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售行业安全趋势
攻击者瞄准唾手可得的成果

IBM X-Force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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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概述
尽管某些广为人知的攻击类型针对的是大型零售商，但
2015 年网络犯罪分子开始将其目标从大型零售商转向
小型企业。我们怀疑 2016 年这种情况仍将继续，但行
业分析师难以评估问题的真实程度，因为许多小型零售
商可能并未报告攻击情况。这一趋势应波及大型企业，
因为攻击者可能会将小型企业视为通过供应链或支付门
户攻击目标大型企业的路径。
IBM® Managed Security Services (IBM MSS) 数据显
示，今年的 Shellshock 攻击率很高，占 IBM MSS 客户
端网络中发现的威胁活动 1/4 以上，在 Shellshock 爆
发 2 周年之际（9 月1和 10 月2），攻击活动明显增加。
长期以来，SQL 注入和暴力攻击深受网络犯罪分子的欢
迎，因为它们的成功率已经得到证明，是第二和第三种
最常见的攻击类型。作为用来被动收集关于目标系统信

息以识别漏洞的预攻击手段，指纹识别占据近 11% 的
攻击活动。
Ponemon 2016 数据泄露成本研究：全球分析显示，对
零售商带来的经济损失将持续上升。2015 年，零售行
业的数据成本显著增加，从 2014 年每条记录 105 美元
增加到 2015 年的 165 美元。2016 年，这一数字上升
至每条零售记录 172 美元，远高于 158 美元的跨行业
平均成本。
随着购物季的全面展开，我们还评估了黑色星期五/网
络星期一周末的攻击数据。这似乎是攻击增加的好时
机，但从历史上看，我们尚未发现 IBM MSS 客户端网
络上的威胁活动急剧上升。今年的表现并无不同，针对
零售商的每日平均攻击次数略低于全年的日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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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攻击活动的这一趋势并不能体现信用
卡欺诈的发生频率。事实上，一份报告显示，2016 年
黑色星期五到网络星期一的在线零售信用卡欺诈率比
2015 年高出 20％。3 去年的 IBM 零售报告强调了密码
芯片卡与签名芯片卡的安全性，但芯片卡的出现明显未
解决信用卡欺诈问题。它甚至引入了晦涩的法律条文，
一些美国大型零售商向信用卡公司提起诉讼，要求他
们允许使用签名芯片卡。4 鉴于困扰零售行业的这些问
题，组织需要了解这种趋势，进行最适合自身的安全性
投资。我们的建议旨在优化安全性计划，以阻止高级威
胁，保护零售行业的“重要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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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X-Force
IBM X-Force 研究团队负责研究和监控最新的威胁趋势，包
括弱点、漏洞、攻击、主动攻击、病毒及其他恶意软件、
垃圾邮件、网络钓鱼和恶意网络内容。除了向客户和公众
提供有关新兴和关键威胁的建议外，IBM X-Force 还提供
安全内容以保护 IBM 客户免受这些威胁。威胁情报内容直
接通过 IBM X-Force Exchange 协作平台提供，请访问：
xforce.ibm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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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隐私与安全的交集
消费者往往同时寻求提高零售帐户的个性化和隐私性，
但有时也会混淆隐私与安全。在不损失隐私性的情况下
难以实现个性化，而隐私与安全并不相同。
在数据收集方面，隐私是指信息的安全收集以及公司对
此等信息的适当存储和使用。这种信息收集支持消费者
帐户个性化。例如，消费者可提供人口统计信息以便接
收适合其年龄、性别等方面的广告和优惠券。很多人
愿意提供这些细节；去年发布的一项全球调查发现，
54％ 的消费者可能会与零售商分享信息。5
随着零售商寻求通过跟踪和整合来自各种设备（如智能
手机、平板电脑和销售点 (POS) 系统）的数据来全面实
施个性化，客户体验变得更加无缝和愉悦。但零售商收

