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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安全漏洞态势 

2018 年 11 月份新增安全漏洞 991 个。比上月减少了 450 个，与前 5 个月平均数量相比，

安全漏洞数量小幅减少。本月新增的漏洞中，高危漏洞 2 个，中危漏洞 9 个，低危漏洞 980

个，同比 2017 年 11 月（漏洞总数 658 个）增加 50.60%。表 1-1 为 2018 年 6 月-2018 年 11

月漏洞危险等级统计。 

表 1-1  2018 年 6 月-2018 年 11 月漏洞危险等级统计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高危 58 10 80 4 13 2 

中危 115 320 661 14 177 9 

低危 4 1593 197 1173 1251 980 

总数 177 1923 938 1191 1441 991 

 

 

图 1-1  2018 年 6 月-2018 年 11 月漏洞新增数量趋势 

二、 漏洞类型分布 

2018 年 11 月份新增的漏洞类型分布如表 1-2 所示。其中跨站脚本，占 9.79%。值得关注

的还有信息泄露、SQL 注入、权限许可和访问控制等常见漏洞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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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18 年 11 月漏洞类型分布 

类型 数量 比例 

未知 554 55.90% 

跨站脚本 97 9.79% 

跨站请求伪造 24 2.42% 

信息泄露 38 3.83% 

SQL 注入 32 3.23% 

权限许可和访问控制 31 3.13% 

路径遍历 14 1.41% 

输入验证 3 0.30% 

数字错误 5 0.50% 

竞争条件 2 0.20% 

其他 191 19.27% 

 

 

图 1-2  2018 年 11 月漏洞类型占比 

三、 高危漏洞实例 

（一）PostgreSQL SQL 注入漏洞  

CVE 编号：CVE-2018-1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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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VD 编号：CNNVD-201811-207 

发布时间：2018-11 

危险等级：☆☆☆☆ 

漏洞类型：SQL 注入 

受影响软件： 

postgresql10-server < 10.6 

postgresql96-server < 9.6.11 

postgresql95-server < 9.5.15 

postgresql94-server < 9.4.20 

postgresql93-server < 9.3.25 

漏洞描述:PostgreSQL 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开源关系型数据库系统，该系统支持大部分 SQL

标准并且提供了许多其他特性，例如外键、触发器、视图等。 

该漏洞与 PostgreSQL 默认配置中所有用户对公共模式都具有 CREATE 特权有关，当超

级用户身份在数据库上运行 pg_upgrade 或在 pg_dump 转储、恢复周期期间，攻击者可以使用

专门设计的触发器在超级用户权限下执行任意的 SQL 语句。 

攻击者可以利用该漏洞进行 SQL 注入，危害系统安全。 

修补建议：目前厂商已发布补丁以规避该风险，补丁获取链接： 

https://www.postgresql.org/ 

（二）PHPCMS 代码注入漏洞 

CVE 编号：CVE-2018-19127   

CNNVD 编号：CNNVD-201811-248 

发布时间：2018-11 

危险等级：☆☆☆☆ 

漏洞类型：代码注入  

受影响软件： 

PHPCMS 2008 

漏洞描述：PHPCMS 是一套基于 PHP 和 Mysql 架构的网站内容管理系统。该系统包括新

闻、图片、下载、信息、产品等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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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漏洞与受影响版本中/type.php 中的$template 变量在用作文件路径和文件内容的一部分

之前没有被过滤有关，从而引起代码注入漏洞。攻击者可以利用该漏洞写入恶意木马文件到

缓存文件中，获取网站后台管理权限。 

攻击者可以利用该漏洞写入任意代码，危害系统安全。 

修补建议：目前厂商还未发布补丁，厂商链接： 

http://www.phpcms.cn/ 

（三）Linux kernel 安全漏洞  

CVE 编号：CVE-2018-16862   

CNNVD 编号：CNNVD-201811-712 

发布时间：2018-11 

危险等级：☆☆☆ 

漏洞类型：设计缺陷 

受影响软件： 

Linux kernel  

漏洞描述： 

Linux kernel 是美国 Linux 基金会发布的开源操作系统 Linux 所使用的内核。 

该漏洞与受影响版本中的 cleancache 子系统清除索引节点的方式存在问题，当新创建文

件获得之前删除文件 inode 编号时，可以读取保存在 cleancache 中的已删除文件内容有关。远

程攻击者可以利用该漏洞获取被删除文件的内容。 

攻击者可以利用该漏洞获取被删除文件内容，危害系统安全。 

修补建议：目前厂商已发布补丁以规避该风险，补丁获取链接： 

https://lore.kernel.org/patchwork/patch/1011367/ 

（四）Discuz!跨站脚本漏洞 

CVE 编号：CVE-2018-19464  

CNNVD 编号：CNNVD-201811-643 

发布时间：2018-11 

危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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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类型：跨站脚本 

