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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Me 

• 姓名：秦波 

• 公司：北京知道创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主要研究成果有：协编国家标准《Web 过
滤防护产品标准》，OWASP《WAF 测试基
准项目》；主编电信标准《Web 应用防火
墙标准》，军方标准《军方web安全》等

；专利联合发明《一种网络安全防护方法
、设备和系统》，《通过自学习生成白名
单防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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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盖互联网主流应用漏洞 
• 检测恶意网页239亿 

• 节点遍布，60W＋网站 
• 保护60万域名免受攻击 

• 收录IPv4的40亿个IP指纹 
• 收录20亿个域名信息 

输入数据 

输出能力 

反制 追溯 防护 检测 

我们的数据来源是什么 

每天4T数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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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节点、数据中心 

遍布全球的监控节点 
40亿IP和20亿域名 
数百亿递增的恶意URL 
每天100T的日志数据 

实时统计漏洞、攻击手法 
分析行业、区域的安全Index变化值 
溯源黑客形迹（无视代理） 
锁定IP攻击信息总汇： 

在哪天的哪个时间段发起过攻击 
攻击过哪些网站、攻击过多少次 
用过哪些工具 
用过哪些已知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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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的组件层次 



8 

ZoomEye－全球网络组件指纹库 

1.输入任何网络组件，比如openssl 2.得到搜索结果详情 

3.全球受影响的Openssl组件分布 4.每天修复情况统计分析 



大数据分析 

Openssl漏洞 
strtus2漏洞 

xss漏洞 
sql注入漏洞 
全球指纹库 

知道安全实验室 

捕获、分析、挖掘、模拟黑客攻

击手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标识脆弱的网站 

掌握每一个网站的漏洞 

知道安全防御平台 

为网站建立一道难以逾越的

安全屏障，实施高效智能的

云端防御。 

知道安全检测平台 

监控全球站点安全状态，具备强

大的态势感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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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节点日志定期同步到数据中心，每小时通过UI自动展示；所有数
据可通过Hive历史查询不同唯独的结果。 

如何处理安全数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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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例子：统计2014年9月8日攻击政府网站最多的IP Top 10 
 

select client_ip, count(1) as times from rcfiles_2014 where 

logdate='2014-09-08' and tag='attack' and host like '%.gov.cn' 

group by client_ip 

sort by times desc 

limit 10; 

Hive查询实例 

建立查询任务的截图 任务结束的结果显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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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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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攻击流 

攻击IP和目标HOST以及PAYLOAD（攻击字符串） Ddos攻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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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IP详细信息 

分析攻击IP的时间、攻击对象、Useragent、所用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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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攻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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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攻击分布情况 

红色的点：境外攻击源 
黄色的点：中国被攻击目标 
平均每日拦截110万次国外的攻击 
来自美国的攻击最多；来自德国、法国、英国的攻击比较密集； 
受攻击最多的是北京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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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攻击次数统计 

国家 攻击次数 

美国 22202705 

韩国 1630804 

英国 903697 

法国 715994 

马来西亚 675797 

德国 647342 

日本 597941 

荷兰 526643 

土耳其 420877 

加拿大 395771 0 7500000150000002250000030000000

美国 

韩国 

英国 

法国 

马来西亚 

德国 

日本 

荷兰 

土耳其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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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攻击次数 

美国 149947 

荷兰 43390 

德国 26481 

哈萨克斯坦 16188 

英国 11294 

韩国 10813 

法国 8479 

乌克兰 7367 

加拿大 5919 

越南 5233 

SQL注入攻击各国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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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攻击次数 

美国 23132 

法国 11370 

俄罗斯 4516 

土耳其 3456 

日本 3189 

韩国 2991 

德国 2759 

加拿大 1823 

西班牙 1780 

瑞典 1670 

文件包含攻击各国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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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攻击次数 

美国 3323610 

加拿大 167545 

日本 34371 

韩国 28823 

马来西亚 15245 

新加坡 13436 

以色列 11284 

菲律宾 4288 

荷兰 3724 

澳大利亚 2836 

上传后门攻击各国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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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黑客攻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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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入攻击中，有36%的都是针对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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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黑客对中国网站频繁攻击 