集和整合的数据越多，就越容易受到攻击。零售已成为
主要攻击目标，随着数据存储库的增长，它提供了一个
对犯罪分子更有吸引力的数据丰富的环境。
为了解决隐私问题，零售商应提供易于理解的隐私政策
来保持透明度，并让消费者有权选择何时以及如何收集
和使用他们的数据。消费者还应该明白，他们的很多数
字互动都会留下数据痕迹，一定程度上，在个性化和隐
私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是他们自身的责任，而不仅仅是
零售商的责任。
零售商的任务是从隐私和安全的角度保护消费者的敏
感信息。即使企业妥善收集、存储和使用信息，也必
须关注下一节中讨论的攻击类型，并设法减少消费者
数据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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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零售行业的普遍攻击
IBM Managed Security Services 每年监控 100 多个国
家/地区的客户端设备报告的数十亿起事件，分析了我
们在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期间积累
的汇总数据。这些数据对零售行业面临的日常网络体验
提供了洞察。
在本节中，我们将攻击定义为在系统或网络中发现的安
全事件，此事件已被关联和分析工具确认为试图收集、
破坏、拒绝、降级、伪造或破坏信息系统资源或信息本
身的恶意活动。
前五大攻击媒介 - Shellshock、SQL 注入、暴力攻击、
指纹识别和后门程序 - 占针对零售行业实施的攻击活动
的 74％ 左右。图 1 细分了最普遍的攻击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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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零售行业最普遍的攻击媒介。（2016 年 1 月 1 日 2016 年 11 月 30 日）。来源：IBM Managed Security
Services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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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shock

SQL 注入

不出所料，Shellshock 是排名第一的攻击媒介，占所
有攻击活动的 26％。Shellshock 是 Linux、Solaris 和
Mac OS 系统中广泛使用的 GNU Bash shell 中的漏洞。
2016 年 9 月 24 日是这一威胁爆发两周年的纪念日，它
制造了 2014 年信息安全领域最轰动的头条新闻之一。
仿佛是预计到其周年纪念日一样，Shellshock 袭击活
动在 9 月飙升至 2015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10 月份出
现了第二波攻击狂潮。6 鉴于这种激增现象，2016 年零
售行业遭遇的 Shellshock 攻击数量几乎是 2015 年的
两倍，其中 60％ 发生在 9 月份，这一点不足为奇。

SQL 注入是针对零售商的第二大攻击媒介，占 20％ 的
攻击。薄弱的 SQL 数据库安全策略是攻击成功的共同
特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IBM X-Force 漏洞数据库的
数据显示，虽然利用此威胁的攻击仍然很普遍，但近
几年披露的 SQL 注入漏洞数量大幅下降，而相关漏洞
利用代码已对公众开放。事实上，从 2011 年到 2015
年，披露的 SQL 注入漏洞数量下降了 54％。漏洞与公
开可用的漏洞利用代码比率也在下降。这意味着攻击者
只对未修补的较旧 SQL 注入漏洞成功实施了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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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零售商经历的超过一半的 Shellshock 攻击都
发生在 9 月份，即 Shellshock 爆发的周年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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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攻击
暴力攻击占 15％ 的攻击。暴力密码攻击是一种入侵者
试图猜测用户名和密码组合以非法访问系统或数据的
策略。发现的大多攻击都是针对 Secure Shell (SSH) 服
务。攻击者之所以偏爱 SSH，是因为它提供了跨网络的
Shell 帐户访问。

后门程序
3% 的攻击涉及到某些 TCP 端口上的请求，这些请求表
明攻击者正在受到攻击的网络上运行后门程序。后门程
序可使攻击者绕过安全验证机制访问计算机程序。大多
数后门程序是通过系统漏洞（如病毒或蠕虫）部署在系
统上的。