受影响软件：  

Discuz! X3.4 

漏洞描述：Discuz!X 是一个采用 PHP 和 MySQL 等其他多种数据库构建的性能优异、

功能全面、安全稳定的社区论坛平台。 

该漏洞与受影响版本中 admincp/admincp_setting.php 和 template\default\common\footer.ht

m 文件没有正确的处理 statcode 字段有关，从而引起跨站脚本漏洞。远程攻击者可借助 admi

n.php 文件利用该漏洞注入任意的 Web 脚本或 HTML。  

攻击者可以利用该漏洞上传恶意脚本，危害系统安全。 

修补建议：目前厂商还未发布补丁，补丁获取链接： 

http://www.discuz.net/ 

（五）PHP-Proxy 本地文件包含漏洞  

CVE 编号：CVE-2018-19246 

CNNVD 编号：CNNVD-201811-412 

发布时间：2018-11 

危险等级：☆☆ 

漏洞类型：设计缺陷 

受影响软件： 

PHP-Proxy 5.1.0 

漏洞描述：PHP-Proxy 是一个使用 PHP 语言编写的 HTTP / HTTPS 代理脚本，可将请求

转发到其他服务器并返回响应。Proxy 类使用 PSR7 请求/响应对象作为输入/输出，并使用

Guzzle 来执行实际的 HTTP 请求。 

该漏洞与 PHP-Proxy 默认配置中的 app_key 为固定值，通过此值可以计算访问本地文件

的授权数据有关。如果使用了默认的“预安装版本”配置，攻击者可以利用该漏洞读取本地

文件。 

攻击者可以利用该漏洞读取本地文件，危害系统安全。 

修补建议：目前厂商还未发布补丁，厂商链接： 

https://github.com/jenssegers/php-proxy 



 
迪普科技 2018年 11 月信息安全研究月报 

               

公开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第8页,共12页 

四、 本月安全要闻 

(一) 俄罗斯黑客工具“Cannon"正在美欧计算机上进行更隐蔽的攻击 

网络安全专家表示，俄罗斯黑客拥有一种新工具，可以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访问敏感计

算机。而且他们正在利用它来瞄准美国和欧洲政府实体，以及苏联的前领土。网络安全公司

Palo Alto Networks 在周二的博客文章中描述了黑客工具，它称之为“Cannon”。 

Cannon 是一种恶意软件，黑客潜入目标计算机并用于截取受感染计算机主页的屏幕截

图。然后，该软件使用电子邮件将图像发送回黑客并接收新指令。它就像是计算机上的间谍

相机，可以将图像发送回家，显然是送到俄罗斯。 

Palo Alto Networks 认为，Cannon 背后的黑客是一个情报官员已经结束的团体，是俄罗

斯军事间谍机构 GRU 的一部分。有时被称为 Fancy Bear，黑客组织也被指责在 2016 年黑客

攻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Palo Alto Networks 威胁情报副主任 Jen Miller-Osborn 表示，黑客

工具使用电子邮件向黑客可以访问的帐户发送信息既聪明又新颖。 

其他两家网络安全公司告诉路透社，俄罗斯黑客冒充美国国务院的员工向智囊团，企业

和政府机构发送网络钓鱼电子邮件之后不到一周，Palo Alto Networks 就发现了这个名为 Ca

nnon 的黑客工具，但是他们没有透露黑客在攻击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也没有提供有关特定目

标国家的更多信息。 

友情链接：http://hackernews.cc/archives/24476 

(二) 参议员提出的隐私法草案可能会让科技公司的 CEO 因数据泄露而入狱 

在 Equifax 发生大规模破坏之后一年，数百万人感到沮丧，因为此后没有任何改变。全

国范围内都有集体诉讼，这通常是对数据泄露事件的回应，律师今年也起诉 Facebook 和 Ube

r，但立法者仍然认为这些公司无需对错误处理数百万人的数据负责。 

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希望通过“消费者数据保护法”改变这一点。这

位立法者在参议院一直处于网络安全和隐私问题的最前沿，于周四提出了一项数据隐私法案

草案，对违反用户隐私权的公司准备进行更严厉的处罚。 

适用于市值超过 5000 万美元且拥有超过 100 万人以上个人信息的公司。该草案建议提高

联邦贸易委员会执行反隐私侵权的能力，并且要求公司提交年度数据保护报告，类似于 Goo

http://hackernews.cc/archives/24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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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 和 Apple 等公司自愿发布的透明度报告。该报告需要由首席执行官签署，如果他们向联邦

