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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恒 信 息  

信 息 安 全 威 胁 通 告  
2018年第 31 期〔2018.08.09-2018.08.15〕 

 

本周信息安全漏洞威胁整体评价级别为中。 

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以下简称 CNVD）本周共收集、整理信息安全漏

洞 213 个，其中高危漏洞 66 个、中危漏洞 144 个、低危漏洞 3 个。漏洞平均分

值为 6.27。本周收录的漏洞中，涉及 0day漏洞 63个（占 30%），其中互联网上

出现“Ericsson-LGiPECS NMS 30M 目录遍历漏洞、Adobe Reader PDF 本地请求

注入漏洞”等零日代码攻击漏洞。本周 CNVD 接到的涉及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的事件型漏洞总数 893 个，与上周（534个）环比增长 67%。 

同时，本周典型处罚案例请参照 2.1章节。 

 

 

 

                                                                      

 

 

 

 

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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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看安全 

1.1. 简讯 

印度银行遭黑客入侵，被盗取 94 亿卢比，12亿

转移到了香港。在最近一次重大的网络攻击中，黑客

通过入侵印度浦那“宇宙银行”的 ATM 交换机服务

器窃取了 94亿卢比，黑客窃取了多个 Visa 和 Rupay

借记卡所有者的详细信息。 

 

在最近一次重大的网络攻击中，黑客通过入侵印度浦那“宇宙银行”

的 ATM 交换机服务器窃取了 94 亿卢比，黑客窃取了多个 Visa 和 Rupay

借记卡所有者的详细信息。这些信息被用于执行大约 12,000 笔交易，价

值 78亿卢比，同样，在该国境内其它区域进行了 2,800笔交易，其中 80

万卢比被清除。 

在另一笔交易中，资金被发送到位于香港的汉森银行。该交易是以

名为 ALM Trading Limited 的公司名义进行的。这位受益人获得了 12亿

卢比。印度银行被盗总金额约为 94 亿卢比（约为 9亿人民币）。宇宙银

行的主席 Milind Kale 表示，“这是从加拿大完成的入侵; 印度储备银

行和税收团队正在调查此事。” 

因为这些黑客从印度浦那著名的宇宙银行手中窃取了 94 亿卢比。

宇宙银行已向浦那警方网络小组提起诉讼，指控其服务器上存在恶意软

件攻击。浦那警方网络小组负责人 DCP Jyoti Priya Singh 证实了这一

消息。宇宙银行是印度历史最悠久的合作银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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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电信巨头 Comcast 爆漏洞，暴露 2650 万

用户个人信息。研究员发现 Comcast Xfinity 无意

中暴露了超过 2650万名用户的家庭住址和社会安全

号码。 

 

研究员发现 Comcast Xfinity 无意中暴露了超过 2650万名用户的家庭

住址和社会安全号码。隶属于这家全美第二大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在线客

户门户网站上被发现存在两个此前未被报告的漏洞，这使得即使是不具备

太多专业技能的黑客也可以很容易地访问这些敏感信息。 

在 BuzzFeed News 向 Comcast报告了这项调查结果之后，该公司对漏

洞进行了修复。发言人 David McGuire 告诉 BuzzFeed News：“我们迅速

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调查，在几个小时内我们修复了这两个漏洞，消除了研

究人员所描述的潜在威胁。我们非常重视用户的安全，目前没有证据表明

漏洞曾被用来攻击 Comcast的客户。” 

虽然，Comcast 目前表示尚未发现任何滥用漏洞的行为，但相关的审

查仍在进行中。 

在美国，社会安全号码近年来已经成为了实际上的国民辨识号码，对

于该国公民来说极其重要。因为，许多公司（包括信用卡公司和互联网服

务提供商）都选择使用社会安全号码的后四位数来通过电话或在线验证用

户的身份。黑客完全可以利用窃取的社会安全号码的后四位数来欺骗这些

公司的客服，以获取用户在线帐户的访问权限，从而获取到有关用户更多

的个人信息。 

第二代区块链架构 Tendermint 的安全负责人 Jessy Irwin表示：“当

攻击者获取到了家庭住址信息，并将其与社会安全号码后四位数结合起

来，这将是一场灾难的开始。”根据 Irwin 的说法，社会安全号码的最后

四位数字可以让攻击者进入几乎所有类型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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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趋势看安全 

2.1. 被黑事件 

2.1.1. 典型事件简述 

⚫ 江苏侦破全国首例单位非法获取公民信息案，10万条业主信息泄露 

 近日，盐城警方根据一市民举报装修推销骚扰电话顺藤摸瓜，调查发现一家

装饰公司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同时将非法贩卖小区业主等个人信息 10 万余

条的 2 名男子抓获。近日，警方对装饰公司罚款 10 万元，这也是盐城警方依据

《网络安全法》查处的全国首例单位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一般程序行政案。 

今年 5月中旬，盐城市区某小区的业主华某向盐城警方报警，称自己近日一

直收到装修公司的推销电话，但是自己并没有去过这家公司，怀疑自己的信息被

泄露了。 

接报后，盐城市公安局城南新区分局根据华某提供公司名称进行调查后发现

该公司突然与平时没有业务交集的网站频繁联系，十分异常。 

5 月 22 日，警方对该公司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查获大量涉及公民个人信息

的纸质文档及电子档，内容精确到业主门牌号码、面积，但公司无法合理解释其

信息来源。 

经查，为推广装修业务，该装饰公司通过报案人所在小区物业公司中层干部

王某非法收购大量业主个人信息，采取电话推销等方式从事装修经营活动。同时，

警方调查还发现该公司还从另一嫌疑人温某处购买了大量盐城当地的居民个人

信息。 

经深入调查，警方发现嫌疑人温某是专门从事公民信息和号码的倒卖，当地

许多装修等促销单位都是向其购买个人信息。“按照一个小区来收费，老小区便

宜，新小区贵，每个小区的居民信息收费几百元不等，有 10 万余条的个人信息

被温某倒卖或交换。”办案民警说。 

盐城市公安局城南新区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周游介绍，在行业内部，业主信

息遭泄露早已是“明”规。“姓名、电话、门牌、面积……业主的购房信息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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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转手倒卖，以 5 毛到 8 元钱不等的价格‘流向’装修公司、房产中介等手中，

业主手机沦为‘热线电话’，一天到晚各种推销电话不断。” 

“经鉴定，涉案的装饰公司利用此方式共获利 2万余元。”盐城市公安局城

南新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刘勇告诉记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

四十四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从事广告推销活动的盐

城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作出罚款 10 万元的处罚。“个人贩卖公民信息被查处的

在全国时有发生，但正规单位因为购买公民信息被处理的还是首例。”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温某（另案查处）等人已被警方采取了强制措施，

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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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全漏洞 

2.2.1. 漏洞预警 

 

漏洞名称： Google Chrome 存在多个漏洞（CVE-2017-15407） 

受影响产品： Google Chrome <63.0.3239.84 

危害级别： 高 

漏洞描述： Google Chrome 是美国谷歌（Google）公司开发的一款 Web 浏览

器。 

Google Chrome 存在多个安全漏洞。攻击者可以利用漏洞在浏览

器环境中执行任意代码，恶意重定向，绕过安全限制执行未授权

操作，造成拒绝服务，检索敏感信息并发动其它攻击。 

安全建议： 厂商已发布了漏洞修复程序，请及时关注更新： 

https://chromereleases.googleblog.com/2017/12/stable-

channel-update-for-desktop.html 

漏洞名称： Oracle Database Server Java VM 组件远程漏洞(CVE-2018-0345) 

受影响产品： Oracle database server 11.2.0.4 

Oracle Database Server 12.1.0.2 

Oracle Database Server 12.2.0.1 

Oracle Database Server 18 

危害级别： 高 

漏洞描述： Oracle Database Server 是美国甲骨文（Oracle）公司的一套关

系数据库管理系统。该数据库管理系统提供数据管理、分布式处理

等功能。Java VM是其中的一个 Java虚拟机组件。 

Oracle Database Server 中的 Java VM 组件存在安全漏洞。攻击

者可利用该漏洞控制组件，影响数据的可用性、完整性和保密性。 

安全建议： 目前厂商已发布升级补丁以修复漏洞，补丁获取链接：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curity-

advisory/alert-cve-2018-3110-50321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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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名称： Quest KACE System Management Appliance SQL 注入漏洞（CVE-

2018-11136） 

受影响产品： Quest Software Inc.Quest KACE System Management Appliance 

8.0.318 

危害级别： 高 

漏洞描述： Quest KACE System Management Appliance 是美国 Quest Softwa

re 公司的一款 IT资产管理设备。 

Quest KACE System Management Appliance 8.0.318 版本中的

‘/common/download_agent_installer.php’脚本存在 SQL 注入

漏洞，该漏洞源于程序未能过滤接收到的‘orgID’参数。远程攻

击者可利用该漏洞执行任意的 SQL命令。 

安全建议： 厂商已发布漏洞修复程序，请及时关注更新： 

https://support.quest.com/download-install-detail/6086148 

漏洞名称: WordPress WP Live Chat Support Pro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CVE-