指纹识别
超过 10% 的攻击涉及到指纹识别，通常被视作预攻击，
用于收集有关潜在目标的信息并寻找其中存在的弱点。
本质上，攻击者将目标系统的输出与已知的“指纹”进
行比较，这些指纹唯一标识有关目标的特定详细信息，
比如操作系统或应用程序的类型或版本。攻击者可通过
此信息利用目标组织的 IT 基础架构中的已知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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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出现了积极的信号，但来自 POS 恶意软件的
威胁仍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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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 恶意软件旨在提取客户支付卡数据，并发回给由
攻击者控制的命令与控制 (C&C) 服务器，2013 年 12 月
之前主流媒体对此鲜有提及。在史上规模最大、曝光度
最高的一次数据泄露事件中，超过 1 亿张信用卡卡号从
美国零售连锁店被盗。7 POS 恶意软件病毒在 2014 和
2015 年发展势头强劲，多起信用卡泄露事件导致高端
零售品牌受损，其功能也不断增加：整合僵尸网络功
能、与中央命令与控制服务器通信、在受感染的系统上
部署键盘记录程序、利用创造性的渗漏方案将数据发给
攻击者。8

鉴于这一威胁似乎在两年间愈演愈烈，故此我们想评估
其在 2016 年的影响力。有趣的是，IBM MSS 数据显
示，去年排名前列的攻击媒介（使用恶意文档和网站）
今年排名很低，仅占攻击活动的 2％（见图 1）。攻击
旨在欺骗受害者打开恶意文档或点击恶意网站的链接，
几乎总是试图让受害者下载恶意软件。就零售商而言，
恶意软件通常是基于 POS。
攻击活动减少可能表明更多零售商在实施保护 POS 系
统的最佳实践，比如限制互联网访问和更新软件。因
此，攻击者发现这种威胁媒介的吸引力越来越小。
除了 IBM MSS 数据显示的这一观察结果外，我们也从
另一份报告中发现9，2016 年针对 POS 系统的新恶意
软件变体越来越少。新变体减少意味着安全供应商能更
及时地应对威胁，降低零售商面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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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否意味着 POS 恶意软件不再是重大威胁？不，远
非如此。虽然利用恶意文档和链接的新恶意软件变体和
攻击现象减少令人鼓舞，但威胁仍然存在。今年报告了
几起 POS 恶意软件事件，其中一起针对的是一家知名
度较高的娱乐产业组织，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未发现恶意
软件10 - 这只是 2016 年发生的几起事件之一，攻击者
在长达三个月到一年的时间里肆意收集未检测到的数
据。正逢假期之际，我们发现了新的 POS 恶意软件系
列 ScanPOS，其通过新的网络钓鱼活动进行分发。 11
因此，我们采取谨慎的态度，并强烈建议您应用我们在
本报告末尾提供的保护 POS 系统的建议。

勒索渗透到零售行业
勒索软件和其他勒索攻击所带来的风险越来越受到各个
行业的关注。零售行业也不例外。过去几年中，零售勒
索软件事件层出不穷。2014 年，一家国际披萨连锁餐
厅 65 万比利时和法国客户的个人资料在勒索未遂后被
泄露。12 在今年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中，一家美国餐厅
遭到勒索软件攻击，攻击者索取 1 万美元才会解锁加
密文件。13 FBI 通知该餐厅，这是海外网络犯罪分子锁
定的八家企业之一。在另一次勒索攻击中，某韩国电子
商务门户网站超过 1000 万客户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
码被盗。 14 勒索者要求用 266 万美元的比特币换取公
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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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16 年底新的 POS 恶意软件系列崛起，零售
销售点系统作为窃取信用卡数据的工具仍易受到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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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和物联网
智能手表和恒温器等物联网 (IoT) 设备今年可能会出现
在消费者的假日购物清单上，但攻击者对此类设备可能
制定了其他计划。近期对域名提供商 Dyn 实施的破纪录
的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 攻击采用 Mirai 物联网僵尸网
络，让人们注意到物联网设备越来越容易受到攻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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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当然不是唯一受到攻击的行业。6 月份，安全研究
人员发现超过 25,000 台闭路电视摄像头被用来对美国
一家小型珠宝店网站实施为期数天的 DDoS 攻击。16 零
售商的网站不仅容易受到物联网僵尸网络的攻击，而且
实体店中安装的闭路电视摄像头也会受到攻击，并被物
联网僵尸网络用来攻击其他目标。网络中日益增加的物
联网设备通常无法获得新计算机的安全审查级别，因此
它们更容易成为多种攻击类型的攻击目标。

