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站请求伪造（Cross-site request forgery）
攻击者盗用了你的身份信息，以你的名义发送恶意请
求。
以你名义发送邮件，发消息，盗取你的账号，甚至于
购买商品，

漏洞危害

虚拟货币转账等
造成的问题包括：个人隐私泄露以及财产安全。
后台功能模块：管理后台、会员中心、添加用户等

PHP代码审计之CSRF漏洞

被引用的核心文件里面有没有验证token和referer相
关的代码

挖掘思路

没带token： 可以直接请求这个页面
没带referer：返回相同的数据
• 验证码
• 添加 Referer 验证

修复方案

• 添加 Token 验证

跨站脚本攻击（Cross Site Scripting）
盗取用户cookie

new 类可控

蠕虫

判断了 但是没有终止

漏洞危害

钓鱼网页

PHP代码审计之其他

• 搜索内容

参数污染
url解析器curl请求和php解析不一样

• 发表文章

ssrf

str_replace函数置为空

• 留言

挖掘思路

• 评论回复

$$

• 资料设置

extract()函数（还有常见的一些参数配置）

常见危险函数

• 将前端获取的内容，直接输出到浏览器页面

parse_str函数执行

• 将前端获取的内容，直接输出到HTML标签

常见类型

反射性

import_request_variables函数

• 将前端获取的内容，直接输出到<script>标签

挖洞经验

PHP代码审计之变量覆盖漏洞

存储型

• 在php.ini文件中设置register_globals=OFF

漏洞类型

是基于DOM文档对象模型的一种漏洞

• 使用原始变量数组，如$_POST,$_GET等数组变量
进行操作

document.URL

PHP代码审计之XSS漏洞

document.location

request接受poest数据，这时候post一个正常的，
get一个非法请求即可绕过

get post request参数的先后顺序

查看网页浏览信息

修复方案

• 不使用foreach语句来遍历$_GET变量，而改用[(
index)]来指定

DOM型

输入点

document.referer

• 验证变量是否存在，注册变量前先判断变量是否存
在

document.form
DOM型常见属性
eval
document.write

常见危险函数

PHP代码审计之SSRF漏洞

输出点

filter_var

document.InnterHTML
document.OuterHTML
• 对所有输入中的script、iframe等字样进行严格的
检查

反序列化对象中存在魔术方法，而且魔术方法中的代
码可以被控制，
漏洞根据不同的代码可以导致各种攻击，如代码注
入、SQL注入、目录遍历等等

漏洞成因

• 验证数据的类型及其格式、长度、范围和内容

__construct(), __destruct()
修复方案

• 客户端做数据的验证与过滤，关键的过滤步骤在服
务端进行检查

__call(), __callStatic()
__get(), __set()

PHP代码审计之反序列化漏洞

• 检查输出的数据

__isset(), __unset()

htmlentities()并不能转换所有的特殊字符，是转换
除了空格之外的特殊字符，且单引号和双引号需要单
独控制（通过第二个参数）

htmlentities

__sleep(), __wakeup()

魔术方法

__toString()

危险函数

htmlencode 一是必须写参数才对单引号转义，二是
不对反斜杠转义

htmlencode

__invoke()
__set_state()

• 代码层过滤不严

__clone()

• 系统的漏洞造成命令注入

命令执行的类型

__debugInfo()

• 调用的第三方组件存在代码执行漏洞
system函数
Passthru函数
常见函数

Exec函数
Shell_exec
反引号
传入的参数是 127.0.0.1' -v -d a=1 效果： '127.0.0.
1'\'' -v -d a=1'

'127.0.0.1'\\'' -v -d a=1\'

escapeshellarg先对单引号转义，再用单引号将左右
两部分括起来从而起到连接的作用

绕过方式

Escapeshellarg

str_replace函数置为空

接着 escapeshellcmd 函数对第二步处理后字符串中
的 \ 以及 a=1' 中的单引号进行转义处理

过滤函数

escapeshellcmd 的问题是在于如果 ‘ 和 “ 仅在不配
对儿的时候被转义。那么如果我们多增加一个 ‘ 就可
以扰乱之前的转义了

进行URL编码
点–>%2e 反斜杠–>%2f 正斜杠–>%5c
进行16为Unicode编码
点–>%u002e 反斜杠–>%u2215 正斜杠–>%u2216
进行双倍URL编码
点–>%252e 反斜杠–>%u252f 正斜杠–>%u255c
进行超长UTF-8 Unicode编码
点–>%c0%2e %e0$40%ae %c0ae
反斜杠–>%c0af %e0%80af %c0%af
正斜杠–>%c0%5c %c0%80%5c

• 在URL内不要使用文件名称作为参数

PHP代码审计之命令执行漏洞

目录穿越

• 检查使用者输入的文件名是否有“..”的目录阶层字符

Escapeshellcmd函数

修复方案

• 尽量少用执行命令的函数或者直接禁用参数值尽量
使用引号包括
• 在使用动态函数之前，确保使用的函数是指定的函
数之一

• 在php.ini文件中设置open_basedir来指定文件的目
录
• 使用realpath函数来展开文件路径中的“./”、 “../”等
字符，然
后返回绝对路径名称
• 使用basename函数来返回不包含路径的文件名称