2018-12426） 

受影响产品： WordPress WP Live Chat Support Pro <8.0.07 

危害级别： 高 

漏洞描述： WordPress是 WordPress软件基金会的一套使用 PHP语言开发的博

客平台，该平台支持在 PHP 和 MySQL 的服务器上架设个人博客网

站。WP Live Chat Support Pro 是使用在其中的一个网页聊天插

件。 

WordPress WP Live Chat Support Pro 插件 8.0.07 之前版本中存

在远程代码执行漏洞，该漏洞源于程序通过客户端限制来验证文件

类型。攻击者可利用该漏洞执行代码。 

安全建议： 厂商已发布了漏洞修复程序，请及时关注更新： 

https://wordpress.org/plugins/wp-live-chat-

support/#develo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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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名称： Insteon Hub 拒绝服务漏洞（CVE-2018-3834） 

受影响产品：  INSTEON Insteon Hub 1013 
 

危害级别： 高 

漏洞描述： Insteon Hub是美国 Insteon公司的一款 Insteon中央控制器产

品。该产品可远程控制家中的灯泡、墙壁开关、空调等。 

使用 1013版本固件的 Insteon Hub 中存在拒绝服务漏洞，该漏

洞源于程序未能检测固件镜像的类别。攻击者可通过冒充远程

服务器‘cache.insteon.com’并提供已签名的固件镜像利用

该漏洞造成拒绝服务。 

安全建议： 目前厂商暂未发布修复措施解决此安全问题，建议使用此软件

的用户随时关注厂商主页或参考网址以获取解决办法： 

https://www.insteon.com/insteon-hub 

 

 

漏洞名称： WordPress 任意代码执行漏洞（CVE-2018-12895） 

受影响产品： WordPress Wordpress <=4.9.6 

危害级别： 高 

漏洞描述： WordPress 是一种使用 PHP语言开发的博客平台，用户可以在支持

PHP 和 MySQL数据库的服务器上架设属于自己的网站，也可以把 W

ordPress 当作一个内容管理系统（CMS）来使用。 

WordPress 4.9.6 及更早版本存在任意代码执行漏洞。该漏洞源于

wp-includes/post.php wp_delete_attachment 函数缺少文件名

验证。攻击者可通过目录遍历利用该漏洞执行任意代码。 

安全建议： 厂商尚未提供漏洞修复方案，请关注厂商主页更新： 

https://cn.wordpr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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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名称： Apple macOS/OS X 提权漏洞（CVE-2018-4285） 

受影响产品： Apple MacOS 

危害级别： 高 

漏洞描述： macOS 是苹果公司为 Mac系列产品开发的专属操作系统。 

Apple macOS/OS X 存在提权漏洞，该漏洞是由于 ATS 组件中触发

类型混淆错误所致，攻击者可利用该漏洞获取 root 权限。 

安全建议： 厂商已发布了漏洞修复程序，请及时关注更新： 

http://support.apple.com/en-us/HT208937 

 
 

漏洞名称： Adobe Acrobat 和 Reader 缓冲区溢出漏洞（CVE-2018-12812） 

受影响产品： Adobe Acrobat DC <=2018.011.20038 

Adobe Acrobat Reader DC <=2018.011.20038 

Adobe Acrobat 2017 <=2017.011.30079 

Adobe Acrobat Reader DC (Classic 2015) <=2015.006.30417 

Adobe Acrobat DC (Classic 2015) <=2015.006.30417 

Adobe Acrobat Reader 2017 <=2017.011.30079 

Adobe Acrobat <2018.011.20040 

危害级别： 高 

漏洞描述： Adobe Acrobat 和 Reader都是美国奥多比（Adobe）公司的产品。

前者是一套 PDF 文件编辑和转换工具，后者是一套 PDF 文档阅读

软件。 

Adobe Acrobat 和 Reader中存在缓冲区溢出漏洞。攻击者可利用

该漏洞在当前用户的上下文中执行任意代码。 

安全建议： 目前厂商已发布升级补丁以修复漏洞，补丁获取链接： 

https://helpx.adobe.com/security/products/acrobat/apsb18

-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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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名称： Apache CouchDB 权限提升漏洞（CVE-2018-11769） 

受影响产品： Apache CouchDB <2.2.0 

危害级别： 高 

漏洞描述： CouchDB 是用 Erlang开发的一套面向文档的数据库系统。 

Apache CouchDB 2.2.0 之前版本中存在安全漏洞，该漏洞源于

程序未能充分的验证管理员通过 HTTP API 提交的配置设置。攻

击者可利用该漏洞绕过配置设置的黑名单，提升至操作系统用

户权限，进而执行任意代码。 

安全建议： 厂商已发布漏洞修复程序，请及时关注更新： 

https://lists.apache.org/thread.html/1052ad7a1b32b9756

df4f7860f5cb5a96b739f444117325a19a4bf75@%3Cdev.couchd

b.apache.org%3E 

 

  

漏洞名称： EMLsoft SQL 注入漏洞(CVE-2018-14967) 

受影响产品： emlsoft EMLsoft 5.4.5 

危害级别： 高 

漏洞描述： EMLsoft 是一套企业通讯录管理系统。 

EMLsoft 5.4.5 版本中的 upload\eml\action\action.user.php

文件存在 SQL 注入漏洞。远程攻击者可借助‘numPerPage’参

数利用该漏洞查看、添加、修改或删除后端数据库中的信息。 

安全建议： 厂商尚未提供漏洞修复方案，请关注厂商主页更新： 

http://bbs.eml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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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关于西门子有关产品存在高危漏洞的风险通报 

一、基本情況 

8月 7日，西门子发布官方公告称，其用于 SIMATIC STEP7 和 SIMATIC Win

CC产品的 TIA Portal（Totally Integrated Automation Portal 全集成自动化

门户）软件存在两个高危漏洞（CVE-2018-11453 和 CVE-2018-11454），影响范

围包括两款产品 V10、V11、V12、V13的所有版本，以及 V14中小于 SP1 Update

 6和 V15 中小于 Update 2 的版本。目前，西门子已给出相关解决措施。 

二、风险分析 

TIA Portal 是西门子的一款可让企业不受限制地访问公司自动化服务的软

件。本次发现的两个高危漏洞中，CVE-2018-11453 可让攻击者在得到访问本地

文件系统的权限后，通过插入特制文件实现对 TIA Portal 的拒绝服务攻击或执

行任意代码；CVE-2018-11454可让攻击者利用特定 TIA Portal目录中的错误文

件权限配置，操纵目录内的资源（如添加恶意负载等），并在该资源被合法用户

发送到目标设备后实现远程控制。 

由于 TIA Portal 广泛适用于西门子 PLC（如 S7-1200、S7-300/400、S7-15

00等）、SCADA等工控系统，以上两个漏洞将对基于西门子产品的工业控制系统

环境造成重大风险。 

三、防护措施 

目使用上述产品的企业应尽快开展内部自查，明确受影响的产品及范围，按

照官方解决方案采取如下措施： 

1. 对于 SIMATIC STEP7 和 SIMATIC WinCC V10、V11、V12、V13 相关版本，

制定合理的访问控制策略，并仅处理经过验证的可信来源的 GSD文件； 

2. 对于 SIMATIC STEP7 和 SIMATIC WinCC V14 和 V15相关版本，可直接下

载最新版本修复漏洞。 

参考链接： 

1. 西门子官方说明： 

https:match//cert-portal.siemens.com/productcert/pdf/ssa-979106.p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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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焦点事件 

3.1. 国内焦点事件 

3.1.1. 工信部组织开展电信和互联网行业网络安全检查 

8月 13日下午消息，工信部印发关于开展 2018年电信和互联网行业网络安

全检查工作的通知，以强化电信和互联网行业网络安全风险防范和责任落实，提

升行业网络安全保障水平。 

检查对象为依法获得电信主管部门许可的基础电信企业、互联网企业、域名

注册管理和服务机构建设与运营的网络和系统。重点是电信和互联网行业网络基

础设施、用户信息和网络数据收集、集中存储与处理的系统、企业门户网站和计

费系统、域名系统、电子邮件系统、移动应用商店、移动应用程序及后台系统、

公共云服务平台、公众无线局域网、公众视频监控摄像头等重点物联网平台、网

约车信息服务平台、车联网信息服务平台等。 

重点检查网络运行单位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通信网络安全

防护管理办法》《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情况，电信

和互联网安全防护体系系列标准符合情况，可能存在的弱口令、中高危漏洞和其

他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等。 

3.1.2. 网爆滴滴黑产：车费翻倍？外挂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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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外挂？如何作弊的？ 

