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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应用程序至少有 3 个重要特征完全独立于创建这些应用程序所使用的技术：方便
(用户友好)、快速和安全。作为 Web 开发人员，可能对这些特征很敏感，并将它们作为优
先考虑的因素，因为你知道这些特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所开发的网站是否成功。
当设计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UI)及体系结构时，需要经常关注这三个方面。可以尝试
为 UI 元素找到最好的布局，也可以尝试组装适合的组件以获得最佳的性能。然而，即使
再努力，在系统中都会存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帮助你达到或阻止你达到目标)：Web
平台。
如果所使用的是本身就非常缓慢的基础技术，即使再努力也不可能使其运行更快。虽
然可以对应用程序进行性能方面的优化，但如果底层平台本身就很慢，那么你命中注定会
失败——底层平台的速度是成功的关键。这就好比一只印度豹，如果它始终跑在一只海龟
的后面，那么它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
对于安全而言也存在相同的情况。如今的 Web 应用程序并不会处理低层的 Web 协议，
因为程序设计框架已经提供了更高级别的抽象，从而提高了开发人员的开发效率。这种抽
象意味着 Web 网站的安全与编程平台的安全特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构建 Web 应用程序时，
不再需要考虑如何实现身份验证，也不必创建管理会话的方法，因为这些功能由框架以即
开即用的方式提供。由于这些解决方案是框架的标准部件，因此应用程序应该使用这些标
准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自定义的方法。
网站与开发人员所使用的框架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老话说的好“一条锁链的强度取
决于它最脆弱的一环”
。
你可能为 Web 编写代码有一段时间了，并已经熟悉了 SQL 注入、XSS(cross-site
scripting，跨站点脚本)和缓冲区溢出。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威胁，而大多数情况下主要还
是依靠应用程序开发人员来预防这些威胁，易受 SQL 注入攻击的单一网站可能会导致数据
库被破坏，甚至破坏服务器。而存在 XSS 漏洞的网站可能会将客户端计算机转化为僵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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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中的僵尸成员。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应该都经历过这些教训，也应该知道如何通过编写代
码来保护网站、服务器和访问者免受这些攻击。
但是对于那些并非本人编写的代码，或用来作为创建自己代码的基础代码而言，又应
该怎么办呢？可以确保所使用的框架绝对安全吗？当然，你自然会相信自己所使用的框架，
因为大部分框架都是由拥有多年历史的大供应商提供的。但是真的应该相信这些供应商
吗？
你可以拥有一栋房子、一座城堡甚至一座保护严密的堡垒，但如果在一块沼泽地上修
建这些建筑，则迟早会陷入沼泽。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必须处理的危险。必须了解所喜
欢的开发平台的优点和缺点，还必须消除该平台带给应用程序的威胁。所以不仅要构建独
立的应用程序，还要构建完整的解决方案，而平台是该方案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内置功
能的安全性不够，你就有责任增强这些功能，以便为客户提供坚如磐石的解决方案。
本章将介绍 ASP.NET 平台中内置的、与安全相关的功能，包括这些功能如何工作，它
们可以处理哪些威胁，以及它们有哪些弱点等。同时还将介绍一些解决方案，你可以在自
己的代码中使用这些解决方案，以增强 ASP.NET Web 应用程序的安全性。

3.1

道德黑客攻击——这是矛盾修饰法吗

在线新闻网站和传统的报纸都喜欢使用惊人的标题，因为大的惊人标题可以吸引读
者。在这些标题中经常会出现单词“黑客攻击”(hacking)(你注意到本章的标题吗？)，因
为该单词包含了一些神秘的意思(几乎与哈里波特中的魔法世界一样吸引人)。
但是与大多数人的预期相反，Jargon File(关于黑客俚语的在线词汇表，一个权威来源)
以积极的方式定义了单词 hacker：
hacker/n./[…]1.指这么一种人，与大多数的用户相反(这些用户一般只喜欢学习最少的
必备知识)，他们喜欢研究可编程系统的详细信息以及如何扩展这些系统的能力。2.指那些
狂热的(甚至带有强迫性的)编程人员，或者那些享受编程乐趣，而不是编程理论的人。[…]4.
指那些擅长快速编程的人„„
——Jargon File
通过上面的定义可以看出，黑客都是计算机和网络专家。但并不是说这些黑客都抱有
统治世界的邪恶目的。
“道德黑客攻击”(或者说“白帽黑客攻击”)更多强调积极的一面。
道德黑客(Ethical hacker)是安全方面的专家，主要致力于对 IT 系统进行测试以确保其安全。
道德黑客是一群好人，他们代表系统拥有者对系统进行攻击，以寻找恶意用户可能利用的
漏洞。
Arthur Conan Doyle 爵士在他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中最先指出，侦探必须了解罪犯的思
维方式和犯罪工具才可以有效地打击犯罪。这一道理同样也适用于网络犯罪。所以必须了
解最新的攻击方式并使用最新的工具来找出让自己的信息系统免遭攻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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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介绍大多数的攻击方式，以及一些可以用于测试你自己的应用程序的有用工
具。你是否注意到对单词“自己的”进行了重点强调(粗体表示)？有一点很重要，本章所
介绍的内容都是真正的攻击和真正的工具，可出于善意或恶意来使用它们。我相信你是出
于善意——创建安全性更好的应用程序，同时使网络世界更加安全。

3.2

填充工具箱

要想成为一名道德黑客，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知识和工具。第一个条件是关于理论的，
而第二个条件是关于实践的。虽然没有什么比好的理论更实际，但为了试验本章所讨论的
概念，可能还需要一些工具。本节将介绍一些最有用的 Web 开发工具，你应该明确试用一
下这些工具。在 Web 应用程序开发过程中，这些工具不仅可用于安全测试，还可用于其他
任务，如修改 CSS 代码或者调试 JavaScript 代码。

3.2.1

Fiddler

首先需要一个 Web 调试(Web debugging)代理，该代理是一种位于你的浏览器和你的
网站之间的应用程序。注意，此处对单词“调试”和“你的”进行了重点强调(粗体表示)，
因为该应用程序不是一款网络嗅探器软件，也不能为你提供对其他网络的访问。该代理可
以作为网络代理截取你计算机中的应用程序和远程服务器之间的通信。
在 Internet 上可以使用多种 Web 调试代理工具。我比较喜欢使用 Eric Lawrence 的
Fiddler，这是一款免费软件，可以从 http://fidder2.com 下载。使用该工具，可以记录你的
计算机与 Internet 之间所有的 HTTP(S)通信。还可以用它检查通信，设置断点，以及修改
传出的 HTTP 请求或传入的响应。Fiddler 是基于事件的脚本子系统，但其最独特的特征是
可以使用任何.NET 语言对其进行扩展。
安 装并 启动 Fiddler 后 ，该 工具 会尝试 在操 作系统 中将 自己 注册 为一 个运 行在
127.0.0.1:8888 上的网络代理。其结果是，那些依赖操作系统代理设置的应用程序会自动将
通信转到 Fiddler，从而对其通信进行记录。因为这个原因，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和
Google Chrome 都不需要额外的配置，但 Firefox 除外，需要人工对代理进行设置。
可以按照下列步骤来查看浏览器与服务器之间的通信：
(1) 从 Windows 的“开始”菜单中启动 Fiddler。
(2) 启动 Internet Explorer，并打开 http://fiddler2.com 网站。
(3) 此时 Fiddler 会自动捕捉通信，可以从状态栏第一个窗格中所显示的内容看出(如图
3-1 所示)，所以可以马上对通信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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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通过 Fiddler 进行浏览器通信检查