贸易委员会撒谎，他们可能面临长达 20 年的监禁。 

Wyden 的法案草案还引入了一个全国性的“Do No Track”，该网站将为美国人创建一

个中心页面，让他们选择退出互联网上的数据共享。目前，如果您想退出数据跟踪，则必须

在您注册的每个网站的设置中执行此操作。在某些情况下，选择退出的唯一方法是不使用网

站。 

去年，国会山正在推动联邦数据隐私法，以应对像 Facebook 在 Cambridge Analytica 的

问题上遇到的隐私问题。另外，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呼吁制定联邦数据隐私法，认为隐

私是一项“基本人权”。谷歌，Facebook 和亚马逊也表示他们支持联邦数据隐私法，尽管科

技公司想要什么和隐私倡导者想要什么有很大的不同。 

友情链接：https://www.cnbeta.com/articles/tech/783673.htm 

(三) 300 万用户数据泄露 Uber 被英国和荷兰罚款 117 万美元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 11 月 28 日上午消息，据美媒 CNBC 报道，因 2016 年的数据泄露

事件，周二英国和荷兰当局分别对 Uber 处以罚款，罚款总金额达 117 万美元。 

2016 年 10 月和 11 月，Uber 遭到网络攻击致使用户数据泄露，泄露的信息包括用户完整

姓名、电子邮箱地址和电话号码。据有关当局称，英国有 270 万 Uber 用户受到影响；而在荷

兰，17.4 万用户受影响。 

对此，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ICO）宣布对 Uber 处以 38.5 万英镑（约 49.1 万美元），

理由是公司“未能在网络攻击期间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荷兰数据保护局也针对该次数据

泄露事故对公司处以 60 万欧元（约 67.9 万美元）罚款。 

隐瞒事故近一年后，Uber 于 2017 年 11 月份承认，黑客窃取了全球 5700 万用户和司机

的个人信息。并且，为了删除数据和隐瞒数据泄露事故，Uber 还向黑客支付了 10 万美元。 

由于网络攻击发生于 2016 年，该次数据泄露事件不受今年 5 月份生效的欧盟“通用数据

保护条例”的管辖。 

今年 9 月份，Uber 同意向美国各州和华盛顿特区支付 1.48 亿美元以解决与 2016 年数据

泄露有关的诉讼。 

周二发布的声明中，一名 Uber 发言人表示公司“愿意合作以彻底解决 2016 年数据泄露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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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中写道：“数据泄露发生后，并这些年来，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技术改进以提升

我们系统的安全性。我们的领导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确保未来与监管机构和消费者保持适

当的透明度。” 

友情链接：https://tech.sina.com.cn/i/2018-11-28/doc-ihpevhcm0976828.shtml?cre=tianyi&mo

d=pctech&loc=13&r=25&doct=0&rfunc=28&tj=none&tr=25 

(四) 代号“沙欣行动“：美安全公司揭露针对巴基斯坦空军的间谍活动 

据外媒报道，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Cylance 于本周一揭露了一场以巴基斯坦空军成员为目

标的网络间谍活动。它的代号为“沙欣行动（Operation Shaheen）”，疑似由某个国家黑客

组织发起。 

根据 Cylance 公司安全专家的说法，他们将这个黑客组织追踪为“白衣公司（White Co

mpany）”，拥有一群可以利用零日漏洞的开发人员。 

“我们的初步调查结果报告详细描述了该组织在最近实施的一次行动，一场针对巴基斯

坦空军的间谍活动，持续了整整一年的时间。Cylance 将这场活动命名为“沙欣行动”，并将

该组织命名为“白衣公司”。该组织为掩盖其活动痕迹以及逃避追查，采取了许多经过精心

筹划的措施。”Cylance 在其发布的新闻稿中写道。 

“巴基斯坦空军不仅是该国国家安全机构（包括核武器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

也是该国新近宣布的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所在地。一次针对这样一个目标的间谍行动的成功，

能够使得国外势力在重大战术和战略洞察力方面占领先机。” 