“外挂”是一款英文 App，由开发者直接安装到手机。 

有滴滴快车司机使用“外挂”，增加实际费用，可使乘客定位的费用翻倍甚

至更多。例如：记者叫车前 App 预估车费为 8 元，滴滴司机王先生抢单后打开

“外挂”，车还没开动滴滴出行 APP显示车辆已经开动，随后王先生按照记者指

定路线向目的地行驶。几分钟后，车辆到达指定地点，王先生结束行程，这时产

生的费用为 16.09元。查看费用明细发现，车辆行驶里程为 8.6公里，而车辆公

里表显示实际距离只有 1.8公里左右。 

叫车前 App显示费用为 8元，到达目的地后费用却是 16.09元。昨日，一位

良心发现的滴滴快车司机向华商报记者展示了使用“外挂”增加实际费用的过

程。滴滴回应称，一旦发现司机作弊将进行封号、罚款处理。 

滴滴司机良心发现 

曝光“外挂”骗局 

王先生原本做手机生意。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买手机的滴滴司机向他透露

跑滴滴快车每个月可以收入两三万元。起初，王先生不相信，但该司机表示正常

跑不行，如果使用“外挂”的话就很容易了。王先生让该司机给他展示，该司机

操作“外挂”，原本 40多元的路费变成 100 多元，这让王先生非常震惊。 

那段时间手机越来越难做，王先生便放弃手机生意，注册了滴滴快车，并购

买装有“外挂”的手机开始跑滴滴快车。王先生说，如果不使用“外挂”，一天

只能赚 300多元，使用“外挂”后可赚七八百元。 

王先生说，他有一次拉乘客去兵马俑，原本乘客定位的费用是 90 多元，他

使用“外挂”后行驶至距兵马俑还有 8公里左右时就达到 180多元。 

王先生说，他觉得赚这样的钱良心过不去，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就没再用了，

他曝光此事是希望提醒乘客别再被骗了，同时希望滴滴出行方面能拿出有效的办

法严格控制此类情况。 

为什么要使用"外挂"？ 

可使乘客定位的费用翻倍 

昨日上午，华商报记者见到王先生所说的“外挂”，它是一款英文 App。 

王先生称，这款 APP 不能下载，是跟手机一起买来的，好像只有 IPHONE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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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指定版本越狱后，由 App 开发者直接安装到手机上的，每个 2000 元左右。要

购买“外挂”，必须要有人介绍到一个群里才行，否则无法购买。 

为了弄清“外挂”的工作原理，记者让王先生展示“外挂”的使用方法。 

记者使用滴滴出行 App 选定一个地点叫了快车，叫车前 App 预估车费为 8

元。王先生抢单打开“外挂”后，车还没开动滴滴出行 App 显示车辆已经开动，

随后按照记者指定路线向目的地行驶，但导航上显示车辆在不停地变换线路，与

实际位置不符。几分钟后，到达指定地点，王先生结束行程，这时产生的费用为

16.09元。记者查看费用明细发现，车辆行驶里程为 8.6公里，而车辆公里表显

示实际距离只有 1.8 公里左右。华商报记者再次尝试一次，费用由 12 元变成了

21.13元。 

记者注意到，当车辆在南三环行驶时，导航上车辆的位置已经到达了临潼区，

到达目的地雁塔路附近时，导航上显示车辆在渭河新丰大桥附近，距离实际地点

40多公里，但王先生关闭“外挂”结束行程后，定位立即回到实际地点。 

"外挂"主要针对哪些用户？ 

去机场的或长距离的乘客 

王先生表示，使用“外挂”的司机大多都是跑机场的或其他长途线路的，因

为车辆行驶时间越长、路程越远，滴滴计费就越高，“外挂”作假的空间就越大。

一般情况下，从西安城区叫快车到咸阳机场都是 100多元，但使用“外挂”的司

机费用可以达到 300 多元或 400多元。 

"外挂"还有什么功能？ 

可以抢任何指定地点的单 

这种“外挂”除了增加费用外，还有作弊抢单的功能。根据王先生演示，无

论他本人在哪都可以抢任何指定地点的单。王先生说，这样的话，使用“外挂”

的司机可以抢到大量机场或其他长途线路的单。 

为什么"外挂"难被发现？ 

“外挂”手机一直是静音状态 

王先生称，使用“外挂”的司机一般都有两部手机，因为使用“外挂”后，

滴滴出行 APP的导航会不断提醒车辆在改变线路，车辆在导航上的位置也会一直

变动。司机打开“外挂”后，有“外挂”的手机一直是静音状态，而另一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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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会使用其他导航，司机则根据另一部手机的导航向目的地行驶，实际上这时滴

滴出行 App上的导航正在“乱飞”。即便这时乘客质疑司机线路问题，司机也以

“导航不准确”等推脱。 

为啥有司机被处罚后还要用“外挂”？ 

处罚与实际所得相差太远 

另外，也有不少乘客会向滴滴出行方面投诉实际乘车费用与预算费用相差太

远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司机会先寻找借口推脱，即便推脱不过去，滴滴方面也没

有证据证实司机使用“外挂”，这样滴滴出行方面就会进行处罚，但处罚的力度

与司机实际所得相差太远，所以不少司机一直使用“外挂”作弊。 

如何辨别是否使用“外挂”？ 

乘客多留意手机网约车 App 导航 

记者在实验过程中发现，在“外挂”导致车辆虚假行程时，乘客手机上滴滴

出行 App 的导航也会同步车辆虚假行程。例如，车辆明明行驶在西安城区南三环

主路上，但导航上车辆已经到了临潼区，只要乘客稍加注意就会发现。王先生提

醒，如果这时手机的导航是正常的话，那他可能正在使用另一部手机的导航，只

要让司机操作导航看其在是否使用滴滴的导航就能辨别真假。 

王先生表示，这种“外挂”可能适用于所有网约车 App，对道路情况不熟悉

的外地人以及夜间习惯在车上睡觉的乘客是使用“外挂”的司机重点欺骗的对

象，他建议乘客乘坐网约车时多留意自己手机上网约车 App的导航。 

滴滴如何打击“外挂”？ 

一旦确认，立即封号处理 

据媒体报道，今年 4月，滴滴平台打击黑产小组在自查中发现，广东佛山出

现大量天价订单，这些拼车订单的实际车费与预估一口价相差很大。调查后发现，

这些订单通过虚构行程方法增加车费，向平台骗取车费。在初步理清黑产团伙的

作案手法后，滴滴公司正式提交材料向佛山市公安局报案。7月初，广东警方在

广州、深圳、佛山等共计刑拘嫌疑人 105名。 

对此，滴滴出行方面表示，公司已经监控到该作弊行为，平台上线了反作弊

策略来识别这类作弊司机，一旦确认立即封号处理，并依据作弊订单金额进行罚

款。作弊行为损害了诚信经营司机的利益，滴滴出行将与警方一起坚决打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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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产，共同保护出行平台的健康生态。 

 

 

3.1.3. OCX 成为安恒风暴中心合作伙伴 | 共建安全稳定的区块链

交易环境 

近日，OCX——全球领先的数字资产交易平台，为了更好地为用户服务，保

障平台的业务安全、数据安全、用户资产安全等，与全球网络安全 500 强企业安

恒信息达成合作，通过安恒风暴中心强有力的安全技术支撑，共建区块链数字资

产交易平台安全生态体系。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Gartner预测 

⚫ 到 2020年，基于区块链的业务将达到 1000亿美元； 

⚫ 到 2021 年，至少有 5%的政府机构将用区块链作为一个透明的、权威的

官方记录； 

⚫ 到 2022年，有超过 10亿人可能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将一些数据存储

在区块链上。 

但是目前，区块链还处于未成熟阶段，而虚拟货币交易是区块链上独特的经

营行为，作为电子商务的产物，开始逐步与现实世界交汇。 

在区块链发展壮大的同时，相关法规却相对滞后，因此，区块链的安全问题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撑，一旦发生安全事件，很难追溯损失、追究责任。 

如下图，2011年 - 2018 年上半年发生的各类安全事件所造成的损失中，

由于交易平台发生安全事件而造成的损失高达 13.44 亿美元，占总比例的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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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得知，目前近 80%的攻击损失都是基于业务层面的攻击所造成的，其损