(4) 从左边的窗格中可以看到由你的浏览器所发出的各种会话(HTTP 请求-响应对)，而
从右边的窗格可以找到一些工具窗口。选择左边的一个会话，在右边的 Inspectors 选项卡
中会显示所选择会话的详细信息。
(5) Inspectors 选项卡的上半部分列出了 HTTP 请求的详细信息，而下半部分则显示了
HTTP 响应。通过上部和下部窗格可以不同的模式来查看通信。例如，可以单击 Headers
按钮以逻辑分组的方式查看标头字段，或者单击 Raw 按钮按字节来检查全部通信字节。
通常，一个单一的 Web 页面包括多个用于下载完整内容的会话，因为每个图像和页面
所链接的脚本文件都需要单独的请求。HTTP 通信的这一特征导致在左侧窗格中显示了一个
很长的会话列表，其中隐藏着重要的详细信息。因此，比较好的做法是通过使用 Rules 菜单
和 Filter 选项卡中的功能过滤通信。当记录好所需要检查的会话后，可以通过 File | Capture
Traffic 命令停止捕捉，以避免左边的窗格被额外的请求充满。
要修改网络通信，可以选择 Rules | Automatic Breakpoints 命令来设置断点。可设置两
种类型的断点：Before Requests 及 After Responses。它们将分别在请求被发送到服务器之
前或代理服务器接收到响应之后但在将响应转发到浏览器之前暂停 Fiddler 的运行。到达了
所设置的断点时 Fiddler 暂停，此时可以在 Inspectors 选项卡中操纵通信。
如果想从零开始创建 HTTP 请求，并检查服务器如何处理该请求，则可以使用右边窗
格中的 Request Builder 选项卡。
幸运的是，Fiddler 中最常用的功能都可以通过快捷键来访问，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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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Fiddler 中最常用的快捷键
快 捷 键

功

F12

启动或停止捕捉

F11

设置 Before Requests 断点

ALT+F11

设置 After Responses 断点

Shift+F11

禁用断点

F6

打开或关闭会话列表窗格

F8

跳转到 Inspector 选项卡

CTRL+A

选择所有会话

DEL

删除所选择的会话

CTRL+X

删除所有的会话

3.2.2

能

Firebug

另外一款被广泛用来监视 HTTP 通信的工具是 Firebug，该工具是开源(Open Source)
的，是 Firefox 的免费加载项，可以从 http://getfirebug.com 中下载。从图 3-2 中可以看出，
Firebug 可以与 Firefox 完全集成。

图 3-2

Firefox 的加载项 Firebug

在安装完 Firebug 后，可以按 F12 键，以便在下部窗格中打开工具窗口。要监视 HTTP
通信，将鼠标指针悬停在 Net 选项卡上，并单击向下箭头，然后选择 Enabled 以启动捕捉。
从现在开始，通过主浏览器窗口访问的页面所产生的所有通信都将被自动记录，这些可以
在下部窗格中检查。如果不需要监视所有类型的通信，以单击 Net 选项卡下的 HTML、CSS、
JS、XHR 等按钮，以便应用内容类型过滤器。
还可以单击行标题中的加号，以便查看单个请求及其相应响应的详细信息。展开的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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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显示了查询字符串参数、请求和响应标头、响应正文以及缓存统计信息。还可以添加
Cookie 选项卡(通过从附加库中安装 Firecookie 加载项)以进一步扩展 Firebug 的功能。
Firebug 是一款功能强大且富含潜力的工具。强烈建议访问它的联机文档页面，并在日
常工作中尝试使用它。

3.2.3

Internet Explorer 9 开发人员工具栏

虽然作为 Web 开发人员，你可能已经将 Firefox 安装到计算机中。但如果仍然喜欢使
用 Internet Explorer，仍可以执行相同的网络监视任务。Internet Explorer 7 所推出的开发人
员工具栏(Developer Toolbar)包含了与 Firebug 所提供的相似的功能，但前面所提到的 Net
选项卡中的相关功能除外。然而，Internet Explorer 9(IE 9)具备了这些功能，因为 Microsoft
向开发人员工具栏中添加了新的 Network 选项卡，如图 3-3 所示。

图 3-3

使用 IE 9 中的开发人员工具栏进行网络监视

IE 9 中新的 Network 选项卡提供了与 Firebug 中 Net 选项卡相似的功能，唯一的主要
区别在于 UI 的布局。

3.2.4

Lens

到目前为止所介绍的相关工具都提供了一般的通信监视功能，可以使用这些功能对任
何网站进行检查(独立于创建网站所使用的技术)。然而，每种技术都有其特殊性，因此需
要使用专门工具进行测试。即使是使用了自定义的身份验证、会话、状态管理的 ASP.NET
也不例外。
Lens 是一款免费工具，可以从 http://ethicalhackingaspnet.codeplex.com 中下载，它只能
测试 ASP.NET 应用程序。Lens 不但是一款渗透测试工具，也是为教育和示范而编写的工
具。因此，该工具包含了许多在线学习资源的链接。
在图 3-4 中可以看到且只能看到主窗口。要测试网站，将该网站的 URL 输入到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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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文本框中，然后选择想要测试的功能所对应的选项卡。例如，在 ViewState 选项卡中，
可以下载、提取和解码给定页面的 ViewState(本章的后面将介绍更详细的信息)。

图 3-4 ASP.NET 的渗透测试工具 Lens

除免费外，Lens 还是开源的，可以从 CodePlex 网站中下载完整的源代码。在.NET 4
中，使用 WPF(Windows Presentation Foundation，Windows 演示文稿基础)GUI(graphical user
interface，图形用户界面)及模块化体系结构编写了该工具，从而支持快速扩展。

3.3

了解会话管理

现在，你的工具栏中应该有几款用于测试解决方案的工具了，但还需要了解应该测试
什么以及如何测试。
Web 应用程序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会话管理。其基本问题是 Web 页面没有存
储能力，所以当访问网站中的某一页面时，网站始终将你视为一名新的访问者。因此，网
站对你以前的任何行为也一无所知，即使以前登录过，或者一分钟前才将商品放入购物车。
底层协议没有为该问题提供任何解决方案，所以，从 HTTP 的角度来看，每次新请求的发
出，对于网站来说你都是一名刚刚走进前门的新客人。
但是，访问者需要这类功能，以便他们无需为相同的信息而一再发送请求。换句话说，
他们需要可以连接从一个页面到另一个页面行为的会话(session)，但因为 HTTP 是无状态
的，所以需要在更高层次的抽象级别来实现该功能，目前主要由 cookie 来完成。

3.3.1

HTTP 中的会话管理

Cookie 是随着 HTTP 请求和响应而传输的一小块数据。它们在服务器端被创建，并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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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HTTP 响应发送到客户端。浏览器存储 cookie，然后当下一个请求发往相同的服务器时，
浏览器将相同的 cookie 添加到该请求中，从而将相关数据发回到服务器。当服务器接收到的
两个独立的请求带有相同 cookie 值时，则将这两个请求视为同一个会话的一部分。
cookie 是通过 HTTP 通信的标头部分传输的。所以，它们的大小是受限制的。因此，
大多数 Web 应用程序不会在 cookie 中存储完整的用户状态，而将其存储在服务器端，并为
该属性包设置一个会话 ID，然后将这个会话 ID 存储在会话 cookie 中，如图 3-5 所示。

图 3-5 cookie 在 HTTP 标头中传输的方式

通过 Fiddler 可以完全捕获 cookie 的交换过程。访问一个网站(如 http://codeplex.com)，
然后查看第一次响应中的 Set-Cookie 标头，如图 3-6 所示。