• 名为team-defacers的黑
客组织巴西服务器后当作
“肉鸡”进而攻击其它网
站。 

• 图为team-defacers入侵
服务器之后放出cPanel
的帐号和密码。 

• 经过对该组织的追踪，
发现他们大量使用SQL注
入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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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黑客Barbaros-DZ 频繁攻击中
国政府网站 

从2012年7月12日至2013年3月，Barbaros-DZ利用文件包含漏洞使超

过4000个中国政府网站被其入侵，并留下了黑页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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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MSSQL广告僵尸 

2013年4月及2014年7月，监测到来自俄罗斯两个

IP针对ASP/ASPX+MSSQL架构的网站，利用注入漏

洞来插入广告，中国上万个网站受到影响（右上

图），平均每日为800个网站拦截此攻击。从

Update语句中有两个网址分别

corypaydayloans.com和maxxpaydayloans.com，

从whois里获取到注册者信息，并访问最新注册

的willpaydayloans.com是一个贷款的网站（右

下图）。 

搜索被攻击的网站 

攻击者的广告网站 

http://corypaydayloans.com
http://maxxpaydayloans.com
http://willpaydayloa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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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黑客组织1923Turk大规模攻击中
国网站 

• 2014年1月22日，中央民

族大学网站某个子站页面

被篡改 

• 根据被篡改的页面显示，

攻击来自土耳其黑客组织

1923Turk 



28 

土耳其黑客组织1923Turk大规模攻击中国
网站 2 

• 事件背景源于新疆暴力事件 

• 超过2000个中国网站被攻击，政

府400个、学校网站200个。只攻

击.cn域名。 

• 利用IIS解析漏洞，试图上传

Webshell“/trl.asp;txt” 

• 通过Webshell手工篡改网站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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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网站正受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安全威胁。 

•      全国每年有24万网站被黑，其中政府网站2万（总数10万） 

•      全国超过 17% 的站点存在明显的高危漏洞 

•      中国目前大约240万个网站使用了.cn的域名，是主要的攻击目标 

•      接近 10% 的网站引用了第三方组件 

•      超过 3.3% 的网站所安装的组件是在无补丁状态下使用 

•     每天全网针对Web站点的攻击超过 3 亿 次 

• 2.以美国、俄罗斯为首的各国通过网络攻击，控制大量服务器建立起“

僵尸网络群”，留到网络战争爆发时将导致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我们研究的结论 



30 

目录 

1.Web安全数据组成部分（每天4T） 
• 收集20亿域名的漏洞信息 
• 收集网络空间的组件指纹 
• 收集60万+网站的被攻击数据 

2.如何处理大数据 
数据同步和查询机制 
数据监控和分析 

3.境外攻击情况 
• 攻击数量统计 
• 攻击方法统计 
• 各国攻击例子 

4.总结 
大数据下的防护思路 
研究安全大数据的意义 



31 

1.协同防御：利用云的大样本威力识别恶意来源建立黑名单封堵（发现高
危0day的利用，在大面积攻击爆发之前遏制）； 

3.日常防护：WAF引擎建立一个精简有效的防护集， 

2.大规模攻击：被攻击后抓取所有playload分析并转化防护规则，通过云
分发给防护引擎； 

如何有效防护 

云WAF规则里针对Discuz某个漏洞响应的规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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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安全大数据的意义 

 
1.为我国信息安全发展的重大战略提供理论和事实数据支撑，为网
络空间战的部署做提前方案； 
 
2.任何个体都是整体的一个环节，从宏观到微观的全局视野更有利
于正确地理解当前和将来地安全态势； 
 
3.从数据中寻找规律： 
对某地域、行业的共同点可以统一进行防御，对总共百个的攻击来
源可批量封堵拦截，对有代表性，广泛应用的第三方组件漏洞提前
预警修复； 
 
4.从源头遏制攻击者三大目的：反动言论传播、地下黑产、APT攻
击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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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请关注我的微信：bobkey 
分享最新安全动态和攻防数据 
 
希望开放安全大数据与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