失额度从 2017 年开始呈现出指数上升的趋势。 

截止到 2018 年第一季度，所暴露的安全事件就造成了 8.1 亿美元的损失。

按照攻击趋势预测，此类攻击事件会日益严重。 

区块链交易平台面临的安全风险系数很高，一旦发生安全事件，很可能造成

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 

因此，全面排查平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加强安全防护，降低网络安全风

险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全球领先的数字资产交易平台 

OCX 作为全球领先的数字资产交易平台的缔造者，旨在为用户提供一个可让

全球所有优质数字资产都可以交易、兑换的平台环境。 

在优质资产实现价值回归的同时，投资用户可以享受资产增值的红利，最终

形成一个全球化的数字资产交易平台。 

安恒助力安全中国 

日前，安恒信息风暴中心根据区块链不同应用场景下的主流攻击事件进行探

索、分析和总结，提出了 DDoS 防御、安全加固、渗透测试、抗 APT 攻击、数据

保护、大数据可视化分析等多套不同场景下的安全解决方案，最终整合形成了安

恒信息区块链产业安全全生命周期整体解决方案。 

出自对安恒风暴中心技术能力的信赖，OCX 选择与安恒风暴中心密切配合，

利用安恒风暴中心在网络安全领域的专业优势，为自身的平台安全保驾护航。 

OCX 将协助安恒风暴中心在区块链网络安全方面的技术探索，完善区块链网



国内外焦点事件 

领先的应用安全及数据库安全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第  21 页 共 49 页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www.dbappsecurity.com.cn           服务热线：400-605-9110 

络安全解决方案，推动区块链行业安全防御能力的提升，做好数字资产交易安全

保障。 

安恒风暴中心为 OCX 交易平台提供全方位的渗透测试服务与完善的 APP 安

全评估及加固，评估其 web及 APP全套系统的资产安全风险，提出详细的安全加

固意见。 

依据其业务场景需求，提供基线核查、资产梳理、上线前的安全评估等区块

链安全服务，赋予其多维度的安全防御能力。 

同时，专业化的安服团队将为 OCX 提供 7*24 小时的应急响应服务，实时监

控交易平台的安全状态，维护数字资产的交易安全。 

 

3.1.4. 苹果 ID 算个人信息吗？广东高院发话：算，非法买卖可定

罪！ 

8 月 6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发布了 2017 年度涉

互联网十大案例。隐私护卫队注意到，广东高院在介绍相关案例时明确，苹果 ID

及解锁信息属于足以影响他人财产安全的信息，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 500条

以上即构成犯罪。 

苹果 ID 到底属于何种个人信息，此前未见明确规定。根据网络安全法，个

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

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国家标准在附录

中提供了个人信息示例，例子中包括系统账号、IP 地址，但也未明确提及苹果 

ID。 

近年来，盗窃苹果手机、解锁 ID、出售赃机，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据媒体

报道，警方已破获的案件中，曾有黑产人员靠解锁苹果手机 ID月入 20万元。梳

理裁判文书网案例可以发现，落网黑产人员一般因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

罪获刑。 

据广东法院网消息，广东高院发布的 2017 年度涉互联网十大案例中第二个

案例，就探讨了苹果 ID 属于何种公民个人信息。该案中，黄某聪、魏某飞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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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处非法获取的大量苹果手机用户信息（机主姓名、苹果 ID、手机号码等）发

送给下家用于解锁，并将解锁成功与否的信息向上家反馈，以此赚取费用。公安

人员从二人电脑共提取涉案信息 1273 条。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认为两被告

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从二人案发前的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看出，其二人明知

被解锁后的信息可能被他人通过远程锁机等手段向手机用户索要解锁费或对盗

窃所得手机进行刷机销赃。苹果 ID 及解锁信息属于足以影响他人财产安全的信

息，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500 条以上即构

成犯罪。二人长期大量倒卖上述信息给他人解锁，超过定罪标准，构成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 

广东高院在案例点评中表示，近年来，针对手机用户的盗窃、诈骗、敲诈勒

索等犯罪高发，此类犯罪具有形态复杂、隐蔽性高、打击难度大等特点。《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将公民个人信息分成 5类，制定了不同的定罪标准，本案例将苹果手机账

号、密码等信息归类为“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并据此定

罪量刑，是司法解释施行后广东省法院最早适用新规定的案例之一，对类似案件

的处理具有一定示范意义。 

 

3.1.5. 政务云 2.0 时代来临，“0” 元中标与亿元大单“殊途同归” 

据 IDC统计，中国内地省市县政务云的建设中，省级已经完成 30 个政务云

建设，市县级建设超过 160 个，从 0 到 1 的建设完成过半，2017 年市场容量超

过 120亿元人民币。IDC认为，狂飙突进、从无到有的政务云 1.0时代已经结束，

政务云迎来以服务主导、多云共存、统筹融合的政务云 2.0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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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主导——“0”元中标成为常态，政务云“0”元中标在 2017 年成为媒

体炒作的现象级事件，但其实早在 2011年“0”元中标就已经出现，简单来看有

两种“0”元中标的模式，第一种是政府按需购买服务进行政务云采购，服务目

录中确定单价，但数量未定，因而合同金额为 0；第二种是厂商在投标过程中会

基于价格分权重进行报价策略调整，部分服务目录单价金额变为 0元或 1分，但

同时保证整体项目盈利不变。IDC 认为，随着政务云 2.0 时代的到来，未来 70%

的政务云项目将以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采购，“0”元成标成为常态。 

多云共存——省级政务云从“1+2”变为“1+N”，省级政务云的建设一直是

政务云市场的风向标，经过近五年的发展，省级政务云基本形成了“1+2”的建

设模式，即一家服务监管商，两家政务云服务运营商的架构。随着政务云的不断

成熟，两家政务云服务商将逐步扩展为多家政务云服务商，形成省级多云共存的

模式。此外，服务目录的丰富程度也将逐步加深，2015年北京政务云服务目录共

计 13 项，而 2018 年变为 66 项。IDC 认为，政务云 2.0 时代，省级政务云将进

入多云共存、多服务目录共享的新阶段。 

统筹融合——以政务云为基础的亿元大单频现，2018 年上半年，基于政务

云和大数据的亿元大单频现，松原市云计算大数据中心、德清县城市大脑、海口

市城市大脑等项目金额都超过亿元，标的包括政务云、政务大数据、政务应用及

智慧城市相应的应用建设。这种全面拉通的城市级 IT 基础设施建设在数字经济

发展的大背景下将快速发展。IDC认为，在政务云 2.0时代，政务云、属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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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智慧城市 IT基础设施在 2-5线城市将实现快速融合，亿元大单不断涌现。 

IDC 政府行业及智慧城市高级研究经理闫海伦认为： “随着政务云 2.0 时

代的到来，政务云平台型玩家应该采取双拳策略，对省级政府以服务运营和平台

质量取胜，成为多云割据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对市级平台，借力整体商业生态优

势进行城市级数字化转型协作，与当地政府形成城市数字产业发展、传统产业数

字化转型、城市数据资产运营、城市 IT 基础设施建设的全方位深入合作与伴随

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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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际焦点事件  

3.2.1. 马杜罗推行的 Petro 加密货币将成为委内瑞拉官方货币 

为了挽救委内瑞拉的恶性通货膨胀，陷入困境的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已经

强制要求他推行的 Petro 加密货币成为第二官方货币。到 8 月 20 日，委内瑞拉

将有两种新的官方货币“主权玻利瓦尔”和 Petro 加密货币价值相同，可以互

换。 

Petro 是由石油桶支持的加密货币。据推测，他的计划是通过与 Petro而不

是玻利瓦尔进行国际贸易，以应对外界对其政府施加严厉的国际制裁。不仅石油

工业必须使用石油，而且还要与新的“主权玻利瓦尔”挂钩，这意味着石油技术

上将成为委内瑞拉的官方稳定工具。 

马杜罗证实，每种货币的估值都来自中央银行（CBV）。他还透露在为 Petro

支付工资而建立的新工资制度，以及一个新的商品和服务定价指南，但没有给出

真正的细节。 

 

目前，新旧玻利瓦尔兑换比率为 10 万：1，也就是 10 万旧玻利瓦尔兑换 1

个新玻利瓦尔。委内瑞拉的恶性通货膨胀指数最近达到了 100万。据彭博社报道，

一杯价值仅为 450玻利瓦尔的咖啡现在售价 100万旧玻利瓦尔。事实上，玻利瓦

尔是如此毫无价值，百万玻利瓦尔相当于大约 30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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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澳大利亚开始讨论向加密设备引入后门的法案 

澳大利亚议会从本周开始讨论向加密设备引入后门的法案。法案的细节没有

公开，根据此前公布的法案会议摘要，该法案落实措施解决加密设备和通信对国

家安全和执法调查的影响，为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合作提供一个框架，让执法能

适应日益复杂的网络环境。 

法案要求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为政府提供更多帮助。 

虽然一直否认，澳大利亚政府系统通过在加密设备和通信植入后门来实现对

加密设备和通信的访问。如果没有后门，设备制造商和运营商也无法破解端对端

加密。 

 

 

 

3.2.3. 多家公司遭“土耳其羊毛党”攻击：100 元买机票可退 117

元 

8月 12日下午，一篇秘籍在各大羊毛党群流传：只要有土耳其的支付账户，

在旅游网站购买机票的时候选“土耳其里拉”付款，付款完毕之后再去航空公司

的官方网站退掉，刨除手续费之后，可以获得 17%的超额收益（用价值 100元的

里拉买机票，可以退回 117元的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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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这波“土耳其羊毛党”的攻击，黑奇士了解到，多家有土耳其业务