图 3-6 在 Fiddler 中检查 Set-Cookie 标头

然后，选择一个发往相同域的后续 HTTP 请求，会看到该请求中的一个 Cookie 标头，
其中包含了相同的数据。

3.3.2

ASP.NET 中的会话管理

在 ASP.NET 中，可以使用两种类型的会话：简单会话(simple session)和登录会话(login
session)。第一种类型的会话通常简称为“会话”(在前面添加“simple”前缀是为了将该类
型的会话与第二种类型的会话区分开来)。
简单会话与身份验证无关。当使用它们时，用户是否登录无关紧要。该类型的会话主
要是用来解决本章前面所提及的相关问题，通过使用简单会话，可以将源自同一客户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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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和响应连接成对。同时还可以使用 ASP.NET 中的 Session 对象创建一个多页表单，或
者实现不需要身份验证的 Web 购物车。
而另一方面，登录会话则与身份验证紧密相关。用户登录后，登录会话就开始了，一
直到相同用户从应用程序中退出时该会话才结束。登录会话的主要目的是跟踪向应用程序
发送请求的用户，并根据跟踪信息中继授权决策。在 ASP.NET 中，通过登录控件和成员资
格提供程序来实现登录会话。
虽然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会话，但都产生了相同的问题。在 HTTP 级别，没有建立请求响应对之间的连接。这两种会话都是通过使用相同的基于 cookie 的概念而实现的；虽然它
们使用不同的 cookie，并具有不同的优缺点。

3.4

攻击 ASP.NET 身份验证

对一名黑客而言，一个网站中最吸引人的目标就是身份验证。如果身份验证失败，从
而使未授权的用户能够登录应用程序，将可能产生无法估量的后果。
在对 ASP.NET 网站的身份验证进行渗入测试之前，必须先了解在 ASP.NET 中实现的
内置身份验证功能。

3.4.1

深入研究 ASP.NET 身份验证

当使用内置的登录控件和即开即用的成员提供程序时，所看到的只是身份验证“正在
进行”
，而相关的操作则由 ASP.NET 在后台进行。下面列出了后台所发生的一切：
(1) Login 控件调用配置的 MembershipProvider 的 ValidateUser 方法，以检查用户的登
录凭证。
(2) 如果凭证无效，则终止登录进程，并向用户显示一条错误信息。
(3) 如果凭证有效，
则 Login 控件将调用 FormsAuthentication 类的 SetAuthCookie 方法，
该方法从 web.config 文件中读取相关设置，然后创建身份验证 cookie，并将其附加到
HttpResponse 中。
(4) 用户被重定向到原始页面(带着 HTTP 302 状态代码)。而响应包含带有默认 cookie
名(.ASPXAUTH，注意该名称以点开头)的 Set-Cookie HTTP 标头。
(5) 浏览器接收响应所附带的 cookie，并在其存储在自身的 cookie 中。当日后浏览器
需要向相同的域发送请求时，所存储的 cookie 会附加到请求的 Cookie 标头中。
(6) 在服务器端 FormsAuthenticationModule 接收了请求所附带的 cookie。HTTP 模块检
查 cookie，如果 cookie 有效，则创建一个新的 FormsIdentity 和一个 GenericPrincipal 对象，
并将这两个对象分配给当前的 HttpContext。
在上面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无疑是如何创建身份验证 cookie 以及该 cookie 中包含了
什么内容。SetAuthCookie 方法负责创建身份验证 cookie，并将一个 FormsAuthentication Ticket
对象放在该 cookie 中，该对象的结构如图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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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FormsAuthenticationTicket 类

该类包含下面的属性值：
● CookiePath——活动 cookie 所在的目录。所以，如果希望只将 cookie 发送到 Members
目录下的页面，则可以将 CookiePath 设置为/Members。
● Expiration——票证过期的日期和时间。
● Expired——表明票证是否过期的 Boolean 值。
● IsPersistent——表明身份验证 cookie 是否持续存在的 Boolean 值。
● IssueDate——发出票证的日期和时间。
● Name——用户的登录名。
● Version——一个数字常量，定义了框架用于创建 cookie 所使用的算法。在 ASP.NET 4
中该值为 2(从 ASP.NET 2.0 开始)。
默认情况下 UserData 属性是空的，可用于自定义。
在默认情况下(可以在 web.config 文件中进行配置)，通过哈希(hash)来保护票证。在将
票证添加到身份验证 cookie 中之前，对其进行加密并转换为十六进制字符串。

3.4.2

窃取票证

正如本章的前面部分所示，身份验证的核心不是用户密码，而是 cookie 中的票证。如
果可以获取一个有效的票证，就不再需要用户的原始密码，因为在每个请求中只会对票证
进行验证，而票证直接包含了用户的唯一登录名。如果恶意用户可以成功地攻击票证，那
么就可以达到其邪恶目的。
对于攻击者来说，获取票证的一种方法就是使用 XSS。你可能知道，XSS 不只可以捕
捉 cookie，它甚至可以帮助攻击者完全控制受害人计算机。然而，目前它仍然是用来窃取
cookie 中登录票证的经典且广泛使用的方法。但幸运的是，在默认情况下，ASP.NET 会创
建 HttpOnly cookies，从而大大降低了受到这种攻击的危险。

HttpOnly 是 cookie 中的一个单一标志，用来告知浏览器不应该让页面中
的任何脚本访问 cookie，而只能将 cookie 用于 HTTP 传输。如果不需要在
JavaScript 中访问 cookie 值，则建议设置该标志，以便减少针对 cookie 的基于
脚本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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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证是通过 HTTP 通信的标头传输的，以便在网上以明文形式传输(参见图 3-6)。虽然
票证本身被加密了，但如后面所示，攻击者不需要对其进行解密就可以恶意使用票证。对
于攻击者而言，只要拥有了票证就可以以你的名义干任何事情了。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应
该像重视保护密码那样重视保护票证在传输中的安全，这样就必须使用 SSL(Secure Sockets
Layer，安全套接字层)。

你可能也多次听说过加密会占用大量的 CPU 资源，所以必须使 HTTPS
最小化以便释放服务器上的资源。也许在以前这确实是事实，但如今却不是了。
自 2010 年 1 月之后， Gmail 默认都会使用 HTTPS。当然，更安全的协议必然
有其开销，但会占用多少资源？少于 1%！应该访问 www.imperialviolet.org/
2010/06/25/overclocking-ssl.html 来阅读一下相关的案例研究。

默认情况下，ASP.NET 身份验证不会强迫你使用 HTTPS，但是建议将 web.config 文件
中 forms 标记的 requireSSL 特性设置为 true，如下所示：
<authentication mode=＂Forms＂>
<forms requireSSL=＂true＂ ... />
</authentication>

完成修改后，就可以强制 ASP.NET 将 cookie 的 Secure 标志设置为 true，从而命令浏
览器只能通过 HTTPS 而不是简单的 HTTP 来传输 cookie。
可以使用 Fiddler 来测试配置。默认情况下，Fiddler 不会对 HTTPS 通信进行解密，所
以你可以看到攻击者从加密通信中所看到的内容。而如果在 Fiddler Options 对话框中启用
Decrypt HTTPS Traffic 选项，则 Fiddler 会创建一个自签名证书以拦截被加密的通信。如果
在没有启用该选项的情况下也可以读取通信，则意味着通信是通过 HTTP 进行传输的而不
是 HTTPS。如果允许 Fiddler 对 HTTPS 通信进行解密，但是在浏览器中却没有看到任何变
化(甚至没有关于自签名证书的警告对话框)，则表示还没有准备好。

在正式的产品中不要使用自定义证书。这些证书为中间人攻击
(man-in-the-middle attacks)敞开了大门，因为攻击者可以非常容易地替换这些
证书，然后嗅探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的通信。

