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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报告导读 

1.1.概念及术语定义 

（1）撞库：撞库攻击指的是黑客通过收集互联网上已泄露的用

户账户信息，生成对应的字典表，再利用部分用户相同的注册习惯（即

使用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尝试登陆其它的网站或应用，以获取新

的可利用账户信息。 

（2）爬虫：爬虫又称为网页蜘蛛，是一种按照既定规则，自动

抓取网络上的指定信息的程序或脚本，可分为遍历爬取网页超链接的

网页爬虫和构造特定 API 接口请求数据的接口爬虫两类。 

（3）蜜罐：蜜罐（Honeypot）是指被当入侵诱饵，引诱黑客前来

攻击已收集相关证据信息的软件系统。依照蜜网项目组（The Honeynet 

Project）的定义，蜜罐是一种安全资源，其价值在于被探测、被攻击

或被攻陷。 

（4）网络钓鱼：网络钓鱼是构造带有欺骗性的电子邮件或伪造

的 Web 站点，以吸引受害者提交敏感信息，或向目标传递并植入恶

意程序的一种社会工程攻击方式，常被用于执行网络欺诈和网络入侵。

按照攻击载体，网络钓鱼可分为网站钓鱼、邮件钓鱼、短信钓鱼、IM

社交钓鱼、移动 APP 钓鱼等类型。 

（5）DDoS 攻击：即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一般来说，DDoS 攻

击会利用“肉鸡”对目标网站在较短的时间内发起大量合法请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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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和占用目标的网络和主机资源，迫使其无法正常提供服务。 

（6）僵尸网络：僵尸网络（Botnet）是攻击者出于恶意目的，传

播僵尸程序 bot 以控制大量计算机，并通过一对多的命令与控制信道

所组成的网络。需注意的是，这个网络并非物理意义上具有拓扑结构

的网络。 

（7）暗网：暗网（Dark Web）是指统称那些只能用特殊软件、

特殊授权或对电脑做特殊设置才能连上的网络，使用一般的浏览器和

搜索引擎找不到暗网的内容。 

1.2.数据来源及取样说明 

1.2.1.数据来源说明 

本报告的主要数据来源包括： 

（1）内容类数据；通过定向监控手段（云清平台）获取的违规

/恶意网站及其内容数据。 

（2）样本类数据：通过广谱监控手段（TH-Karma 平台）获取

的黑灰产工具样本。 

（3）流量类数据：通过蜜罐监控手段（TH-Karma 平台）获取

的黑灰产攻击流量数据。 

（4）黑 IP/域名类数据：通过第三方合作、蜜罐监控手段（云

清平台及 TH-Karma 平台）获取的黑 IP/域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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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类数据：通过其他第三方合作和监控手段获得的云主

机安全相关数据，包括但不限于上述的数据类型。 

1.3.2.数据取样说明 

本报告的数据取样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1）关键词取样：根据特定的关键词及关键词组合，从全集数

据中提取与特定分析对象或特定分析场景有关的数据子集。主要用

于数据统计或趋势分析。 

（2）相似度采样：根据文本或样本数据的相似度，从全集数据

中提取具有较高相似度的数据子集。主要用于数据分类统计或案例

分析。 

（3）随机采样：对未知类型或内容数据进行简单随机采样，抽

样比例根据具体的分析场景决定，主要用于情报线索发现或关键词

校验。 

（4）分层采样：对已知工具/事件数据按既定的标签规则分为

若干子集，对每个子集中的数据随机抽取部分数据进行分析，抽样

比例根据具体分析场景决定，主要用于案例分析或关键词校验。 

我们认为我方采集的非全量数据样本，在概率上符合一定的数

据取样准则，基于相关数据样本的分析结果，在趋势分析和分类统

计上与实际情况不会存在太大的偏差值。对于受限于数据获取的渠

道、数据本身的变化、抽样概率的限制及样本噪点的影响等所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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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差，我们会采取人工经验判断方式进行修正，这部分数据我们

会加以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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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报告背景 