的电商、旅游、共享租房类公司已经紧急关闭土耳其里拉付款通道，以避免遭到

更大的损失。 

上周五，因为遭到美国制裁，土耳其里拉对美元的汇率一度暴跌 17%，收盘

时跌 14%。 

 

因为在此前，美国总统川普在网上宣布，要把土耳其进口的钢和铝税率增加

一倍，这是导致里拉暴跌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年初来算，土耳其里拉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跌了 40%，目前还没有止跌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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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汇率差价，向来是羊毛党赚钱的拿手好戏。 

2014 年 12 月，因为有大批外国游客（或者是兼职羊毛党）利用卢布贬值，

在俄罗斯大肆采购 iPhone 等苹果商品，迫使苹果官方不得不暂时关闭了俄罗斯

的在线商店（app store）。当时在国内的淘宝上，也有大批俄版 iPhone 出售，

价格比美版和日版要低大概 5%，因此受到广大用户追捧。 

 

近些年来，通过各国之间的汇率不同，在货币贬值国家购买苹果 app store

礼品卡，再拿到别的国家出售，已经是一条成熟的灰色产业。 

例如，在上周五以暴跌后的汇率从土耳其购买 1000元的 app store礼品卡，

拿到中国或美国这种货币稳定的国家来出售，理论上一天就可以赚 17%（但其中

可能有其他费用，比如 1000元的卡卖不到 1000 元，只能 990之类，赚不到理论

上那么多） 

目前国际上贸易矛盾频繁发生，多个国家存在货币汇率闪崩的危险。 

黑奇士在此提醒有国际业务的各类公司，要密切关注汇率动向，及时调整相

关运营策略，以免遭到类似攻击，听说近期好多巨头公司都有人 24 小时监控汇

率变化。 

3.2.4. 美国网络司令部面临人才短缺问题，缺口达 1000 名 

尽管美国国防部已强调要加强网络空间领域的投入，然而美国网络司令部这

个已经成立近十年的网络职能机构仍面临严重的人员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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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消息人士指出，美国网络司令部及其在美军四个军种中的网络作战指挥部

“联合作战司令部-网络（Joint Force Headquarters-Cyber，JFHQ-C）”仍面

临相当严重的专业人才短缺问题，此外，网络司令部当前也需要加强其开发力量，

来保障其网络作战单位在开展行动时的网络工具需求。网络司令部的一名发言人

最近表示，目前该机构包含军方和文职雇员，以及承包商人员在内全职人员数量

已超过 1000人，但消息人士指出，网络司令部还需要增加 1000名新成员。 

美国网络司令部的人员短缺问题体现在本部和下属司令部两个层面： 

美国网络司令部负责人员招募工作的主管杰米.伊万斯.伍达德（Jaime 

EvansWoodard）透露，网络司令部本部主要使用来自美国空军的中高层文职人员。

该机构在成立之初严重地依赖美国战略司令部（US Strategic Command，

STRATCOM）和美国安局（NSA）来开展其作战任务。然而现在网络司令部已从战

略司令部中独立出来，同时正在与美国安局进行机构切割，因此网络司令部在行

政、采购、后勤、情报等各个层面上都有大量的工作岗位需要填充。 

消息人士指出，开发人员的短缺也已开始影响网络司令部开展网络空间行动。

五角大楼在网络司令部成立时所确定的方针是注重培育网络战士和组建网络任

务组（Cyber mission force），工具则依赖于第三方提供，因此美国安局的开

发队伍成为了网络司令部最重要的工具来源。而五角大楼国防科学委员会

（Defense Science Board，DSB）在近期的一个报告中则认为，美国网络司令部

的网络战士们需要在网络空间行动中得到更充分的经验和更全面的支持，才能称

作是更有效可靠的战略性网络能力——但他们目前仍未获得足够令他们技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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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的必要培训。 

在美军各军种的联合作战司令部-网络层面，人员短缺问题也同样突出，在

五角大楼确定设立负责为其上级作战指挥部规划和协调网络空间行动的该级指

挥机构后，各军种都需要安排额外的人手来填充这些新机构。目前这些指挥机构

在行政、情报和规划方面的人手仍未配置充分。美国陆军网络司令部认为，网络

行动、网络安全、恶意软件与取证分析、通用问题解决是该机构仍需要加大力度

招募的人才；美国海军网络司令部则期望雇佣计算机科学、网络安全、数据科学、

软件开发、信息保障等方面的中低级人才；美国空军网络司令部期望招募网络、

情报、语言分析师、演习与行动规划等方面的人才；美国海军陆战队网络司令部

则表示计划将新增 500 名军职和文职人员。 

目前美国国会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已注意到网络司令部及其下级单位人

员短缺的问题，但美国国会近期通过国防法案并未特别地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解决

措施，而只是为网络司令部招募更多人员进行了一些政策方面的铺垫。 

今年 7月 21日，网络司令部指挥官保罗.中曾根（Paul Nakasone）在阿斯

本安全论坛（Aspen Security Forum）上指出，网络作战单位与传统军事单位在

本质上是不同的，传统军事单位可以按照以 20到 30年为期的预测进行建设，而

网络作战单位则需要在人员配置上足够灵活。 

 

3.2.5. Google 深陷舆论大漩涡：隐私问题涉及数十亿智能手机用

户 

2018 年 5 月 20 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博士生 K.Shankari 在

学校博客上发布了一篇文章；文章宣称，即使是在自己主动关闭 Google 

Location History 的情况下，Google 方面依然向自己的 Android 设备主动推

送了不少基于地理位置的相关内容，比如说餐厅评价等。K.Shankari 由此提出

了自己的质疑，认为 Google 违背了用户意愿来追踪用户位置信息，侵犯了用

户的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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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hankari 的这篇文章并没有被很多人看到，但幸运的是，它的读者群

体中拥有了至少一位供职于美联社的作者——这就足够了；随后，美联社就这

篇文章提到的事项进行了深入调查。 

2018 年 8 月 13 日，美联社发布独家消息称，无论是在 Android 设备

还是 iPhone 上，不少 Google 服务（比如说 Google Maps、Google Search 

等）都会获取并存储用户的位置数据，即使是在用户已经在隐私设置中主动关

闭这一功能的情况下。美联社还宣称，来自普林斯顿的计算机科学研究者已经

对该消息进行了确认和证实。 

对于 Google 来说，这完全算得上是一记实锤的暴击了。 

Google 错在了哪里？ 

在一般情况下，用户在使用基于 Google 位置服务的应用——比如说 

Google Maps 时，通常会收到 Google 提出的一个 Location History 授权请

求；按照 Google 方面的说法，只有用户同意这个请求，Google 才会存储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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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信息。在此条件下，用户可以通过 Google Maps 以时间流的方式看到自

己的运动轨迹。 

但是，用户也可以随时停止上述授权。Google 在相关的支持页面宣称，

一旦用户关闭 Location History 授权，用户的位置信息将不会被存储。 

但是美联社认为，Google 撒谎了。 

美联社表示，即使关闭授权，Google Maps 依然在自动存储添加了时间标

签的位置信息。这样一来，即使用户的一些搜索行为（比如说搜索 Chocolate 

Chip Cookies 等）与位置无关，但依然出现诸多与位置相关的搜索结果。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美联社提供了一张图片，图片中显示了普林斯顿大

学博士后研究员 Gunes Acar 被他所携带的 Android 设备所记录的运动轨迹—

—需要重点声明的是，Gunes Acar 所携带的 Android 设备禁用了 Location 

History 功能，但这个轨迹包括他最近的行程，也足以定位出他的家庭住址。 

 

美联社的这一调查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家 

Jonathan Mayer 所在研究室的一位研究员证实了美联社的调查结果，这位研究

员在多个 Android 设备上发现了同样的问题。而美联社宣称则在数台 iPhone 

上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 

Jonathan Mayer 认为，在违背用户意愿的情况下存储用户信息的行为是

错误的。 

美联社则表示，Google 的做法已经触及到了隐私保护问题；而这一隐私

问题将会影响到 20 亿左右的 Android 用户，以及数亿个需要依赖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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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s 应用来进行导航的全球 iPhone 用户。 

如何彻底禁用位置信息功能？ 

针对美联社的调查，Google 方面已经进行了正式回应：Google 可能会采

用多种方式来运用定位信息，以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这些方式包括 Location 

History、Web and App Activity 和硬件级别的定位服务。为此 Google 为它

们提供了清晰的描述和严格的控制。用户可以随时关闭或打开它们，甚至删除

它们的历史信息。 

换句话说，Location History 并不是 Google 获取用户信息的唯一方

式。 

实际上，要想彻底阻止 Google 获取用户的定位信息，除了要禁用 

Location History 外，还要需要关闭另外一项设置—— Web and App 

Activity。在默认条件下，Web and App Activity 是打开的，它也可以存储大

量的 Google 应用和网站信息——但问题的关键在于，Web and App Activity 

是一个隐藏很深的设置项目，一般的用户很难察觉。 

  