3.4.3

篡改票证

在窃取到身份验证 cookie 后，攻击者会尝试查看一下在 cookie 中有些什么。但幸运的是，
在默认情况下票证都使用了计算机密钥进行了加密，所以攻击者不能读取 cookie 中的值。
下一个问题是攻击者是否可以改变 cookie。cookie 的结构是公开的，而.NET 框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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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限数量的加密算法。
那么攻击者可以修改 cookie，或者从头创建一个好看的 cookie 吗？
幸运的是，ASP.NET 向票证哈希中添加了一个服务器端的加密值，从而保护应用程序免受
此类的攻击。即使攻击者知道所有值和加密算法，在不知道服务器端加密值的情况下也无
法创建一个新 cookie。
所以，默认情况下，对于这两种类型的 cookie 操纵攻击而言，你是安全的。然而，你
也可以通过 web.config 文件中 forms 标记的 protection 特性来关闭这些保护(但绝不应该这
样做)。该设置会继承计算机范围内的设置。因此，如果希望应用程序以独立于服务器中其
他应用程序的方式使用加密和验证，则应该显式设置本地 web.config 文件中的 protection
特性，如下所示：
<authentication mode=＂Forms＂>
<forms protection=＂All＂ ... />
</authentication>

推荐在 web.config 文件中显式使用该设置，这样可以使应用程序独立于服
务器级别的设置，同时也容易检查代码。

3.4.4

劫持登录会话

在本章的前面已经介绍过，身份验证成功的关键不是用户的密码，而是身份验证票证。
如果攻击者能够获取包含票证的有效身份验证 cookie，就可以将该 cookie 发送回服务器，
而应用程序也将接受该 cookie，这样攻击者就可以以原始用户的身份做任何事情。换句话
说，攻击者可以控制登录会话，因此，这类攻击称为登录会话劫持(login session hijacking)。
然而遗憾的是，ASP.NET 内置的表单身份验证机制很容易受到这一类的会话劫持的攻
击。可以通过下面的步骤来进行测试：
(1) 启动 Fiddler 以捕捉浏览器和网站之间所有的通信。
(2) 打开最喜欢的浏览器，然后登录到想要测试的 ASP.NET 网站。
(3) 在 Fiddler 中检查 HTTP 302 Redirect 响应(包含一个 Set-Cookie HTTP 标头)。如果
cookie 的名称为.ASPXAUTH，则该网站很可能使用了默认的表单身份验证实现。
(4) 将 cookie 的值(等号(=)后面不可读的长数字)复制到剪贴板中。目前已经拥有了从
你自己的通信中捕捉的身份验证 cookie。而怀有恶意的攻击者则必须监听网络以获取该
cookie，最终他们将得到与复制到剪贴板的相同的数据。在接下来的步骤中，可以测试一
下如果从不同的客户端发送回该 cookie，应用程序是否会接受所发回的 cookie。
(5) 启动 Lens，在 Target URL 文本框中输入网站的 URL。
(6) 切换到 Session Fixation 选项卡，该选项卡提供了各种与会话相关的测试。在 Cookie
name 文本框中输入 cookie 名称(最有可能是.ASPXAUTH)，并将剪贴板中的值粘贴到 Cookie
Value 文本框，如图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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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在 Lens 中创建一个身份验证 cookie

(7) 单击任何可用的 Save to 按钮，从而直接在所选择浏览器的本地 cookie 存储区中创
建一个带有给定值的会话 cookie。下次在浏览器中打开网站时，该 cookie 将附加到请求中。
为了成功地测试应用程序是否可以抵御会话劫持，必须选择一个与步骤(2)中不同的浏览
器。以这种方式可以模拟从不同的位置发回该 cookie。

这里所指的位置表示不同的浏览器，这是一个有效的测试方案，因为浏览
器的 cookie 存储是完全隔离的。如果希望对不同的客户端 IP 地址进行测试，
则可以在不同的计算机上启动 Lens，然后依照前面的步骤在此计算机上创建
身份验证 cookie。

(8) 打开步骤(7)中所选择的浏览器，然后访问当前正在测试的网站。此时浏览器自动
地将此前所存储的 cookie 附加到请求中，如果网站接受了该 cookie，则你将马上以步骤(2)
中所使用的原始用户身份登录。这也就意味着你的应用程序容易受到登录会话劫持攻击。
而如果网站没有将你作为已注册用户，或者显示一条错误消息，则表明网站对于会话劫持
是安全的。
默认情况下，所有使用了带有默认配置的内置身份验证实现的 ASP.NET 应用程序都容
易受到这种攻击。
保护应用程序免受登录会话劫持
遗憾的是，ASP.NET 并没有提供任何配置设置或内置的开关来保护应用程序免受登录
会话劫持。虽然可以使用 HTTPS 加密来降低风险，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必须编
写一些代码来加强应用程序的防御能力。
根本问题是 cookie 不能和一个单一的客户端绑定。如果网站可以检测出 cookie 是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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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客户端所发回的，则该网站就是安全的。标准的 cookie 没有提供任何用于检查其原拥
有者的方法。所以唯一的选择是向 cookie 的内容中添加一些额外的信息。
首先，必须确定哪些数据可以满足需求。例如，可以使用用来识别浏览器的 User-Agent
标头，也可以为了识别浏览器而使用客户端的 IP 地址。
黑客攻击应用程序时，User-Agent 标头和 IP 地址都有助于提高黑客攻击
时所遇到的障碍。然而，这些解决方案并不会在所有情况下都表现完美。如果
用户出于兼容性的原因而遮蔽了他们的浏览器，User-Agent 标头就可以改变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高级的 Opera 用户身上)。而如果客户端有动态地址或交
换机网络(如移动计算机、虚拟专用网络或无线网络)，IP 地址也可以改变。即
使如此，仍然推荐使用这些值，但是要为用户准备友好的错误消息，因为可能
存在修改这些值的有效操作。

3.4.1 小节介绍过，cookie 包含了加密票证，并介绍了票证的结构。幸运的是，
FormsAuthenticationTicket 类通过 UserData 属性提供了一种向票证中添加额外信息的标准方
法。该属性是一个简单的字符串属性，可用于存储任何信息，因为 ASP.NET 运行库不会使
用该属性。与票证中其他的属性值一样，UserData 属性也会被加密，以防止其值被篡改。
首先，必须重写 ASP.NET 默认的 cookie 创建机制，这就需要向 Login 控件中添加一
些自定义代码，同时省略 FormsAuthentication 类的 RedirectFromLoginPage 方法。
要创建自定义 cookie，在验证了用户的凭证之后，首先可以要求 ASP.NET 在登录页面
中创建一个标准 cookie：
HttpCookie cookie = FormsAuthentication.GetAuthCookie
( userName, chkRememberMe.Checked );
Authentication\Login.aspx.cs

该 cookie 包含可访问的票证(通过对 cookie 值进行解密)：
FormsAuthenticationTicket oldTicket =
FormsAuthentication.Decrypt( cookie.Value );
Authentication\Login.aspx.cs

通过使用原始票证中的属性可以创建一个新 cookie，而不同的是这次设置了 UserData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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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sAuthenticationTicket newTicket = new FormsAuthenticationTicket(
oldTicket.Version, oldTicket.Name, oldTicket.IssueDate,
oldTicket.Expiration, oldTicket.IsPersistent, userData );
Authentication\Login.aspx.cs

变量 userData 可以包含任何需要添加到票证中的额外信息，如客户端的 User-Agent 和
IP 地址。除了出于安全原因所添加的值之外，还可以添加为满足请求而添加的额外值，但
出于性能方面的考虑，可能也不想每次都在服务器端存储或查找。例如，下面的代码向
cookie 中添加了用户角色、唯一标识符和 E-mail 地址：
string userAgent = HttpContext.Current.Request.UserAgent;
string clientIP = HttpContext.Current.Request.UserHostAddress;
string userData = String.Format( CultureInfo.InvariantCulture,
＂{0}|{1}|{2}|{3}|{4}＂, clientIP, userAgent, role, userId, email );
Authentication\Login.aspx.cs