自 2005 年亚马逊发布 AWS 伊始，云计算历经十数年的发展，

已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云计算支出在全球 IT 支出中的比例不断

提升，并形成了一个新兴的、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全球市场。 

在国内，2009 年成立的阿里云引领了云计算风潮。在完成一定

的技术积累和客户普及教育后，目前，我国的云计算产业已进入一

个较长的高速增长期，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加之阿里云、腾

讯云等大型公有云厂商的大力推动，我国云计算市场的规模急剧扩

张，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明显放大，并已成为我国 IT 产业一个新的

高速增长点。 

然而，在各个公有云厂商努力开疆拓土，打造各自的云计算帝

国的同时，云上资产的合规性问题也日益凸显：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和传统企业依托公有云厂商提

供的服务开展业务或进行数字转型，企业的数字资产正在向云上集

中，云上资产的安全与合规显得尤为重要。而公有云厂商在某种程

度上已经与上云企业形成了责任共担关系：上云企业必须依托公有

云厂商在基础设施、平台乃至软件层面提供的安全能力来构建云上

业务的安全体系，公有云厂商在安全和合规层面也承担了比传统的

IDC 厂商和网络运营商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安全与合规能力的输出

也已成为其核心竞争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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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云计算本身的开放性、便捷性、多样性、高性价

比，以及公有云厂商在安全方面的努力，不仅吸引着正常的企业用

户，同样也吸引着网络黑灰产从业者：越来越多的网络黑灰产通过

购买公有云服务，将用于攻击、诈骗、引流的网站和服务器置于云

中，进一步降本提效。同时，还可利用公有云提供的安全能力与企

业和安全厂商进行对抗。这迫使公有云厂商必须加强对云上资产的

合规审计能力，做到及时、准确地识别云上资产及服务的违规、滥

用行为，强化对公有云内容和行为安全的管控力度，承担起相应的

社会责任。 

有鉴于此，威胁猎人依托自身的黑灰产流量布控能力，结合战

略合作伙伴金山毒霸提供的恶意网站感知数据，对公有云云上资产

的合规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分析，通过大量的一手数据，形成了

《国内公有云云上资产合规现状报告（2018年上半年）》，旨在阐明

国内公有云在云上资产合规审计领域面临的现状及问题，为国家相

关监管机构和公有云厂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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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针对公有云的网络攻击威胁 

基于威胁猎人自有的黑灰产攻击流量监控数据，我们从中专门

提取了针对公有云的各类攻击数据。从中可以看出，2018 年上半年

（01 月-06 月），以国内各大公有云的云上应用和云主机为目标的网

络攻击整体呈明显上升趋势，威胁类型以机器人、撞库攻击为主，

针对云主机、域名和邮箱等资源的业务灰产仍大量存在。 

3.1.攻击总次数整体呈上升趋势 

通过对相关攻击行为按月进行次数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在排

除 2 月份春节期间大规模企业营销活动所造成的数据样本偏差影响

后，黑灰产对公有云的攻击次数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3.2.阿里云、腾讯云遭受攻击最多 

在国内公有云厂商中，针对阿里云的攻击次数占比最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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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2%，针对腾讯云的攻击次数占比居第二，为 27.34%，其他依次

是 UCLOUD、华为云、青云、百度云、金山云、京东云。这与国内

公有云厂商的市场份额占比排名基本趋同（此处忽略了部分公有云

厂商较细微的市场份额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按月统计攻击次数占比，阿里云和腾讯云

的占比在大多数月份都呈小幅上升趋势（排除 2 月份春节的数据样

本偏差影响），这也与公有云市场份额的集中化趋势基本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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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超五成攻击为机器人所为 

通过对攻击流量中行为特征的提取，我们发现，超过五成的攻

击为机器人所为。这些机器人中绝大部分用来执行互联网扫描或漏

洞利用动作，其中大部分（超过 70%）为最为常见的批量端口扫描

器，约两成源自针对特定目标的自动化漏洞扫描与利用工具（如

Struts2-045/048 系列漏洞），另有约一成应与国家监管部门、安全厂

商和科研机构的互联网资产探测类系统有关。此外，还有极少部分

机器人是针对公有云企业邮箱的注册机。 



 

 
10 

 