具体的步骤是： 

网站上： Google Account，Personal Info & Privacy，Go to My 

Activity，Activity Controls，Web & App Activity 

手机上：Google settings，Google Account，Data & 

personalization，Web & App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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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要想关闭 Web & App Activity，整个步骤是非常繁琐的。另

外，虽然用户也可以手动删除 Google 已经获取的位置信息，但这个过程同样

是繁琐的。 

可见，对于普通用户而言，要想彻底地阻止 Google 获取位置信息的行

为，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基于一般的用户认知，Loaction History 的关闭

是相对容易的；但是 Web & App Activtiy 不仅难以找到，而且已经超越了一

般用户对于 Google 位置信息获取行为的感知。 

换句话说,，Google 在某种意义上欺骗了用户，僭越了用户的个人隐私界

限。 

Google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些批评者认为，Google 之所以要这么做，还是为了促进其广告业务的

增长。Peter Lenz 是一家广告科技公司的分析师，他针对 Google 的这一做法

评论称：Google 的广告业务完全是基于数据的，更多的数据就意味着更多的利

润。 

Google 的诸多广告都严重依赖于它对用户位置信息的获取。在 Google 

旗下的广告工具 AdWords 中，就具备地理位置定位功能，能够让广告主选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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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广告的地址位置。 

而 2017 年互联网女皇 Mary Meeker 也在她的互联网趋势报告中宣称，

Google 的广告商业模式发生重大变化，比如说，加入地理位置以及时间技术，

为不同地域的用户，分时间段推送相应广告，新模式的启动使 Google 用不到

一年的时间市值涨到 6790 亿美元。她总结 Google 新广告盈利公式为：正确

的“广告”@ 正确的地点 | 时间，用户类型输入（文字）= Google 大业务。 

 

实际上，在那份报告中，基于地理位置的广告被提到较高的位置，而且不

仅仅是 Google，包括 Uber、Snap 等公司都采用了这一技术，它们通过广告的

精准投放，不仅仅方便了用户，也让自己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当然，对于 Google 而言，广告业务永远是它的营收增长的关键业务。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的广告营收占比常年超过 80%，可以称得上是绝对主

体；尽管 Alphabet 也在积极拓展 Google Cloud 云服务、Google Play 和硬

件业务，但毫无疑问，广告业务是不容有失的。 

Google 这次惹了大麻烦 

美联社对于 Google 上述问题的报道，已经在美国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

波。考虑到隐私权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以及此前 Facebook 的巨大隐私丑

闻，Google 这次所面临的舆论冲击将会更大；尤其是在 Google 对全球最大的

移动操作系统——Android 操作系统——有绝对掌控权的情况下，人们更有理

由对这位巨头在用户隐私权方面的作为有所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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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Google 的做法可能会牵涉到法律问题。来自美国电子隐私

信息中心（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的 Alan Butler 认

为，这件事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典型的不公平欺骗的商业案例，而 FTC 应该立即

介入调查。 

3.2.6. 移动 POS 存在漏洞，攻击者可窃取个人信息和盗刷银行卡 

近日，有驻华外媒发表文章称，近年来在中国日常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在小型

便携式信用卡读卡器(通常被称为移动 POS机)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有消息显示，目前，该领域的设备主要由四家公司所提供——Suqare、SumUp、

iZettle和 PayPal。随着设备的普及，其身上存在的安全漏洞也逐渐显现，在用

户进行刷卡交易时，不法分子可以通过这些漏洞盗取你的个人信息，甚至是盗刷

你的银行卡。 

来自安全公司 Positive Technologies 的 Leigh-Anne Galloway 和 Tim 

Yunusov总共研究了七款移动销售点设备。他们发现的这些设备并不如宣传的那

么完美：其中存在的漏洞，能够被他们使用蓝牙或移动应用来操作命令，修改磁

条刷卡交易中的支付金额，甚至获得销售点设备的完全遥控。 

“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是，一个成本不到 50 美元的设备到底拥

有多少安全性？”Galloway 说。“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从两个供应商和两款读

卡器开始研究，但是它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更大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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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四家制造商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并非所有型号都容易受到这些漏

洞的影响。以 Square 和 PayPal为例，漏洞是在一家名为 Miura的公司制造的第

三方硬件中发现的。研究人员于本周四在黑帽安全会议上公布了他们的发现。 

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可以利用蓝牙和移动应用连接到设备的漏洞来拦截交易

或修改命令。这些漏洞可能允许攻击者禁用基于芯片的交易，迫使顾客使用不太

安全的磁条刷卡，使得更容易窃取数据和克隆客户卡。 

此外，流氓商家可以让 mPOS 设备看起来是被拒绝交易一样，从而让用户重

复多次刷卡，或者将磁条交易的总额更改为 5万美元的上线。通过拦截流量并秘

密修改付款的数值，攻击者可能会让客户批准一项看起来正常的交易，但这项交

易的金额会高得多。在这些类型的欺诈中，客户依靠他们的银行和信用卡发行商

来保障他们的损失，但是磁条卡是一个过时的协议，继续使用它的企业现在需要

承担责任。 

研究人员还报告了固件验证和降级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允许攻击者安

装旧的或受污染的固件版本，进一步暴露器件。 

研究人员发现，在 Miura M010 读卡器中，他们可以利用连接漏洞在读卡器

中获得完整的远程代码执行和文件系统访问权。Galloway 指出，第三方攻击者

可能特别希望使用此控件将 PIN 码的模式从加密更改为明文，即“命令模式”，

从而用于观察和收集客户 PIN码。 

研究人员评估了美国和欧洲地区使用的账户和设备，因为它们在每个地方的

配置有所不同。虽然研究人员测试的所有终端都包含一些漏洞，但最糟糕的只限

于其中几个而已。 

“Miura M010 读卡器是第三方信用卡芯片读卡器，我们最初提供它作为权

宜之计，现在只有几百个 Square 卖家使用。当我们察觉到存在一个影响 Miura

读卡器的漏洞时，我们加快了现有计划，放弃了对 M010 读卡器的支持，”一位

Square发言人表示。“今天，在 Square生态系统中不再可能使用 Miura 读卡器

了。” 

“SumUp 可以证实，从未有人试图通过其终端使用本报告概述的基于磁条的

方法进行欺诈，”一位 SumUp 发言人表示。“尽管如此，研究人员一联系我们，

我们的团队就成功地排除了将来出现这种欺诈企图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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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识到研究人员和我们的用户社区在帮助保持 PayPal 安全方面发挥

的重要作用，”一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PayPal 的系统没有受到影响，

我们的团队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 

iZettle 没有回复评论请求，但是研究人员表示，该公司也在修复这些漏洞。 

Galloway 和 Yunusov 对供应商的积极回应感到满意。然而，他们希望，他

们的发现将提高人们对将安全性作为低成本嵌入式设备发展优先事项这一更广

泛问题的认识。 

“我们在这个市场基础上看到的问题可以更广泛地应用于物联网，”

Galloway说。“像读卡器这样的东西，作为消费者或企业所有者，你会对某种程

度的安全性有所期待。但是其中许多公司存在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产品本身也

不太成熟。安全性不一定会嵌入到开发过程中。” 

3.2.7. DefCon 黑客大会：11 岁女孩上演 10 分钟改变佛罗里达州

投票结果 

据外媒报道，一些黑客花了数年时间试图引起人们对选举设备漏洞的关注。

但在全世界关注的第 26 届 DefCon 黑客大会上，DefCon 的参与者们组成了一个

“投票村”（Voting Village），组织者放置好退役的选举设备，观看黑客如何

通过寻找创造性和令人震惊的方式破解这些设备。 

 

去年，与会者发现所有五台投票机和一台电子设备都存在新的漏洞。今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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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村”在各方面都做得更好，设备从投票机到制表机到智能卡读卡器，目前

在美国都有使用。今年一名 11 岁的女孩在 10 分钟内攻击了佛罗里达州投票的

“复制品” - 并改变了结果。 

在俄罗斯黑客瞄准 2016 年美国大选进程之前，入侵投票设备并没有引发广

泛关注。“投票村”改变了这一点。“就广泛的社会影响而言，”DEFCON 的创始

人 Jeff Moss 表示，“投票村”在会议历史上取得了最大的声誉。 

但这种关注带来了阻力。会议开始前一天，美国最大的选举设备供应商之一

ES＆S向客户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向他们保证，“与会者将绝对可以访问一些

投票系统的内部组件......物理安全措施使未经授权的人或有恶意的人可以访

问投票机，”该公司表示。 

将每个州的最高层选举官员聚集在一起的团体全美州务卿协会发布了一个

反对“投票村”的声明。该机构表示：“我们对 DEFCON 所采用的方法的主要关

注是它使用的虚假环境绝不会复制州选举系统、网络或物理安全。”“为会议与

会者提供对投票机无限制的实际访问权限，”该机构认为，“并没有复制州和地

方政府在选举日之前和之后建立的准确的物理和网络保护措施。” 