接下来，对新的票证进行加密：
cookie.Value = FormsAuthentication.Encrypt( newTicket );
Authentication\Login.aspx.cs

最后，将新加密票证添加到 HTTP 响应中：
Response.Cookies.Add( cookie );
Authentication\Login.aspx.cs

为了将用户重定向到原始页面，不要调用 RedirectFromLoginPage 方法，因为该方法通
常会创建标准的身份验证 cookie。而应该根据下面的两个步骤来完成重定向操作：
string redirectUrl = FormsAuthentication.GetRedirectUrl( userName, false );
Response.Redirect( redirectUrl );
Authentication\Login.aspx.cs

通过上述步骤，创建了一个行为与原始 cookie 相似的标准的身份验证 cookie，但是它
包含了有关客户端的额外信息。接下来的步骤将会在客户端通过下一个 HTTP 请求发送回
cookie 时对 cookie 中所包含的信息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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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UserData 最好的地方就是 global.asax 文件中的 Application_PostAuthenticate
Request 事件。当 FormsAuthenticationModule 对票证中的其他字段验证完毕后会调用该事
件的处理程序，此时可以访问处理程序的结果。如果用户成功地被表单身份验证模块确认
为合法用户，可以首先获取该用户的身份：
IPrincipal user = HttpContext.Current.User;
if( user.Identity.IsAuthenticated &&
user.Identity.AuthenticationType.Equals(＂Forms＂,
StringComparison.OrdinalIgnoreCase ) )
{
FormsIdentity formsIdentity = HttpContext.Current.User.Identity as FormsIdentity;
// Next code lines come here…
}
Authentication\Global.aspx

FormsIdentity 类使你能够访问票证以及客户端所提交的 UserData 值：
string userData = formsIdentity.Ticket.UserData;
Authentication\Global.aspx

userData 字段包含最初请求 cookie 的客户端的 IP 地址和 User-Agent。而现在需要做的
是将这些值与当前客户端的值进行比较：
string[] userDataParts = userData.Split('|');
string clientIP = userDataParts[ 0 ];
string userAgent = userDataParts[ 1 ];
PortalRole role = (PortalRole) Enum.Parse( typeof( PortalRole ),
userDataParts[ 2 ] );
int userId = Int32.Parse( userDataParts[ 3 ] );
string email = userDataParts[ 4 ];
HttpRequest req = HttpContext.Current.Request;
if( !req.UserHostAddress.Equals( clientIP, StringComparison.OrdinalIgnoreCase ) )
throw new SecurityException();
if( !req.UserAgent.Equals( userAgent, StringComparison.OrdinalIgnoreCase ) )
throw new SecurityException();
Authentication\Globa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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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单起见，前面的代码片段只是抛出了一个 SecurityException，而你必
须确保会记录这些事件，并向用户显示了一条友好的错误消息。但需要注意的
是不要提供太多关于该错误的信息，否则可能会帮助攻击者。

前面的代码片段展示了如何将值存储到登录 cookie 中。例如，由于 ASP.NET 只允许
访问当前用户的登录名，那么将用户的内部 ID 缓存到 cookie 中是非常有用的，这样可以
简化数据库操作。也可以创建分别实现了 IIdentity 和 IPrincipal 接口的自定义身份类和主体
类，同时可以将这些值分配给当前的 HTTP 上下文及当前线程，以便网站中的每个部分都
可以使用这些值：
MyPortalIdentity portalIdentity = new MyPortalIdentity( user.Identity.Name,
userId, role, email );
MyPortalPrincipal portalPrincipal = new MyPortalPrincipal( portalIdentity );
HttpContext.Current.User = portalPrincipal;
Thread.CurrentPrincipal = portalPrincipal;
Authentication\Global.aspx

当向代码中添加了上述工作区后，不要忘记使用 Fiddler 和 Lens 重新测试解决方案(具
体测试细节如本章前面内容所示)。

3.4.5

跨站请求伪造

作为有安全意识的 Web 开发人员，你已经对 XSS 攻击(主要依赖用户对网站的信任)
有所了解。本小节将介绍另外一种类型的攻击，该攻击恰巧和 XSS 攻击相反，它利用了网
站对用户的信任。
大多数网站都要求进行身份验证以保护敏感操作。例如，如果有一个网上银行网站，
它提供了下面用于转账的 URL：
http://bank.example.com/Transfer?To=111-222-333&Amount=1000
如你所见的，查询字符串包含了目标银行账号(To 字段)及转账金额(Amount 字段)。可
以向该 URL 发送一个 HTTP GET 请求，当然，网站首先会检查你以前是否登录过，只有
在成功通过身份验证后，才会处理该请求。
但是网站是如何知道你已经登录过呢？主要是检查请求是否包含一个登录 cookie。因
此，如果向该 URL 中发送一个带有有效登录 cookie 的 HTTP GET 请求，银行将会完成转
账操作。所以，如果攻击者也向类似的 URL(但却是将他们自己的银行账号作为目标账号)
中发送一个 HTTP GET 请求，同时将你的登录 cookie(通过窃取获得)附加到该请求，那么
你的钱将被这些坏人盗取。
如果读过本章前面的相关内容，应该知道如何保护登录 cookie 免遭窃取以及如何防止
77

.NET、C#与 Silverlight 开发圣典——分享 15 位 MVP 的最佳实践经验

从其他地方发送回 cookie。所以，攻击者唯一的选择就是迫使你向恶意的 URL 发送请求，
并将有关的登录 cookie 附加到该请求中。你可能会非常惊讶，完成这一切竟是如此的简单。
所有的攻击者只需一个 Web 页面，并在其嵌入一个简单的图像标记。
<img src=＂http://bank.example.com/Transfer?To=666-666-666&Amount=9999＂/>

该标记将迫使浏览器向银行网站发送一个 HTTP GET 请求，并要求将指定金额转账到
攻击者的银行账号中。此时最重要的部分是——如果你的浏览器中有针对 bank.example.com
的 cookie，浏览器将会很乐意将此 cookie 附加到请求中，此时银行网站将该请求视为来自
于你的一个通过身份验证的请求。
你可能也注意到很多网站登录页面中的 Remember Me 复选框。如果选中了该复选框，
就意味着要求网站创建一个永久性 cookie(persistent cookie)。这种类型的 cookie 不仅存储
在浏览器的内存中，还存储在磁盘中，所以即使重启浏览器或系统，该 cookie 仍然存在。
因为网站记住了 cookie 也就记住了你。因此，如果一个星期前登录银行网站并选中了
Remember Me 复选框，那么一个星期后你的身份验证 cookie 仍然存储在磁盘中，并会随着
请求一起被发送，从而避免了再次对你进行身份验证的麻烦。
如果你拥有一个以前存储的永久性 cookie，并且访问了一个包含前述图像标记的网站，
那么在不知不觉中你就成为这种攻击的受害者。一个单击就足以完成攻击了，这也就是为
什 么 这 种 类 型 的 攻 击 被 称 为 单 键 攻 击 (one-click attack) ， 或 者 更 正 式 一 点 ， 称 为
CSRF(cross-sit request forgery，跨站请求伪造)。
此时有两件需要考虑的事情。第一，虽然“单键攻击”一词广泛用来形容
CSRF 攻击，但是从技术上讲使用该名称来替代 CSRF 并不完全正确。实际上，
单键攻击是 CSRF 攻击的子集。第二，虽然该例使用了一个 HTTP GET 目标，
但是攻击并没有与 GET 请求绑定。POST 请求也易受攻击，虽然这些请求需
要用到更多的代码。