此外，我们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自动化扫描或漏洞利用类

机器人中约三成的流量源头指向了美国弗吉尼亚州阿什本，即亚马

逊 AWS 云计算园区所在地，且有逐月递增趋势。我们推断，由于国

内网络安全监管趋严，黑灰产活动的部分基础设施正逐步向国外转

移。 

3.4.撞库攻击整体呈上升趋势 

除自动化扫描或漏洞利用行为外，有 14.36%的攻击行为为撞库

攻击。对此类攻击行为按月进行次数统计，可以看到有明显的上升

趋势（排除 2 月份春节的数据样本偏差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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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发现，三成左右的撞库攻击使用了重叠度较高的

新的字典库，疑似与我们在 2018 年上半年监控到的数起社工库地下

交易事件有关。考虑到从数据泄露到流出至暗网、Q 群、Telegram

群等进行小范围交易，再到大规模散播的时延一般在三到六个月左

右，我们可以推断，到 2018 年下半年，撞库攻击将进一步增加。 

3.5.公有云业务灰产依旧活跃 

通过对“TH-Karma”平台采集的黑灰产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

现针对公有云各类优惠活动的薅羊毛活动仍然活跃。典型的有：通

过批量刷阿里云、腾讯云和美团云学生机优惠再进行转租转售，或

是批量代过阿里云和腾讯云域名实名认证，或是通过邮箱注册机批

量注册公有云企业邮箱等等。我们认为，这类活动已形成较为完整

的“产-销-用”灰产链条，为其他黑灰产活动提供基础设施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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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数据分析补充说明 

受限于数据获取的渠道及样本噪点的影响，我们的监控渠道对

DDoS 攻击和爬虫两类攻击的捕获率偏低，导致在数据统计结果中

这两类攻击次数低于我们的经验预期，无法判断其趋势走向，故在

本报告中不对此做详细分析。但从我们获取的黑灰产交易数据来

看，近 6 个月针对阿里云和腾讯云服务器的 DDoS 攻击空单（即没

人接单或接单完不成）量明显增多，侧面反映了阿里云、腾讯云等

云厂商在抗 DDoS 方面的努力已有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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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来自公有云的网络攻击威胁 

同样基于威胁猎人自有的黑灰产攻击流量监控数据，我们从中

专门提取了来自公有云的各类攻击数据。可以看到，2018 年上半年

（2018 年 01 月-06 月）间，相关网络攻击行为无明显增长，整体趋

于平稳，威胁类型以机器人、撞库为主，业务层面的攻击行为有明

显增加。 

4.1.攻击总次数整体趋于平稳 

通过对相关攻击行为按月进行次数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在排

除 2 月份春节期间大规模企业营销活动所造成的数据样本偏差影响

后，从公有云主机发起的攻击次数无明显增长，基本趋于平稳。 

 

4.2.从阿里云、腾讯云发起的攻击最多 

在国内公有云厂商中，从阿里云主机发起的攻击次数占比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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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 60.65%，从腾讯云主机的攻击次数占比居第二，为

23.51%，其他依次是金山云、UCLOUD、华为云、百度云、京东

云。 

 

若按月统计攻击次数占比，阿里云和腾讯云的占比在大多数月

份都呈一定幅度的上升趋势（排除 2 月份春节的数据样本偏差影

响）。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与阿里云、腾讯云在 2018 年上半年的

一系列促销优惠活动有关：诸如前述的学生机，以及老客户 6 元机

等云主机资源被越来越多的黑灰产用于对外发起攻击。 

4.3.机器人中注册机占比上升 

通过对攻击流量中行为特征的提取，我们对在所有攻击类型中

占比高达 54.73%的机器人进行了类型细分和统计。结果显示，与

3.3 中机器人中扫描或漏洞利用类工具占绝大多数的类型分布有所不

同的是，从公有云主机发起的机器人行为中约有超三成（31.84%）

为各类注册机（如邮箱注册机、账号注册机等）所为，另有近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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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为各类外挂工具（如红包外挂、游戏外挂等）。由此可

见，公有云主机较之传统 IDC 机房更高性价比和安全性，使得注重

成本和自我保护的黑灰产正在将部分服务类业务向公有云迁移。 

 

 

4.4.超三成攻击为撞库且仍会增长 

同时，我们还发现，超过三成（33.67%）的攻击均为撞库攻

击，且逐月呈现一定幅度的上升趋势（排除 2 月份春节的数据样本

偏差影响）。结合前文中 3.4 章节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推断，到

54.73% 33.97% 

3.69% 
2.31% 

1.78% 
1.24% 

2.28
% 

不同类型攻击占比

机器人 撞库 刷量 爬虫 僵尸网络 垃圾邮件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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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下半年，从公有云主机对外发起的撞库攻击将进一步增加。 

