelligence Platform，

简称TIP）用于实时收集、关联、分

类、整合威胁情报，然后支持威胁防

御行动，与现有的安全技术和流程相

结合以弥补其不足，同时也可满足在

多个利益相关人和群体之间快速分享

机读威胁情报的需求。

随着威胁情报在安全体系中应

用的急剧增长和逐步深入，越来越多

的企业发现外部的威胁情报供应已无

法完全满足其业务需求，亟待构建自

己的威胁情报平台，以生产和管理符

合其业务特点的威胁情报，支持其特

有的情报应用场景和需求。

绿盟科技近日正式发布绿盟威

胁情报平台，帮助客户建立自己的威

胁情报中心。

【新品上市】 
绿盟威胁情报平台 NTIP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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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价值

绿盟威胁情报平台NTIP支持本地化部署，适用于联网和隔离网环境，提

供多源情报接入、管理和应用等能力，帮助企业建立自己的情报运营体系，

全面提升企业威胁检测和响应能力。

关键特性

 ◆ 软件化部署，适用于联网和隔离网环境；

 ◆ 支持接入企业内部、外部多源情报；

 ◆ NTI所有情报类型均可下沉到本地NTIP；

 ◆ 定期更新云端情报，重大威胁小时级预警；

 ◆ 本地威胁数据研判，为重保活动提供支撑；

 ◆ 可视化追踪溯源，可协助定位到具体位置和邮箱；

 ◆ 与本地安全产品协同应用，全面提升企业威胁检测和响应能力；

 ◆ 绿盟安全产品可一键切换到NTIP获取情报；

 ◆ 第三方产品可通过API与TIP进行对接；

 ◆ 帮助企业建立自己的情报运营体系。

产品概述

绿盟威胁情报平台（NSFOCUS 

Threat Intelligence Platform，简称

NTIP），是绿盟科技依托其威胁情

报中心（NTI）多年的威胁情报运营

和应用经验研发的企业级威胁情报平

台产品，是一款面向企业用户的软件

化部署平台，适用于联网和隔离网环

境，无缝对接绿盟独特、优质的威胁

情报。提供多源情报接入、管理和应

用等能力，帮助企业建立自己的情报

运营体系，全面提升企业威胁检测和

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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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 NIDS/NIPS 入列 
2019 年 Gartner IDPS 市场指南

近期，国际知名市场咨询机构Gartner发布了首期入侵检测与防御系统（简

称IDPS）市场指南，这标志着IDPS产品进入了成熟期，绿盟科技NIDS/NIPS凭借

出色的防护能力和优秀的市场表现被纳入代表性供应商。这是继连续六次入围

Gartner魔力象限成为“挑战者象限”产品后，绿盟IDPS再次获得权威机构和客户

的认可，体现了绿盟科技强大的产品能力和市场地位。

Gartner对绿盟科技及IDPS产品做了如下的描述：

基于广泛的客户调研，Gartner认为绿盟IDPS可以很好的满足市场需求：从

300Mbps到120Gbps型号覆盖，适用各种网络场景；Vmware、KVM、Openstack

主流虚拟化平台支持完备；支持沙箱能力扩展，实现高级恶意文件、APT攻击检

测；支持应用控制，提升企业效率；另外，通过集成威胁情报（NTI），实现云

端安全能力实时注入到设备。

资料来源：Gartner，Market Guide for Intrusion Detection and Prevention 

Systems，Published: 1 July 2019 ID: G00385800，Analyst(s): Craig Lawson John 

Wat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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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安全细分领域专注者，绿盟IDPS始终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标，坚持技术

创新为己任。持续追踪最新的威胁和漏洞，整合周边领域安全能力，提升核心竞

争力：

01  高级威胁防御

除了传统基于规则（近9000种）的方式来检测已知威胁外，绿盟IDPS还可以

检测未知威胁，通过与沙箱产品（TAC）的协同防御，实现对高级恶意文件、隐

蔽信道以及对主流APT攻击的检测，此外，依托领先的威胁情报系统（NTI），绿

盟IDPS可以对僵尸网络C&C、恶意URL、恶意样本以及恶意IP进行检测与拦截，

并可就攻击源信息、攻击组织、攻击样本进行云端取证、攻击确认和关联分析。

02  高级恶意文件检测

集成多重检测引擎（流式、启发式以及威胁情报），辅助1300+万病毒库，

实现对PE类、文档类、压缩类、APK、ELF等文件检测，并可就恶意文件的回连

行为进行捕获，识别出网络中的失陷主机，对于最新热点的威胁样本，采用云地

结合的方式，样本的签名信息可及时推送到设备，达到“一点发现，全局生效”

的防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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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多环境部署无缝适配

在网络适配性上，绿盟IDPS产品支持IPv4/IPv6网络部署与防护的无缝对接，

在防护场景上，除了支持传统的企业边界防护、企业东西向防护、关键服务器防

护、IDC出口防护、运营商骨干网监测外，绿盟IDPS产品还支持丰富的虚拟化环

境，除了支持自有的NCSS虚拟化安全资源池外，还支持主流的虚拟化平台，如

KVM、VMware和OpenStack，并在运营商、金融和电子政务得到广泛的部署。

04  应用管控，提升企业生产率

绿盟IDPS在深耕安全防护的同时，对提升企业效率上也做考虑，如URL分类

过滤、基于应用控制和限流，使得企业管理者在通过管理手段的同时，辅助以技

术手段，让企业员工聚焦工作内容，有效利用网络。

网络攻防犹如永无休止的猫鼠游戏，绿盟IDPS团队将持续聚焦最新攻击技术

的研究，把握未来威胁趋势，积极探索新一代防御技术，力争当好用户网络安全

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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