在零售领域，物联网具有多种新的用途，比如检测购物
者在商店中的位置和行为。17 利用和分析此类信息有助
于零售商为消费者提供更智能的购物体验。但如果我们
不在这些应用程序中构建安全性，很可能会对零售商和
客户产生负面影响。此外，供应链中物联网的存在创造
了几乎完全可见的可能性，因为从制造商到消费者的所
有数据都会经过分析。可见性增强为零售商提供了可执
行信息，用以提高效率，从而降低成本。但缺点是物联
网设备通过易受攻击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进行通
信，因而攻击面增大。只要攻破一个物联网设备，攻击
者便有可能访问多个组织的网络并渗漏数据或注入恶意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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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者是在购物而非攻击
攻击者利用节假日之便，通过垃圾邮件、网络钓鱼和受
到攻击的网站发起攻击，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恶意假
日主题活动数量必将增加。在近期一次垃圾邮件活动
中，这些电子邮件被伪装成信誉良好网站的官方“黑色
星期五交易”，试图用礼品卡代码欺骗受害者。另一次
恶意活动利用了 Locky 勒索软件，在由 IBM Security
分析的所有传入垃圾邮件中，高峰时期它占据其中
72%。18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近年来的 IBM Security 研究显
示，在黑色星期五/网络星期一期间针对零售行业的攻
击未显著增加。今年，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期间的
流量似乎急剧增加，但在四天的延长周末，攻击次数实
际上低于全年的日平均值（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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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黑色星期五到网络星期一期间的零售商每日平均攻击次数低于全年的日平均值（2016 年 11 月 1 日 - 2016 年 11 月
29 日）。来源：IBM Managed Security Services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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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节假日期间会出现严重的漏洞和猛烈的攻击。在
此期间，每日安全攻击量可能低于预期，因为网络犯罪
分子可能会在今年早些时候实施犯罪活动，为在假日购
物狂潮期间攫取利益打下基础。攻击者经常渗透系统，
在发布任何公告或在目标组织发现漏洞之前，花费几个
月的时间秘密收集数据。

用户教育也有可能产生积极影响。节假日期间会有很多
警告，用户实际上可能比平时更加警惕，并且在点击假
日电子卡中跳舞的圣诞老人之前会犹豫再三，这种电子
卡会安装恶意软件，或通过闪烁的“折扣”图像诱使他
们访问恶意网站。旺季保持额外的警惕也可能是攻击次
数减少的原因。为什么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实施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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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星期五“交易”，在电子卡中跳舞的圣诞老人和闪烁
的“折扣”图像可能是以假日为主题，试图让用户点击恶
意链接或下载恶意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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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可见性

针对零售行业的攻击者对攻击网站兴趣不大，而是将更
多注意力放在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上，比如信用卡数据。
这与其他行业攻击者的动机有很大不同，在这些行业
中，破坏可能更有激励性。此外，零售行业攻击者利用
SQL 注入和暴力攻击这样久经验证的可靠媒介对需要基
本保护的组织实施攻击。

对网络事件的可见性至关重要。安全信息和事件管理
(SIEM) 工具可为各种规模的组织提供预防、检测和响
应最新威胁的有效方法，以免造成破坏。分析网络流量
以实时识别安全威胁是确定安全事件优先级的关键。诸
如 IBM QRadar Security Intelligence Platform 之类的
工具整合了分布在整个网络中的数千个设备、端点和应
用程序的日志事件和网络流量数据。

先从基础开始：识别、保护、检测和恢复
虽然大型零售商容易遭到 SQL 注入和暴力攻击，但小型
零售商更有可能成为受害者。这些媒介所针对的漏洞可
被视作唾手可得的成果，且在未采取基本安全措施（识
别、保护、检测和恢复）的小型企业环境中很常见。大
型企业应予以关注，因为攻击者可能会将小型企业视为
通过供应链或支付门户攻击目标大型企业的路径。问题
往往在于中小型企业可能不确定何处以及如何着手解决
网络安全问题。在美国，可在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
院 (NIST) 指南小企业信息安全：基本知识中找到有关问
题的帮助。理想情况下，各种规模的业务和企业都应采
用以下最低限度的建议。