1. 预防 CSRF 攻击
如前所示，永久性 cookie 使 CSRF 攻击更容易，所以你的第一个想法可能是完全禁用
永久性 cookie 以保护系统。虽然这的确可以减轻这种攻击所带来的危险，但依我的经验看，
用户还是喜欢使用该功能(启用永久性 cookie)，特别是在他们经常访问的网站。
易受 CSRF 攻击的根本问题在于网站信任用户。如果来自于客户端的有效请求被接收，
网站会将该请求视为用户有意发送的请求。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网站应该如何区分用户的有
意请求和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浏览器所发送的请求。这是个难题，因为从服务器的角度
来看，内部请求和恶意请求看起来完全相同。
CSRF 的另一个特征是攻击者可以预先创建一个完全有效的请求，这意味着攻击者事
先就已经知道请求中服务器所期望的每个值。如果可以将请求中所有的值改为攻击者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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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的值，就可以减少被攻击的风险。
在 ASP.NET 网站中，每个 POST 请求都有一个共同部分——视图状态。ASP.NET 提供
了 一 种 内 置 机 制 (ViewStateUserKey 属 性 ) 来 为 视 图 状 态 添 加 额 外 的 保 护 。 方 法 是 向
ViewStateUserKey 属性添加一个任意值，当运行库验证视图状态的完整性时检查该任意值。
如果所添加的额外值可以将视图状态与当前用户或当前会话联系起来， CSRF 攻击将会遇
到更大的障碍。
ViewStateUserKey 属性只能在页面生命周期的 Page_Init 阶段设置，如下面的代码片段
所示：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OnInit( EventArgs e )
{
base.OnInit( e );
if( this.User.Identity.IsAuthenticated )
{
this.ViewStateUserKey = this.Session.SessionID;
}
}

虽然该设置增加了 CSRF 攻击的障碍，但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提供保护：
● ViewStateUserKey 只能保护启用视图状态的页面。
● 禁用视图状态的 MAC(Method Authentication Code，方法验证码)验证时，不会检查
ViewStateUserKey。
● 仅仅对 POST 请求检查视图状态的 MAC(及 ViewStateUseKey)。因此必须确保所有
的 GET 请求是幂等的。
● 遗憾的是，处理表单值时 ASP.NET 会忽略 HTTP 动词，所以视图状态也可以以一
个查询字符串参数形式被发回，从而完全绕过 MAC 验证。
而且，当用户的会话超时时，运行库将抛出一个必须妥善处理的视图状态 MAC 验证
错误。
2. 对 CSRF 攻击的额外防护
前面所学的防止 CSRF 攻击的解决方案很大程度上依赖 ASP.NET 视图状态的优缺点。
但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不想用，甚至不能用视图状态。
例如，在 ASP.NET MVC(Model-View-Controller，模型-视图-控制器)中就
没有视图状态。但幸运的是，MVC 库通过 AntiForgeryToken 辅助方法提供了
一种保护应用程序免受 CSRF 攻击的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 HTTP 通信中任何其他部分使请求和响应具有唯一性。例如，
可以向页面中的隐藏字段添加一个随机值，并在服务器端的会话中存储相同的值。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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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出请求时，可以检查这两个值是否相等。这种方法实现为可免费下载的 HttpModule，
可 以 从 www.owasp.org/index.php/.Net_CSRF_Guard 中 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OWASP)的.NET CSRF Guard 项目中找到。
然而，如果应用程序不依赖会话，那么仅仅为了防止 CSRF 攻击而启用会话开销很大。
而 AntiCSRF 模块(可从 http://anticsrf.codeplex.com 中免费下载)却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分别
在表单字段和会话 cookie 中存储针对会话的加密信息，然后对于每一个请求都要求这两个
值必须是相同的。
如果要实现了类似于.NET CSRF Guard 或 AntiCSRF 模块的基于加密的保护，则确保
应用程序没有 XSS 漏洞以及 GET 请求是幂等的。

3.5

攻击 ASP.NET 会话

在本章的开头讲述了 ASP.NET 支持的两种会话：简单会话和登录会话。前面已经介绍
了登录会话的有关内容，现在开始介绍针对简单会话的各种攻击。

3.5.1

幕后的 ASP.NET 会话

ASP.NET 会话由 HTTP 模块(称为 SessionStateModule)管理，而该模块以独立于身份验
证模块的方式工作。当新的客户端连接网站时，HTTP 模块生成一个新会话标识符，然后
在 HTTP cookie 或 URL 中存储该会话 ID，其中涉及 web.config 文件中 sessionState 标记的
cookieless 特性。本节将重点介绍默认的基于 cookie 的会话。
与登录会话形成对比的是，简单会话不会使用哈希来对存储在简单 cookie(或简称
cookie)中的值进行加密和保护。该值只是原始的会话 ID。ASP.NET 首先生成一个有 15 个
字节的随机 ID，然后将其编码为一个含有 24 个字符的字符串，再直接将该字符串用作
cookie 值。
除此之外，身份验证和会话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它们都可能受到相似的攻击。

3.5.2

猜测会话 ID

如你所见，会话的核心是会话 ID。如果攻击者可以获取会话 ID，就可以创建会话
cookie，并将其发送到网站以窃取会话。在大多数 Web 平台中，会话 ID 是一个整数。如
果按顺序或者使用简单的随机数发生器来创建会话 ID 号，攻击者就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
会话 ID 来猜测网站中其他用户当前正在使用的 ID。
幸好，ASP.NET 并没有使用递增式的会话 ID 号，而是使用.NET 框架内置的 RNGCryto
ServiceProvider 生成 ID。此类生成加密的强随机数字，想猜测到该数字非常困难。该数字
有 15 个字节，所以想要通过探索的方式找到现有的会话 ID 可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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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取会话 cookie

如果攻击者不能猜测你的会话 ID，就必须窃取会话 cookie，以便访问会话 ID。与登
录会话类似，窃取会话 cookie 的常用方法也是 XSS。但幸运的是(与登录会话又相似)，在
默认情况下，ASP.NET 向 cookie 添加 HttpOnly 属性。因此，Web 页面不能访问 cookie，
也就很难通过 XSS 来窃取 cookie。
攻击者可以访问会话 cookie 的另外一种方法是嗅探网络。如果你通过不安全的 HTTP
连接到网站，那么请求和响应将以明文形式发送，任何对通信的访问都可能泄露你的会话
cookie。

如果在 ASP.NET 应用程序中使用了会话，则在 Session 字典中存储了任何值
后，第一个响应将包含会话 cookie。从那以后，浏览器将该 cookie 附加到每个通
过浏览器发送到服务器的 HTTP 请求。由于 cookie 几乎始终都是在线上，所以即
使攻击者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访问 HTTP 通信，也可以捕捉到 cookie。

