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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資料隱碼資料隱碼資料隱碼資料隱碼 

2008 年的上半年，全球超過 50 多萬的正當網站曾被入侵，並用作散播惡意軟件，

其中聯合國、英國政府及美國國土安全局等網站亦受遭殃。(Ref. #1, #2) 

 

瀏覽惡意網站固然是危機四伏，可是，瀏覽正當的網站亦可能不再安全，你有可

能感染惡意軟件，又或者無聲無息地洩露或被盜取敏感的資料。這是網民當下的

遭遇，我們沒有半點誇張。 

 

我們利用本文作個簡介，探討這些威脅所帶來潛在的災難影響，以及提供相關減

低風險的措施，讓讀者有更深入的瞭解。 

 

為甚麼正當的網站也變得不安全呢? 大家不是已經下了很多功夫，去保護信息資

產，做好保安修補程式的更新、安裝防毒軟件、架設防火牆和入侵偵測系統嗎? 

 

藉此，我們將提及很多人忽略的一環 ―― 應用程式編碼的保安漏洞，SQL 資

料隱碼攻擊，可以在你現有的防護罩出入自如，你必須加以防範，以免整個防禦

系統失效。 

 

用戶用戶用戶用戶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信者得信者得信者得信者得禍禍禍禍 

 

現時很多網站都利用不同的網頁應用程式，並依賴後端資料庫內的數據，為用家

提供豐富動態設計的互動網頁。Web 2.0 技術可令用戶在單純擷取資料之外，還

能得到更多的發揮，例如可在社交網站、維基(wiki)及部落格(blog)中等地方發表

意見。單是透過瀏覽器，使用者已經可以查詢及更改資料庫內的資料，更甚者，

他們或能操控整個資料庫。小小的網頁應用程式瑕疵，其實足以提供未經允許的

資料庫操控及可疑隱碼的漏洞，讓攻擊者有機可乘，偷取資料庫內珍貴的資料。

這類應用程式攻擊稱為 “SQL 資料隱碼” (SQL Injection). 

 

 

 

 

#1 - Hackers jack thousands of sites, including U.N. domains 

http://www.computerworld.com/action/article.do?command=viewArticleBasic&articleId=9079961 

#2 - Hackers hijack a half-million sites in latest attack 

http://www.computerworld.com/action/article.do?command=viewArticleBasic&articleId=9084991 

http://www.hkcer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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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甚麼是甚麼是甚麼是甚麼是 SQL? 

結構化資料查詢語言 (SQL - 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是一種專為資料庫設計

的 程 式語言， 可從關 聯 式 資 料 庫管理系 統 (RDBMS - 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s)中擷取及管理資料、產生及修改資料庫綱要、及管理資料物

件的存取控制，亦會用作查詢及更改資料、存取及操控資料庫。 

 

B. 甚麼是甚麼是甚麼是甚麼是 SQL 資料隱碼資料隱碼資料隱碼資料隱碼 (SQL Injection) 及怎樣運作及怎樣運作及怎樣運作及怎樣運作? 

SQL 資料隱碼 是從客戶端輸入的資料中，加插特殊 SQL 指令陳述，並傳送至

應用程式中執行所做成。運作尤如遞交一般網上表格(步驟 1-4)，於表格上文字

範圍輸入的資料，最終會組成一項資料庫查詢被執行。駭客可藉輸入變異的 SQL

陳述(步驟 5)來改變查詢性質(步驟 6)，達至闖入、竄改、甚至破壞後端資料庫的

目的。 

 

以下是一個 SELECT 查詢，關於系統登入驗證程序中，傳回指定登入用戶戶口

密碼的例子 

正常查詢正常查詢正常查詢正常查詢 

 SELECT passwd FROM USERS WHERE uname=`$username`  

 

如在資料表 USERS 中，查詢登入名稱為`Robert`的用戶密碼，該 SQL 查詢陳述

會變成 

 SELECT passwd FROM USERS WHERE uname=`Robert`  

 

我們只要在`$username`輸入項中，利用變異的 SQL 陳述作輕微修改，我們則可

獲得意想不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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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1:   

- 利用巧製的參數值，便可加入並執行額外的查詢 

查詢 SELECT passwd FROM USERS 

WHERE uname=`Robert`; DROP TABLE USERS;--` 

結果 第 2項查詢 [DROP TABLE USERS] 被執行，並將資料表 USERS

移除，以致所有使用者戶口消失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2:  