作为“沙欣行动”的一部分，“白衣公司”的黑客针对巴基斯坦空军成员实施了鱼叉式

网络钓鱼攻击，诱饵文件的命名参考了一些大事件、政府文件，以及目标可能感兴趣的新闻

文章（如巴基斯坦空军、巴基斯坦政府、中国驻巴基斯坦军事和顾问等）。 

攻击者先后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网络钓鱼攻击实施策略，最初使用的是带有指向受感染网

站链接的电子邮件，之后切换为了使用以受感染 Word 文档作为附件的电子邮件。在这两种

情况下，电子邮件都参考了与目标有关的主题。 

“我们无法准确地说出这些文件的去向，也无法确定哪些文件最终取得了成功。但是，

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巴基斯坦空军是主要目标。这一点从钓鱼电子邮件采用的命名、主题

和内容的一致性，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Cylance 其新闻稿中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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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正如我们描述的那样，由这些电子邮件所交付的恶意软件不仅均来自合法的、

遭入侵的巴基斯坦机构的域名，并且这些遭入侵的巴基斯坦机构与巴基斯坦军方还存在明确

的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白衣公司”的黑客所使用的恶意代码能够规避大多数主流杀毒软件的

检测，包括 Sophos、ESET、Kaspersky、BitDefender、Avira、Avast、AVG 和 Quickheal。另

外，在这场间谍活动中被使用的恶意软件实现了至少五种不同的打包技术，为最终的有效载

荷提供了极有效的保护。 

Cylance 公司的安全专家表示，想要将攻击归因于某个特定的黑客组织非常困难的，因为

许多国家黑客组织都对针对巴基斯坦空军成员进行间谍活动抱有兴趣。 

该公司在其新闻稿中写道：“巴基斯坦是一个处于动荡、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同时也拥

有着爆炸性的内部政治历史。它在地缘政治棋盘上的地位，使得它很容易成为所有那些拥有

完善网络计划国家的目标。” 

友情链接：https://www.hackeye.net/securityevent/17245.aspx 

(五) Instagram 疑似泄露部分用户密码 

Instagram 近期通知一些用户，由于安全故障，可能意外的泄露了他们的密码。 

根据公司发言人的说法，这个 bug 是“在内部发现的，影响到极少数人。” 

这个消息首先由 The Information 报道，这个问题影响了 Instagram 在 4 月份上线的“下

载您的数据”（以便让用户知道站点收集了哪些个人数据）的工具。 

该功能由符合 GDPR 的社交媒体平台实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安全漏洞与 Instagram 四月份引入的一个工具有关，该工具让用

户了解到网站收集了多少个人数据。“下载你的数据”使得用户下可以载 Instagram 上关于他

们的所有数据，这既符合新的欧洲数据隐私法规，又满足世界各地对隐私越来越敏感的用户

的需求。 

Instagram 通知用户，如果他们使用了“下载您的数据”工具，他们的密码可能意外的被

泄露出来，因为密码就被包含在 URL 中。 

“如果有人在使用 Instagram 的“下载你的数据”工具时，提交他们的登录信息时，他们

可能在页面的 URL 中看到自己的密码信息。”Instagram 的发言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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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网络上使用这个工具可能已经向攻击者暴露了密码，该公司还通知用户密码也存

储在 Facebook 的计算机上。 

安全专家担心 Instagram 公司会以明文形式存储密码，但公司发言人否认了这一说法，称

公司只存储密码的哈希值。 

“根据 Sophos 安全公司的首席研究科学家 Chet Wisniewski 的说法，如果 Instagrahttps://

nosec.org/home/detail/1970.htmlm 使用正确的加密技术存储密码，这种类型的漏洞是不可能出

现的。”The Information 说道。 

“他表示，导致在 URL 中显示密码的唯一可能就是密码以明文形式存储在 Instagram 内

部的某个地方，这在安全行业是不能接受的。” 

“而这也使得我非常关注 Instagram 内部的是否有其他的安全操作。因为如果明文密码存

储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可能会有更大的问题，”他说。 

Facebook 旗下的公司证实，该漏洞已经修复，但作为预防措施，它还是建议用户更改密

码。 

这不是首次 Instagram 公司的安全措施受到专家的质疑。今年 8 月份，数百个账户被劫持，

这似乎是一次大范围集体攻击，所有账户都有相同的被入侵的痕迹。 

据称攻击者可以修改个人信息使得用户无法恢复账户。 

而在更早前的 2017 年 9 月，Doxagram 网站声称正在出售文件大小达 6M 的高档 Instagra

m 账户的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这些账户从 POTUS 到 Taylor Swift 不等。 

友情链接：https://nosec.org/home/detail/197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