• 在进入执行命令的函数/方法之前，对参数进行过
滤，对敏感字符进行转义

• 执行恶意代码

• 尽量少用执行命令的函数

漏洞危害

• 对于可控点是程序参数的情况下，使用
escapeshellcmd函数进行过滤；对于可控点是程序
参数值的情况下，

修复方案

• 包含恶意文件控制网站
• 甚至控制网站服务器等
%00截断

使用escapeshellarg函数进行过滤

本地包含

记录错误日志文件
需要解密base64
利用环境：php<5.3 magic_quotes_gpc取消的
可以使用遍历目录实现效果

本地包含-利用方式

• 参数的值尽量使用引号包裹，并在拼接前调用
addslashes进行转义
而针对由特定第三方组件引发的漏洞，我们要做的就
是及时打补丁，修改安装时的默认配置。

包含文件时会加入默认后缀 比如包含1.jpg会解析成1.
jpg.php
• %00截断
• 路径长度截断
(linux-4096，windows-256)(不受GPC限制)，5.3
以后被修复
?name=../../../../../../../../../www/1.
php/././././././.[…]/./././././././././
点号截断
只在window下可用
?name=../../../../../../../../../boot.ini/………[…]
…………
• ? 伪截断，不受GPC和PHP版本限制(<5.2.8)
• php://输入输出流
php://filter/read=convert.base64-encode/
resource=1.txt 以base64编码截断

eval assert函数
call_user_func()、call_user_func_array()、array_
map()等

回调函数

常见函数

动态执行函数
preg_replace /e
• 尽量不要执行外部的应用程序或命令

PHP代码审计之代码执行漏洞

文件包含

• 使用自定义函数或函数库来替代外部应用程序或命
令的功能

远程包含

• 使用escappeshellarg函数来处理命令的参数

• include()
使用此函数，只有代码执行到此函数时才将文件包含
进来，发生错误时只警告并继续执行。

• 使用safe_mode_exec_dir来指定可执行的文件路径
• 将执行函数的参数做白名单限制，在代码或配置文
件中限制某些参数
挖掘经验

举例：%df%27===>(addslashes)====>%df%
5c%27====>(GBK)====>運’

修复方案

使用mysql_real_escape_string进行转义

举例：注入点因为经过过滤处理无法触发sql注入漏
洞，比如addslashes函数，将单引号等字符
转义变成\’。但是存进数据库后，数据又被还原，在
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现一个新的注入同
时引用了被插入的数据库数据，就可以实现闭合新发
现的注入漏洞引发二次注入

require_once()
功能和前者一样，区别在于当重复调用同一文件时，
程序只调用一次

PHP代码审计之宽字节注入及二次
注入

关闭远程包含参数开关，彻底切断这个业务相比较。
文件包含-修复方案

二次注入

常见目录穿越字符进行过滤，如（./ ../ ..\等）
• fopen()

输入类型

字符型

设置类似白名单的方法，筛选固定文件名

文件操作漏洞

PHP代码审计之文件问题

数字型

inclue_once()
功能和前者一样，区别在于当重复调用同一文件时，
程序只调用一次。
require()
使用此函数，只要程序执行，立即调用此函数包含文
件，发生错误时，会输出错误信息并
立即终止程序。

宽字节注入

使用mysql_set_charset(GBK)指定字符集

远程包含-利用方式

• 模块加载、cache调用，传入的参数拼接包含路径

修复方案

• file_get_contents()