遗憾的是，ASP.NET 并没有提供任何内置的配置功能来强迫浏览器只能通过 HTTPS
传输会话 cookie，而不能通过 HTTP 传输。此时，只能由你(开发人员)为应用程序构建合
理的体系结构以保护会话 cookie，因为每种 ASP.NET 应用程序都易受到会话劫持。
1. 测试应用程序以避免会话劫持
如你所了解的，cookie 和服务器都不会存储关于客户端的任何额外信息。通过会话 ID
就足以访问任何人的会话。所以，如果攻击者拥有 cookie，就可以从任何其他计算机中将
该 cookie 发送回网站，因为会话没有与任何特定的客户端绑定。
按照下列步骤测试应用程序是否易受到会话劫持：
(1) 启动 Fiddler 以捕捉浏览器和网站之间所有的通信。在网站上进行一些操作以便在
会话中存储一些值(例如，如果是一个购物网站，则可以将商品放到购物车中)。
(2) 研究一下通信日志，并在响应中查找 Set-Cookie HTTP 标头，或者在请求中查找
Cookie 标头(名称为 ASP.NET_SessionId)。
(3) 将 cookie 的 24 个字符值复制到剪贴板。
(4) 启动 Lens，在 Target URL 文本框中输入网站的 URL。
(5) 切换到 Session Fixation 选项卡，该选项卡提供了各种与会话相关的测试。在默认
情况下，Cookie name 文本框包含了 ASP.NET_SessionId。所以不必修改。将剪贴板中的值
粘贴到 Cookie value 字段。
(6) 单击任何可用的 Save to 按钮，从而直接在所选择浏览器的本地 cookie 存储区中创
建一个带有给定值的会话 cookie。当下一次在浏览器中打开网站时，该 cookie 将附加到请
求中。为了模拟从流量不同的位置提交会话 cookie，可以选择与步骤(1)中的不同浏览器来
生成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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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打开步骤(6)中所选择的浏览器，然后访问需要测试的网站。此时浏览器会自动将
前面所保存的 cookie 附加到请求中。如果网站接受请求，会看到与第一个浏览器相同的状
态(例如，商品仍然在购物车中)，这意味着应用程序易受到会话劫持的攻击。而如果网站
没有显示原始状态(即第一个浏览器所显示的状态)，或者显示一条错误消息，表明网站对
于会话劫持是安全的。
2. 保护网站免受会话劫持
会话劫持的根本问题是 cookie 没有与特定的客户端绑定。这也是登录会话劫持的根本
问题。前面已经介绍了如何通过在 cookie 中存储客户端的 IP 地址和 User-Agent 来添加额
外保护。而对于会话劫持，该方法同样适用。但方法的实现过程却完全不同，因为内置的
SessionStateModule 并没有像 FormAuthenticationModule 那样提供可扩展性。
为了保持会话管理不变，可以创建新的 HTTP 模块，该模块位于 SessionStateModule
前面的 ASP.NET 管道内。当网站首次生成会话 cookie 时，在将其发送到客户端之前，该
新模块会修改会话 cookie，并将一些附加信息添加到 cookie 中。浏览器将 cookie 提交回网
站时，首先由新模块对 cookie 进行检查，然后再检查附加信息。如果额外数据有效，则删
除这些数据，然后将原始的会话 cookie 传给 SessionStateModule。如果验证失败，新的前
端模块将终止执行有关操作。其中附加数据可以是任何用来标识原始客户端的信息(推荐使
用浏览器的 IP 地址和 User-Agent)。
图 3-9 所示为带有自定义模块的解决方案的结构。

图 3-9

ASP.NET 管道中的自定义 SecureSessionModule

为了实现该解决方案，首先创建一个实现了 IHttpModule 接口的新类。在执行的 Init
阶段，必须订阅 BeginRequest 和 EndRequest 事件，以便修改请求和响应。
public class SecureSessionModule : IHttpModule
{
public void Init( HttpApplication context )
{
context.BeginRequest += new EventHandler( this.OnBeginRequest );
context.EndRequest += new EventHandler( this.OnEndRequest );
}
}
Session\SecureSessionModule.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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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 网 站 创 建 一 个 会 话 cookie ， 然 后 通 过 HTTP 响 应 将 其 发 送 到 浏 览 器 。 在
OnEndRequest 处理程序中，可以访问该 cookie 并向其添加一个 MAC：
public void OnEndRequest( 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HttpCookie cookie = this.GetCookie( HttpContext.Current.Response.Cookies );
if( cookie != null )
{
string mac = this.GenerateMac( cookie.Value, HttpContext.Current.Request );
cookie.Value += mac;
}
}
Session\SecureSessionModule.cs

上面的代码使用了两个辅助方法。第一个辅助方法是 GetCookie，用来在 HTTP 响应
中查找 ASP.NET 会话 cookie：
private HttpCookie GetCookie( HttpCookieCollection cookies )
{
for( int i = 0; i < cookies.Count; i++ )
{
HttpCookie cookie = cookies[ i ];
if( cookie.Name.Equals(＂ASP.NET_SessionId＂,
StringComparison.OrdinalIgnoreCase ) )
{
return cookie;
}
}
return null;
}
Session\SecureSessionModule.cs

第一眼看上去代码可能会比较长，但是请相信我，这是必需的。在执行的这个阶段，
使用 HttpCookieCollection 的索引器可能会有副作用，而使用 foreach 循环取代 for 循环可
能会抛出异常。
第二个辅助方法是 GenerateMac 私有方法。该方法负责生成包含有客户端敏感属性的
HMAC(Hash-based 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基于哈希算法的消息认证码)。与身份验
证票证不同，由于会话 cookie 没有被加密和签署，因此此时只能由你来确保 cookie 中的值
不会被攻击者篡改。HMAC 是一种哈希算法，它使用服务器端的加密来保护数据不被恶意
用户所重写。GenerateMac 方法利用了.NET 框架中内置的 System.Security.Cryptography.
HMACSHA512 类来计算 H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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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string GenerateMac( string sessionID, HttpRequest request )
{
string content = String.Format( CultureInfo.InvariantCulture,＂{0}|{1}＂,
request.UserHostAddress, request.UserAgent );
byte[] key = Encoding.UTF8.GetBytes(＂Any server side secret...＂);
using( HMACSHA512 hmac = new HMACSHA512( key ) )
{
byte[] hash = hmac.ComputeHash( Encoding.UTF8.GetBytes( content ) );
return Convert.ToBase64String( hash );
}
}
Session\SecureSessionModule.cs

当计算完包含有客户端 IP 地址和 User-Agent 的 HMAC 后，在 OnEndRequest 处理程
序中将其与原始 cookie 值连接。而连接后的新值被发送到客户端，然后随着下一次的 HTTP
请求又发送回服务器。
当发出新请求时，执行 OnBeginRequest 处理程序。该处理程序检查请求，如果请求中
包含会话 cookie，则会生成新 HMAC 并将其值与从客户端传来的 HMAC 值对比，从而验
证客户端传来的 HMAC，如果两个值不相同，则表明受到了会话劫持攻击。最后，如果
HMAC 有效，则会在 ASP.NET 会话模块使用会话 cookie 之前将 HMAC 从会话 cookie 中
删除。OnBeginRequest 方法的实现过程如下：
public void OnBeginRequest(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HttpRequest request = HttpContext.Current.Request;
HttpCookie cookie = this.GetCookie(request.Cookies);
if( cookie != null )
{
string value = cookie.Value;
if(!String.IsNullOrEmpty(value))
{
string sessionID = value.Substring(0, 24);
string clientMac = value.Substring(24);
string serverMac = this.GenerateMac(sessionID, request);
If( !clientMac.Equals(serverMac, StringComparison.OrdinalIgnoreCase) )
{
throw new SecurityException(＂Hack!＂);
}
// Remove the MAC from the cookie before ASP.NET uses it.
cookie.Value = sessio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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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ession\SecureSessionModule.cs

在 创 建 完 新 SecureSessionModule 之 后 ， 打 开 web.congfig 文 件 ， 并 将 该 新
SecureSessionModule 添加到 ASP.NET 请求处理管道中：
<configuration>
<system.web>
<httpModules>
<add name=＂SecureSessionModule＂type=＂SecureSessionModule＂/>
</httpModules>
</system.web>
</configuration>

在关于登录会话劫持的讨论中曾经讲过，使用 IP 地址和 User-Agent 标头
有助于提高安全屏障，但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它们都是完美的解决方案。