漏洞修补
两大攻击媒介 Shellshock 和 SQL 注入会利用未修补的
漏洞，所以及时的补丁管理对于任何规模的组织都至关
重要。通过从安全情报和数据分析工具（如 IBM Qradar
和 IBM BigFix 端点管理解决方案）收集的分析，您需要
确定自己所在行业的重大漏洞，并始终（是始终！）对
系统进行修补和更新。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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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暴力攻击

保护企业的同时降低成本和复杂性

如今许多产品和服务都需要强密码，但弱密码仍能帮
助犯罪分子成功实施暴力攻击。强制使用不允许出现
在常见密码列表中的字词的强密码。在三到五次登录
尝试失败后锁定帐户。对各类失败登录返回的错误消
息相同，因此攻击者无法判断是否使用了有效的用户
ID 却输入了错误的密码，反之亦然。不允许直接登录管
理员帐户。有关其他建议，请查看 IBM 报告小心旧式网
络攻击。

从基础架构、数据和应用程序保护到云和安全管理服
务，IBM Security Services 拥有专业的知识，可以为贵
公司的关键资产保驾护航。我们能为世界上最复杂的网
络提供保护，并雇佣业内最优秀的人才。

保护 POS 系统
来自 POS 恶意软件的威胁似乎略有减少，但零售组织仍
应保护其针对 POS 恶意软件的端点销售机制。至少，
我们强烈建议实施去年的零售行业报告中所列的最佳
实践。

IBM 提供的服务可帮助您优化安全计划、阻止高级威胁、
保护数据并保障云和移动的安全。Security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and Consulting Services 可以根据安全方面的
最佳实践评估您的安全状况和成熟度。凭借 IBM X-Force
Incident Response and Intelligence Services，IBM 专
家可主动搜索和响应威胁，并在攻击发生之前应用最新
的威胁情报。借助 IBM Managed Security Services，您
可以利用业界领先的工具、安全情报和专业知识，来帮
助您改善安全状况 - 成本通常只占内部安全资源的一小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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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
Scott Craig – IBM Security 威胁研究员

攻击者是在购物而非攻击

IBM Security 可提供最先进的集成式企业安全产品和服
务组合之一。该组合以世界知名的 IBM X-Force 研究为
后盾，提供充足的安全智能，借助身份和访问管理、数
据库安全、应用程序开发、风险管理、终端管理、网络
安全及其他各方面的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全面保障其人
员、基础架构、数据和应用程序的安全。IBM 拥有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安全研发和交付机构，每天监控 130 多
个国家超过数十亿起安全事件，并持有 3,500 多项安全
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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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关注我们的 Twitter：@IBMSecurity，或者访问 IBM
安全情报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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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le Alvarez 是 IBM Managed
Security Services 的威胁研究员和编
辑，她在工作中融入了自己 10 多年
的从业经验。Michelle 负责研究和
分析安全趋势，撰写并编辑安全和
威胁缓解思想领导力论文。她于 2006 年通过 Internet
Security Services (ISS) 收购加入 IBM。在 ISS，她担任
分析师，并为世界上最全面的威胁和漏洞数据库之一 X-Force 数据库的开发做出了贡献。多年来，Michelle
在信息技术 - 信息共享和分析中心 (IT-ISAC) 发挥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该公司是由信息技术部门成员组成
的非营利性有限责任公司。她是 IBM 赞助的安全博客
SecurityIntelligence.com 的定期撰稿人，并拥有信息技
术硕士学位。

了解更多信息
要了解有关 IBM Security 产品组合的更多信息，请联
系 IBM 销售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伙伴，或者访问：
ibm.com/security
有关安全服务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ibm.com/security/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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