“我认为声明是具有误导性的，” 帮助组织“投票村”的安全研究员 Matt 

Blaze表示。“只有通过审查，我们才能对选举充满信心。也就是说，系统中存

在漏洞，即使是极其严重的漏洞，这与任何特定选举都被篡改的情况不同。这是

一个有趣的悖论。” Blaze 表示。“我们知道这些系统非常不安全，而且迄今为

止在实际选举中利用这些漏洞的证据很少。” 

“你必须平衡提高对漏洞的认识，并推动供应商推出更安全的项目，这是

DEFCON 试图做的很多事情，供应商能够做出反应，”DHS 的顶级网络安全官员

Jeanette Manfra表示。“我们必须解释这些在选举日之前是物理上安全的，然

后它们就会被抹去。所有这些其他补偿控制都已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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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佛罗里达州警方逮捕社工复制 SIM 卡黑客 

 

佛罗里达警方逮捕了 25 岁的里基·约瑟夫·汉兹楚马切（Ricky Joseph 

Handschumacher）。这个年轻人涉嫌盗窃和洗钱。安全研究员布莱恩·克莱布斯

（Brian Krebs）表示，汉兹楚马切利用 SIM 卡掉包方式窃取了数千个比特币，

“耗尽了多个银行账户”。 

汉兹楚马切的方法很简单：他打电话给电信运营商，让运营商将他的 SIM卡

换成受害者的 SIM卡。随后，他就可以使用基于短信的双因子身份验证技术，获

得受害人的电子邮件账户、比特币钱包和文件存储系统。我一年前有过这样的亲

身经历 ，当时我的手机停止工作，所有谷歌密码都被修改，而我无法控制。 

克莱布斯表示：“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手机商店的认证程序非常宽松，因此

欺诈性的 SIM卡调换能成功。在另一些情况下，手机商店的员工直接与罪犯合作，

帮助他们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去更换 SIM卡。汉兹楚马切涉及的团伙犯罪似乎就

是这样。” 

这起事件的曝光起因是由于，一名母亲无意间听到自己的儿子冒充 AT&T 的

员工。警方在密歇根州第一名黑客的家中发现了多张 SIM 卡和 Trezor 比特币钱

包，以及关注 SIM 卡掉包活动的 Telegram 和 Discord 频道的登录信息。警方发

现，黑客从一名受害者处窃取了 57枚比特币。汉兹楚马切是团伙的首领。 

有报道称，在汉兹楚马切被捕之前，黑客瞄准了文克莱沃斯兄弟。 

根据警方的指控，“汉兹楚马切和另一名同谋在谈话中提及，如何攻击

Gemini的 CEO，在谈话中提到了他的名字、生日、Skype用户名和电子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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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兹楚马切和同谋者讨论如何攻击该 CEO 的 Skype 帐号和 T-Mobile 帐号。同谋

者声称，他会打电话给自己在 T-Mobile的朋友，询问该 CEO的帐号信息。” 

是否担心遭到攻击？考虑到汉兹楚马切和他的团队非常轻松地就完成了攻

击，因此非基于短信的双因子身份验证仍然是确保自己不受影响的最佳解决方案。

此外还有一些方法可以在你的手机上添加 SIM 卡锁，确保外人无法轻易掉包你的

SIM 卡。不过要记住：所有保护措施都无法阻止绞尽脑汁的黑客。如果有可能，

那么确保你的重要数据和加密货币是离线的。 

 

3.2.9. 黑客抽干水库，城市陷入混乱 

 

水库，用于拦洪蓄水的水利工程建筑，主要用于人畜饮水、农田灌溉、发电

等功能。特别是自来水的供给，给城市发展和稳定起了决定性作用。水库水闸连

上 IoT，黑客自然来，如果水闸戒备森严，难以攻破，顺着水渠延伸思路，抵达

水输出末端的终端设施——物联网洒水器，这些设备防范脆弱，甚至毫无防范，

黑客必然会祭出经典思维，避强就弱，再现二战马奇诺防线案例，德军瞒天过海，

绕过防线，攻其不备，法军备周意怠，最终全线溃败。 

一、灌溉漏洞     

以色列一所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可通过多种方式将智能灌溉系统变成僵尸，

一旦尸化，理论上，它能抽光城市的水库。不过，不必惊慌。研究人员在一项新

的学术调查中警告称，黑客甚至都不用直接攻击城市的关键基础设施，只需针对

供水系统的薄弱环节下手，比如联网的洒水器，就能搞乱城市供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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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在三款用于灌溉的物联网装置中发现漏洞，漏洞可被黑客用于远程

打开灌溉系统，从而达到抽水的目的。工作人员称，这种攻击并不需要很牛的技

术，其中的漏洞也不难发现。如果要给城市水库带来切实不利的影响，黑客需要

控制许多洒水器。据研究人员统计，抽干一座水塔，黑客需要 1355 个僵尸洒水

器，而要抽干一个水库，黑客需要 23866个僵尸洒水器。 

二、IoT 牌软柿子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攻击具有创新性并不是因为技巧的原因，而是因为他

们设计的攻击并不是针对难以下手的关键基础设施本身，相反，他们攻击的是连

接到基础设施的薄弱物联网设备。 

BenGurion 大学博士生 BenNassi 是这项调查的主要作者，他说：“这属于

利用更易于入侵的物联网设备进行的非直接攻击”。 

Nassi及其同事选取的三种装置分别为 GreenIQ，Rainmachine和 BlueSpray，

它们都是联网灌溉控制器。他们假设黑客可以先控制住一台僵尸电脑，然后对其

进行扫描以发现有没有智能灌溉系统连接到电脑，进而实施攻击。 

三、漏洞细节     

研究人员发现，GreenIQ 和 BlueSpray 两个装置通过未加密的 HTTP 连接其

服务器。所以，攻击者入侵同一网络的电脑后，就可以直接破译指令，然后利用

中间人攻击来替换指令。 

而在 RainMachine 的实验中，研究者发现他们可以篡改服务器发送给

RainMachine的天气预报，欺骗该装置，使其相信天气很干燥，然后触发其进行

灌溉。这种攻击主要是因为服务器和 RainMachine 天气 API之间的 HTTPS 缺少加

密而得逞。 

GreenIQ，RainMachine 和 BlueSpray未对此作出评论。研究者称，在他们报

告实验结果后，GreenIQ 做了加密处理。 

还不清楚，如果不是在学术实验的环境中，这样的攻击到底存在多大危险，

但是他们表示，随着物联网设备的激增，其中许多都不安全，必然会带来无法预

料的安全隐患。 

四、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IOActive 首席技术官 CesarCerrudo 和一名研究智慧城市的安全研究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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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BenGurion研究人员设计的攻击并不是什么酷炫的黑客技术，因为他们使用

的都是已知技术。 

Cerrudo 称：“这些只是未对外暴露或使用无线连接的的薄弱系统，你需要

的是进行内部网络访问，利用未加密的连接和其他的漏洞进行攻击。” 

基础设施安全新创公司 Dragos的 CEO RobertLee 认为，这种攻击的影响或

许夸大其辞了，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水厂如果发现水量骤增，然后在确定原因，

发现系统出错后切断水流，并不会让水一直被抽干。换言之，我们确实要思考物

联网的安全性，以及这类利用装置漏洞实施的攻击。 

但是，目前我们还不会见到黑客用这种方式把镇上的水抽干。 

不过，未来，当黑客蜂拥而至，水库设施安全将面临危机。 

3.2.10. 大数据战略的落地能力：他们把整个国家都备份进了云 

一、小并不意味什么 

爱沙尼亚人口有 130万，澳大利亚人口有 2500万，美国人口是 3.26亿，

中国人口是 13.8亿。对于因为国家小而导致数字化政府的结论，爱沙尼亚全球

事务负责人 Sandra Särav 称，比起一百万人口，任何公司都更愿意为 2500万

人口提供服务，所以国家大小不是成就数字化政府的决定因素。 

爱沙尼亚都算不上是发展中国家，IT贡献了 7%的 GDP，而农业对 GDP的贡

献少于 1%。但爱沙尼亚是一个年轻的国家。 

1991 年，前苏联解体的时候，爱沙尼亚恢复独立。她说：“政府决定做些

不一样的事情，与私企合作把这个前苏联国家打造成一个数字化国家，”“任

何国家都存在不喜欢政府当局的人，但是在数字化过程中，爱政府得到了广泛

的民众信任。爱沙尼亚通过立法来推动数字化进程。” 