- 將查詢規則巧妙地設為邏輯真值，便可抽出查詢資料表內所有記錄 

查詢 SELECT passwd FROM USERS WHERE uname=`` OR 1=1` 

結果 資料表 USERS 內的所有戶口資料，都可被抽出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3:  

- 將第 1項查詢規則巧妙地設為邏輯假值，使第 1項查詢結果為空，並透過結合

兩項查詢結果，使第 2項查詢結果可傳回敏感資料 

查詢 SELECT password FROM USERS WHERE uname=`` AND 1=0 UNION 

SELECT card_holder_name, card_number, expiry_date FROM 

CREDITCARD` 

結果 第 2項查詢可被用作抽出資料表 CREDITCARD 內的敏感資料 

 

C. 潛在風險潛在風險潛在風險潛在風險 

網站及網頁應用程式大都容許公眾隨時到訪使用，並提供不同類型的服務。但

是，防火牆及防毒軟件針對網頁應用程式入侵，以致直接存取如客戶資料庫等後

端資料等攻擊，都甚少提供相關防護。由於大多數的網頁應用程式都是度身定

做，並由個別公司自行開發而成，其中，軟件的保安測試及其質素保證的重要性，

往往被忽略，因此使到該類應用程式更易成為攻擊者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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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資料隱碼 攻擊一旦成功，就能讀取資料庫內的機密資料、修改資料庫數據 

[如新增 /修改 /刪除 ]、執行資料庫的管理動作  [ 如關閉資料庫管理系統

(DBMS) ]、回復資料庫管理系統(DBMS)檔案系統內的檔案內容、或在某些情況

下向操作系統發出指令等，另外亦可引致很多其他形式的攻擊。 

 潛在風險潛在風險潛在風險潛在風險 

保密性 (Confidentiality) 由於資料庫常用作儲存敏感資料，因此損失保密性是

SQL 隱碼攻擊中最明顯的危機之一，而資料洩露或盜取

可以無聲無息地發生 

完整性 (Integrity) 除了敏感資料可被讀取外，資料庫內的資料亦可能被更

改，甚至刪除 

可用性 (Availability) 資料被移除或資料庫管理系統失控(如資料庫管理系統

被關掉)可引致資料無法存取 

授權 (Authorization) 如果授權權限資料儲存於資料庫內，SQL 攻擊不但可修

改存取權限，並能使未授權的用戶可作進一步的攻擊 

驗證 (Authentication) 在沒有登入資料(如登入密碼)的情況下，亦可隨意連接

及存取系統 

 

� 網頁塗改 

網站的正常內容可能被更改或刪除。 

 

� 網頁惡意掛碼 / 惡意程式寄存 

當駭客於存有漏洞的網站插入惡意程式碼後，便能載入外來的程式危害其他電

腦。所有到訪網站的線上客戶，不但要承受感染惡意軟件及成為僵屍電腦的潛在

風險外，亦會成為攻擊者的同謀，並會向其他存有漏洞的網站作攻擊(如 Asprox 

木馬)，將惡意軟件繼續散播至更多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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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站請求偽造 [ Cross-Site Request Forgery (XSRF) ] 

當用戶到訪網站並完成登入驗證程序後(步驟 1)，驗證資料大多儲存於 cookie 內

(步驟 2)，直至 cookie 過期失效為止。駭客於網頁中插入的隱碼 [如巧製的圖像

檔或 zero-size iframe]，會被自動載入及執行(步驟 3)。瀏覽器在載入隱碼時，或

會傳送敏感資料至駭客網站(步驟 4)，或利用 cookie 資料假冒用戶的身份，藉以

得到批准進行授權交易，並向網站提交虛假的交易要求(步驟 5)。由於該交易要

求是由客戶端瀏覽器發出，以致難以追蹤攻擊來源。 

 

� 跨站腳本置入 [ Cross-Site Script Inclusion (XSSI) ] 

跟 XSRF 相似(步驟 3)，惡意網站可隨意載入第三方程式碼，除了可洩露瀏覽器

驗證 cookie 資料外，駭客可重新定義 [如 在非同步要求(AJAX)中的 ] 回呼方

法，完全控制客戶的資料。 

 

D. 防護指引防護指引防護指引防護指引 

身為一般用家的你，應作出以下的協助: 

-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依照 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HKCERT) 的 “家用個人電腦保