 

4.5.数据分析补充说明 

受限于数据获取的渠道，我们的监控渠道无法准确判断被用于

对外攻击的云主机中哪些是最初目的就是用于黑灰产攻击，哪些又

是被黑后的失陷主机，而单纯基于 DGA 域名规则进行判断也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且相应的数据统计结果远低于我们的经验预期。因

此，在本报告中不对这一方面做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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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被忽视的云上内容合规问题 

结合金山毒霸在端上的恶意站点感知数据，以及威胁猎人采集

的黑灰产活动数据，我们发现，除了前述各类网络攻击威胁外，公

有云厂商还面临较严重的云上内容合规问题：大量恶意、违规网站

利用公有云部署便捷、性价比高和防护能力强的特点，在公有云上

搭建并对外开展网络赌博、网络色情、网络钓鱼、网络传销、内嵌

挖矿等非法活动。 

5.1.云上网络赌博类的占比最高 

2018 年上半年（2018 年 01 月-06 月）间的监控数据显示，云上

的恶意、违规网站中，与网络赌博相关的占比最高，高达 75.38%。

尤其是受到 6 月世界杯的影响，有大量足球类博彩网站在 6 月集中

上线，并有大量云上的正常网站被批量植入带有博彩内容的暗链和

页面。预计到 7 月份世界杯结束，网络赌博类的占比将回落到正常

水平（预估约在 50%-60%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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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云上网络色情类大多意在欺诈 

通过数据取样分析，我们发现，公有云中网络色情类大多都与

网络欺诈活动相关。一般操作手法是：先借助广告、社交软件引流

等方式，利用诱惑性视频或图片将用户吸引至网站，再诱导用户进

行充值，但大多并不提供相应的服务，是一种典型的网络欺诈行

为。 

这类网站为了躲避监管，大多都会利用低价的批量域名和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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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资源，每隔 1-3 天随机切换域名和主机。这种操作手法在云上的

网络钓鱼活动中也大量出现。 

5.3.云上网络钓鱼类玩法多样 

我们通过对各公有云中网络钓鱼类非法内容的数据统计发现，

钓鱼网站最常见的仿冒网站类型分别是：银行、游戏、电商、P2P

金融、赌博。 

 

通过结合黑灰产交易渠道监控数据的关联分析，我们发现银行

类钓鱼网站存在以下两大特征：一是呈现一定周期性的出现规律，

二是与地下黑市的一些银行账户和个人隐私交易事件存在较大关联

性，这都说明从事相关活动的多为固定团伙，活跃周期多在 1 个月

左右。 

P2P 金融类是之前较少出现的一类钓鱼网站，这与近几年持续

的理财热有关。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有少部分此类钓鱼网站竟然是

利用近期大量 P2P 金融“爆雷”潮，通过微信、QQ 和论坛的维权

28.50% 

21.18% 
16.09% 

12.43% 

13.86% 

7.94% 

网络钓鱼常见仿冒网站类型占比统计

银行 游戏 电商 P2P金融 赌博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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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诱骗期望追回钱财的人到虚假网站上填写个人信息，或是进一步

骗取金钱。 

赌博类钓鱼网站同样受世界杯的影响出现激增现象，预计世界

杯结束后会有所回落。 

5.4.云上网络传销类屡禁不止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云上的网络传销类站点大多以所谓“现金

平台”、“网上微商”、“网上兼职”等形式出现，并引流至相应的传

销微信群、QQ 群、论坛或线下集会。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数字货币的大热，主打“交易即挖矿”等

新兴概念的网络传销也正在兴起，并与一些网络欺诈行为相结合，

已诱使不少人深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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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写在最后 

在云计算普及的当下，各大云计算服务提供商也承担着更重要的角

色，对违规内容和业务的审计能力也成为云计算服务提供商的标准

能力。除了各大云计算厂商的自己投入之外，行业的联动及第三方

服务提供商的能力合入也在提升整体安全审计效率。互联网生态快

速变化过程中，安全体系的迭代存在更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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