二、不为数字而数字 

爱沙尼亚政府的数字化政府，始于 90年代，2000年，政府向民众推出首

个数字化服务。到今天为止，一共向公众开放了 2500项数字化政府服务。政府

的理念是：不是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而是为民众减轻办事负担。 

 在爱沙尼亚处理税务问题平均耗时大约三分钟。该国现在正逐步实现完

全自动化，公司都不用进行税务申报，因为所有的信息，如薪资支付，都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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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发送到政府部门。公司如果要破产，政府也能够提前知晓。 

三、人生有 3件重要的事情没有数字化 

到了 2018年，在爱沙尼亚，只有三件政务服务不能在网上操作：结婚，

离婚和买房。这三件事情对每个公民而言都属于高风险作业，要是动个鼠标就

把婚给离了，这也太容易让冲动导致终身遗憾了，把这样的风险规避，很人性

化。当然，未来也许，还是可以数字化，通过一些必要的步骤，把风险降到最

低。 

也许这三件事就是无法数字化的 1%。 

四、芯片身份证解锁一切 

从 2002年开始，98%的爱沙尼亚人就拥有了芯片身份证，而这张身份证就

是他们使用所有政府数字服务的依据。在爱沙尼亚，公民出生时，就会分配到

一个身份证号码——这是强制性的。 

Särav 透露，在爱沙尼亚基本是从芬兰照搬了这一系统，但是此法在爱沙

尼亚的效果更好，因为芬兰没有强制要求用身份证。而这也是很多国家采用新

的身份证系统后，并未强制要求使用身份证，也是导致数字化效果不佳的原

因。要想效果好，最好是既有立法的强制，更要使政策本身惠及民生，具体举

措对民众有吸引力。 

他们的身份证里面本身并没有个人身份信息存储其中，它更像是一把钥

匙。实际上它是一个 PKI系统，即用户通过 PIN码自行完成验证，再用另一个

PIN码锁死。在身份证的微型芯片上有一个公共密钥和一个私人密钥，但是无

其它数据。身份证只是公民访问其他所有服务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凭据。 

五、一次性原则 

 Särav 解释称，使用原则之一就是“一次性”原则——任何时候，你需要

向政府提交任何数据类型，他们都不会再询问这一数据。政府知道你的名字，

出生地，就读学校，所以如果你申请大学，找工作，生孩子，他们都不再需要

重新询问你以前的信息。 政府有分布式数据库，而且这些数据库彼此连接，机

器与机器之间的交换信息，民众无需重新提交任何数据。 

六、一切服务数字化 

另一个原则是默认数字化，即任何新服务都是以数字化方式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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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沙尼亚，如果某个人想注册新的居住地，身份验证通过身份证完成，

且信息更新在两分钟内可完成。 

爱沙尼亚政府的数字化服务是全部数字化的端到端服务，无需电话，无需

到现场，全部无纸化。 

七、数据权利 

Särav 指出，另一个推进政府数字化办公的要素是设计理念，数据在民众

和公司自己手中，由他们自己来选择把信息交给谁处理。 

民众可以在政府官方查看到谁在访问自己的数据。如果是医疗专家想看你

的医疗数据，警察要查看你的驾驶证数据，都需要你的授权。 

八、招商引资 

在爱沙尼亚，18 分钟你就可以开设一个公司——目前这是一项世界纪录—

—所有信息都预先填写好了。 

这些服务不仅是对爱沙尼亚人开放。2014 年 12月，该国向全世界开放了

自己的数字化服务，意味着任何人都能获得爱沙尼亚的电子居住证。从 2014年

开始，来自 150多个国家的 4万多人被授权获得爱沙尼亚的电子居住证。他们

已经在爱沙尼亚开设了超过 6000家公司。政府计划到 2025年向外国人发出一

千份电子居住证。 

九、数据安全保障 

Särav 表示，在访问个人数据的时候，爱莎尼亚其实是意外想到了一个解

决方案，也就是有名的“十字路口”（X-roads）数据交换层。2001 年，爱沙

尼亚因为没钱，负担不起中央数据库，所以就决定把公共和私有服务运营商的

数据库都连接起来。现在，其他国家意识到这是最安全的方式，因为这样连接

以后，就不再需要中央数据库了，更何况后者还容易遭受攻击。 

X-roads是开源的，第三方可以连接其数据库。当有人想使用其服务时，

只需用身份证完成验证。如果服务需要从其他数据库调取信息，系统会自动提

供。 

Särav 说：“有了数字签名，我们每年节省很大一笔开支，这笔钱恰好可

以支付我们在北约的军事开支。爱沙尼亚人都开玩笑说我们的军费都免了。” 

X-roads已经被出口到了国外，爱沙尼亚和芬兰都跨界在线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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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医疗数字化惠民 

1、97%的医疗信息都完成了数字化，相关机构提供电子救护车服务，在民

众拨打 112的时候，服务台就能看到拨号者的个人信息和位置； 

2、医院可以通过身份证确认求助者的身份，并访问其医疗记录，再提供

治疗方案； 

3、医疗对象还可以在到达医院前预订房间，爱沙尼亚 99%的处方都是数字

化的。 

十一、构建国家基因数据库 

为了给该国百周年献礼，十万民众把自己的基因组数据奉献给了政府。 

Särav 称：“我们会分析这十万人的基因组数据，几年后，这一数字将达

到四十万人，已经占到了爱沙尼亚三分之一的人口，这意味着我作为个人，可

以看到我的医疗记录存在哪些潜在威胁，但是国家层面，却可以掌握全国所有

基因组数据。” 

“而随着我们开始在公共部门部署 AI，或许我们会用 AI辅助医生确定用

药。” 

她认为，并非爱沙尼亚的每个人都是技术控，但是技术服务的便利，再配

合 IT教育，意味着民众可以使用基础设备。 

十二、数字化教育 

IT 技术从幼儿园就开始教了，七岁儿童就已经可以编写自己的游戏。 

IT 课程是强制性的，到 2020年，除实践创新元素外，课堂将只允许使用

数字化材料了。还有为研究生提供的再培训项目，以便他们学习更多的科技类

技能，并在 IT公司获得实习机会。 

而在教育方面，85%的学校都连接了电子校园，为每个学生都提供了各个

年级的在线教育。学生可以看到自己的数据，家长可以查看自己孩子的数据，

老师也可以看到所有孩子的数据。 

十三、网络安全 

2007 年，爱沙尼亚与俄罗斯打起了网络战。 

Särav 说：“在这之后，我们说过在网络安全方面需要国际合作。所以我

们说服北约把自己在网络防御方面的中心放到了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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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ärav 开玩笑说：“由于数据是近乎实时分享，所以如果遭遇网络或物理

攻击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130万居民迁移到澳大利亚的农场里，但我们

国家还能照样发挥功能。” 

这大部分要归功于区块链技术。她解释道：“在遭遇攻击之后，爱沙尼亚

的一家公司就开始致力于研究保护数据块的技术。几年后，区块链刚成形时，

他们意识到那就是他们在做的东西。”“无需密钥签名的架构（KSI）区块链。

我们不是把数据保存在区块链中，但是我们使用区块链技术保护数据的安全。

我们在用 KSI区块链保护医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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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恒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DBAPPSecurity)是由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范

渊先生于 2007 年创办，是国内跻身全球网络安全 500 强仅有的四家企业之一，

是中国领先的专注于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的解决方案提供商。曾先后为北京奥运

会、国庆 60 周年庆典、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首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等重大活动提供全方位信息安全保障。 

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应用安全，数据库安全以及云计算安全、移动互联网安全、

大数据安全等智慧城市安全，包括顶层设计、标准制定、课题和安全技术研究、

产品研发、产品及服务综合解决方案提供等。 

安恒信息通过“智慧监测、智慧防护、智慧审计、智慧应用”四大产品线形

成一整套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安全支撑体系，成为应用安全、数据库安全以及智慧

城市安全市场的绝对领航者。是政府军工、公检法司、运营商、金融能源、财税

审计、教育医疗、互联网+等行业信息安全领域最值得信赖的首选品牌！ 

风暴中心全称“智慧城市安全风暴中心”，是公司顺应当前信息化发展中“云

计算化”、“大数据化”、“智慧智能化”的大趋势，专门设立的网络安全态势

监测、感知、分析及预警部门。通过“智慧城市安全风暴中心大数据平台”、分

布在全国各省的监测节点、中心大数据分析平台与专业网络安全情报分析团队，

对全国网络安全态势进行主动监控与攻击预警，日均处理攻击事件数百个，为数

万个网站提供实时安全监测服务。同时，利用大数据与安全情报分析技术，为政

府、金融、电力单位等提供行业整体性安全态势感知与安全预警服务。联系方式

如下: 

Email: securitycenter@dbappsecurity.com.cn 

7*24 小时风暴中心电话：0571-2813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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