安基準自我檢查指引” 保安指南的建議，檢查及確定你的電腦狀況 

-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立即向網站擁有人/管理員報告及要求他們跟進有關網站可疑隱碼及

惡意程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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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網站擁有人/管理員，最佳的 SQL 資料隱碼防護涉及多個範疇，其中包括以

下步驟: 

預防及偵測預防及偵測預防及偵測預防及偵測 

設計及開發設計及開發設計及開發設計及開發 

-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在伺服器端，驗證及過濾所有用戶資料輸入 

� 識別可允許的字元，只接受白名單(white-list)內的合法字元 

� 利用正規表示式(regular expression)定義明確的安全值集 ( e.g. [A-Za-z0-9] ) 

� 限制每一項輸入的長度 

� 於所有的應用程式元件及附屬服務中，加入適當的資料過濾程序 

-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善用參數化陳述(parameterized statements)及綁定變量(bind variables) 

� 使用強型別(strongly typed)參數化查詢(parameterized queries)，以綁定變量代替輸入參數，使指令及資料分開 

� Java EE – 使用強型別 PreparedStatement，或 ORMs(如 Hibernate或 Spring) 

� .NET – 使用強型別參數化查詢，如 SqlCommand 配合 SqlParameter或 ORM (如 

Hibernate) 

� PHP –使用 PDO配合強型別參數化查詢 (可用 bindParam()) 

- 避免避免避免避免 使用動態(dynamic) SQL 

� 如在網頁應用程式中使用用戶輸入值作 SQL 字串連接，可釀成產生變異查詢等威脅 

- 避免避免避免避免 提供詳細的錯誤訊息 

� 例外事件處理不宜在網頁提供過於詳細的錯誤訊息，否則攻擊者可獲取更多分析資料，以便作入侵嘗試 

-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進行源碼掃描 

� 利用源碼掃描工具尋找 SQL 資料隱碼漏洞 

� MS Source Code Analyzer for SQL Injection [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id=954476] 

實作實作實作實作 

-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使用有限的資料庫用戶權限 

� 對每一個應用程式建立獨立的連線戶口，並拒絕應用程式內所有未被使用的物件訪問 

� 避免使用 “root” 或 “dbo” 等戶口存取資料庫  

� 避免洩露資料庫連接字串資料 (如密碼)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進行漏洞掃描 

� 利用掃描工具尋找運作中的網站的 SQL 資料隱碼漏洞 

� Scrawler [https://download.spidynamics.com/products/scrawlr/] 

  

  

http://www.hkcer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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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wnload.spidynamics.com/products/scrawlr/


 

Hong Kong 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Coordination Centre 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 ( http://www.hkcert.org ) 
 

1.0 版本 7 

 

生產及維護生產及維護生產及維護生產及維護 

-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善用應用層防火牆及過濾工具 

� 利用應用層防火牆及過濾方案，封鎖異常的要求 

� 此乃針對 SQL 資料隱碼漏洞的 (短期) 防禦措施或緊急修復，最佳的防禦是驗證輸入和掃描原碼 

� mod-security of Apache [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mod-security/ ] 

� URLScan [ http://www.microsoft.com/technet/security/tools/urlscan.mspx ] 

� WebKnight[ http://www.aqtronix.com/webknight ] 

-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檢查及監視網頁應用程式錯誤 

� 檢查網頁伺服器紀錄中可疑的訪問或錯誤 

� 評估資料庫系統產生的錯誤訊息 

 

控制損失控制損失控制損失控制損失 

-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終止資料庫的連接 

-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終止受襲網頁伺服器及資料庫伺服器的連接 

-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立刻刪除所有注入隱碼 

 

根除問題根除問題根除問題根除問題 

-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進行源碼掃描及漏洞掃描去確認潛在瑕疵 

-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修正源碼瑕疵及安裝相關修補程式 

-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修正系統錯誤設定 

-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進善用應用層防火牆及過濾工具 

-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更改資料庫管理系統內所有資料庫的用戶資料 (如密碼) 及核對存取

權限 

-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於系統回復正常運作前，先進行徹底的系統測試 

- 請參考 “預防及偵測”的步驟及工具資料  

 

復原復原復原復原 

-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從備份回復資料庫資料 

-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進行恢復生產前的保安評估 

 

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作定期審核，否則可能受到接二連三的攻擊 出版日期: 2008年 8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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