POST注入

• fread
注入类型

COOKIE注入

二次注入

• fgets

谷安天下PHP代码审计

课件读后感

宽字节注入
输入手法

文件读取

文件读取函数

• fgetss
• file

搜索注入

• fpassthru

盲注

• parse_ini_file

base64注入

• readfile
查询数据

• 文件可上传

读写文件

注入的利用方式

• 知道文件上传的路径

漏洞条件

执行命令

• 上传文件可以被访问

注入过程

• 上传文件可以被执行

基于时间
基于布尔

• Content-Length,即上传内容大小

PHP代码审计之SQL注入漏洞

盲注

• MAX_FILE_SIZE,即上传内容的最大长度

基于报错

• filename,即上传文件名
漏洞上传可控点

User-Agent

• Content-Type,即上传文件类型

Cookie

• 请求包中的乱码字段，即是所上传文件的内容

X-Forwarded-For

• 有可能存在请求包中的可控点还有上传路径，只是
上面的示例中没有出现

HTTP头注入
Clien-IP

PHP代码审计之文件上传漏洞
• 1.黑白名单过滤

Rerferer

• 2.修改MIME类型

Host
文件上传绕过-服务端

使用预编译语句

• 3.截断上传攻击
• 4. .htaccess文件攻击

使用存储过程

修复方案

检查数据类型

• 5.目录验证
• 检测文件上传内容

使用安全函数

– 黑白名单验证，检测文件扩展名是否合法
全局变量

– MIME验证，检测文件的MIME类型

global

修复方案

$GLOBALS
$GLOBALS

• 限制文件大小
• 更改临时文件夹的路径

$_SERVER

• 读取上传文件的绝对路径 与文件名称

审计中涉及的超全局变量

$_POST

• 隐藏文件路径

$_GET
$_REQUEST 中的数据，是 $_GET 、 $_POST 、 $_
COOKIE 的合集

unlink()函数
超全局变量

• 正则严格判断用户输入参数的格式

文件下载及删除

$_REQUEST

• 检查使用者输入的文件名是否有“..”的目录阶层字符

修复方案

$_FILES

• 在php.ini文件中设置open_basedir来限定文件访问
的范围

$_SESSION
$_COOKIE
• 标准类型：布尔boolen、整型integer、浮点
float、字符string

$_ENV
变量类型

输入/输出的验证
安全功能

• 复杂类型：数组array、对象object
• 特殊类型：资源resource

代码安全性分析

(1) 字符串和数字比较

程序异常处理

(2) 数字和数组比较

phpstudy（注意后门问题）
操作之间比较

环境配置及审计工具介绍

notepad++

(3) 字符串和数组比较
(4) "合法数字+e+合法数字"类型的字符串

Phpstorm
Seay源代码审计工具

(5) == 和 ===

环境搭建

• 变量为：0，"0",null,'',false,array()时，使用
empty函数，返回的都为true

RIPS
empty isset

Fortify SCA

PHP弱类型

数据库监控工具

xdebug配置

• 变量未定义或者为null时，isset函数返回的为false,
其他都为true

MD5
strcmp

代码调试

常见的存在弱比较的PHP函数

第三个参数设置为 true

in_array()

如果switch是数字类型的case的判断时，switch会
将参数转换为int类型

switch

MVC架构

array_search()

ThinkPHP

false 0 null 经过! 都是1

Laravel
Kohana

匹配到的字符在首位时会返回 0

strpos

Yaf

php过滤了字母,数字和下划线，如何输出可控字符
数（小马生成）

常见的php框架

true+true==2
异或，取反，php弱类型

CodeIgniter

在 php 中未定义的变量默认值为 null，null==
false==0

Yii
Smyfony
file://协议

allow_url_fopen ：off/on
allow_url_include：off/on

doitphp

php://filter 读取源代码并进行base64编码输出

主目录

php://filter

模块目录
插件目录

PHP伪协议

上传目录
模板目录
数据目录

网站目录结构

allow_url_fopen ：off/on
allow_url_include：off/on
php://input 可以访问请求的原始数据的只读流

php://input

代码审计的思路及流程
data://协议

allow_url_fopen ：off/on
allow_url_include：on
allow_url_fopen ：on
allow_url_include：on

配置目录
• 不要从GET/POST变量中接受session id

公共函数文件

• 调用session_start函数后，立即产生新的session
id，并删除旧的

安全过滤文件
数据库结构

session

函数集文件
配置文件

• Session 固定攻击

通读原文

安全过滤文件

Session 固定攻击修复方案

Index文件

文件上传

• 检查用户的IP地址，如果IP地址改变就产生一个新
的session id，并

会话认证漏洞

且删除旧的session

常见思路

功能点定向审计

登录验证

• 使用随机而且长度够大的数字或字符串来当做
session id

备份恢复
找回密码

• Session 劫持攻击

PHP代码审计之会话认证漏洞

敏感关键词回溯

Session 劫持攻击修复方案

• 注销后即销毁session的所有数据

安全模式

safe_mode = off（在PHP5.4.0被移除）
safe_mode_allowed_env_vars = string

限制环境变量存取

safe_mode_exec_dir =“E:\Local Test\WWW”

外部程序执行目录

com.allow_dcom = false

影响 HTTP 请求的数据有(GET、POST、Cookies)

disable_functions

禁用函数

com.allow_dcom = false

com组件

register_globals = off

magic_quotes_gpc= on （本特性已在PHP5.4.0被
移除）

基本配置-控制变量

是否允许打开远程文件

open_basedir=E:\LocalTest\WWW 能够控制PHP
脚本只能访问指定的目录，这样能够避免PHP脚本访
问，不应该访问的文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phpshell
的危害

基本配置-安全模式

魔术引号自动过滤
是否允许包含远程文件

allow_url_open = on

upload_tmp_dir=上传文件临时保存的目录，如果不
设置的话，则采用系统的临时目录

挖洞经验

全局变量注册开关

allow_url_include = off

expose_php=off （防止了通过http头部泄露的php
版本信息）

基本配置-远程文件

PHP核心配置详解
HTTP头部版本信息

文件上传临时目录

• 将网页之间传递的数据使用某种形式进行封装，特
别是session id
• 更改session名称

查找可控变量

register_globals = off

• 使用时间戳来记录session的使用时间，如果两次
session的相差时
间太长，就销毁session的所有数据

程序安装

文件管理

• 将session id存放在cookie内 • 注销后即销毁
session的所有数据

基本配置-目录权限

用户可访问目录

display_errors=on

内部错误选项

error_reporting=E_ALL&~E_NOTICE

错误报告级别

错误信息

遇到的比较多的就是出现在cookie验证上面，通常
是没有
使用session来认证，直接将用户信息保存在cookie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