3.5.4

会话固定

如果攻击者不能在你首次拥有会话 ID 后获取该 ID，仍然有其他办法来获取它，甚至
在你使用会话 ID 之前。换句话说，如果攻击者可以迫使用户浏览器使用由攻击者确定的
预设会话 ID，也就没有必要窃取会话 cookie 了——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 cookie 中的内容。
这种类型的攻击称为会话固定(session fixation)，
Victim

图 3-10 显示了这种攻击的工作原理。
(1) 恶意用户 Mallory 发现了一种可以在 Alice
浏 览 器 的 cookie 存 储 区 中 为 某 网 站 存 储 新
cookie(名为 ASP.NET_SessionId，值为 1234512345
13245123451234)的方法，例如，通过浏览器的弱点

攻击者

Web 服务器

或外部应用程序。
(2) 接下来 Alice 访问该网站，浏览器从 cookie

图 3-10

会话固定

存储区中将 cookie 附加到请求中。
(3) Mallory 在其自己的浏览器中存储了相同的会话 cookie，访问相同的网站时，她可
以连接到 Alice 所使用的会话。
遗憾的是，在默认情况下，ASP.NET 易受到会话固定攻击。但是研究一下到底是哪些
因素使该平台易受到这种类型的攻击有助于减少该攻击所带来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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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应用程序免受会话固定攻击
首要问题是攻击者知道有关 cookie 的所有内容：cookie 的名称以及所包含的值的格式。
解决该问题的第一步是在 web.config 文件中将 cookie 的名称由默认的 ASP.NET_SessionId
修改为一个独有的名称：
<sessionState cookieName=＂MyCookieName＂/>

第二步是生成一个自定义的 cookie 值。默认情况下，ASP.NET 可以接受任何长度为
24 个字符的 cookie 值(包含字符“a”～“Z”以及“0”～“5”)。但如果想生成一个自定
义的 cookie 值，可以通过创建一个实现 System.Web.SessionState.ISessionIDManager 接口的
新会话 ID 管理器来完成。
而该接口的内置实现是 SessionIDManager 类，该类甚至负责无 cookie 的操作。因此，
如果想改变会话 ID 创建的方式，则可以直接从 SessionIDManager 基类派生并重写
CreateSessionID 方法：
public class MySessionIdManager : System.Web.SessionState.SessionIDManager
{
public override string CreateSessionID( System.Web.HttpContext context )
{
// Custom session ID creating goes here...
}
public override bool Validate( string id )
{
// Validation logic goes here...
}
}

显然，如果改变了生成会话 ID 的方式，那么也就必须改变验证传入值的方式。在前
面的代码中，可以看到出于上述目的，Validate 方法也被重写了。Validate 方法的平台实现
只检查会话 cookie 值的格式。但如果想保护应用程序免受会话固定攻击，必须添加额外的
安全层。必须检查客户端所提交的会话 ID 是否是先前由 CreateSessionID 方法为当前客户
端创建的会话 ID。
完成了自定义会话 ID 管理器的实现后，还必须在 web.config 文件中配置该管理器：
<configuration>
<system.web>
<sessionState sessionIDManagerType=＂MySessionIdManager＂/>
</system.web>
</configuration>

到目前为止，只处理了基于 cookie 的会话，但是 ASP.NET 还支持无 cookie 会话。向
平台中添加对无 cookie 会话的支持是为了支持那些无法使用 cookie 或者不能管理 cookie(例
如早期的移动浏览器，但幸运的是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的客户端。由于无 cookie 会话将

86

第3章

ASP.NET 的道德黑客攻击

会话标识符存储在 URL 中(这样会更容易遭到攻击)，所以强烈建议只使用基于 cookie 的会
话，同时在 web.config 文件中完全禁用无 cookie 回滚：
<sessionState cookieless=＂UseCookies＂/>

要保护应用程序免受会话固定和会话劫持攻击，可以将 3.5.3 小节的“2. 保护网站免
受会话劫持”中所描述的方法与自定义会话 ID 管理器结合起来使用。

3.6

黑客攻击视图状态

与其他 Web 平台相比，ASP.NET 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在回发期间 Web 控件会自动保
存其状态。视图状态提供的这一功能大大提高了开发人员的工作效率。作为 ASP.NET 开发
人员，你可能已经知道视图状态实际上是一个用来存储页面中控件状态的属性包(由运行库
将其序列化到隐藏的_VIEWSTATE 字段中)，以及在页面的生命周期中视图状态会有哪些
影响。本节将讨论使用视图状态所带来的与安全相关的副作用。

3.6.1

窥视视图状态

视图状态由 ASP.NET 运行库自动维护。在页面生命周期期间，默认 Web 控件和 Web
页面可以在 ViewState 和 ControlState 属性中存储任意值，然后运行库负责将这些属性序列
化和反序列化到隐藏的_VIEWSTATE 字段中。因为该值被存储在表单字段中(作为页面
HTML 代码的一部分发往到客户端)，所以必须将该字段设置为对访问者公开的公共信息。
而由于 ASP.NET 开发人员都是在服务器端代码中使用 ViewState 属性来存储和获取相关
值，因此他们往往忘记放置在视图状态中的数据实际上在客户端是公开可见的。
查看页面生成的 HTML 标记时，可以看到被序列化的视图状态，如下所示：
<input type=＂hidden＂name=＂_VIEWSTATE＂id=＂_VIEWSTATE＂value=
＂/wEPDwUKLTkzNjEzMDI5NA9kFgJmD2QWAmYPZBYEZg9kFgICAQ8WAh4EaHJlZgU4
aHR0cDovL2kxLmNvZGVwbGV4LmNvbS9jc3MvdjE3NDUwL2k5NDIxMS9TdHlsZVNoZ
WV0LmFzaHhkAgEPZBYIAgEPZBYCZg8PFgIeCEltYWdlVXJsBTJodHRwOi8vaTEuY2
9kZXBsZXguY29tL0ltYWdlcy92MTc0NTAvbG9nby1ob21lLnBuZ2RkAgIPFgIeBFR
leHQFSjxzY3JpcHQgc3JjPSIvc2l0ZS9saWJyYXJ5L3N2eS9icm9rZXIuanMiIHR5
cGU9InRleHQvamF2YXNjcmlwdCI+PC9zY3JpcHQ+ZAIDDw8WAh8BBS5odHRwOi8va
TMuY29kZXBsZXguY29tL0ltYWdlcy92MTc0NTAvYmxhbmsucG5nFgIeBm9ubG9hZA
UZc2VsZi5sb2dvSW1hZ2VMb2FkZWQ9dHJ1ZWQCBA8WAh4HVmlzaWJsZWdkZNaxicg
/ZsYrWPagVP35MS3HEdiV＂/>

虽然看上去很神秘，但是视图状态根本没有加密。为了对 ViewState 属性中的对象进
行序列化，ASP.NET 使用了 LosFormatter 类(Limited Object Serialization，有限的对象序列
化)，设计该类的目的是进行高度压缩(ASCII 格式序列化)。而在其内部，该类使用了可以
序列化任何对象图的 ObjectStateFormatter 类。然而，在默认情况下，ObjectStateFormatter
类并不会对输出进行加密，而仅仅是将输出转换为 Base64，以便存储在 HTML 表单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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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于这些序列化类是公共的，因此恶意用户可以进行反序列化并对视图状态进行解码
来查看其中内容。如果你(或你所使用的任何控件)在视图状态或控件状态中存储了一些敏
感信息，那么就可能导致信息泄露，这通常是一个被低估但又非常危险的威胁。

要避免这种威胁，可以将 web.config 文件中的@Page 指令或<pages>标记
或者任何单一控件的 EnableViewState 特性设置为 false，以完全关闭视图状态。
在不需要视图状态的情况下将其禁用是非常好的主意，但如果需要使用视图状
态 ， 就 必 须 保 证 可 以 安 全 地 使 用 它 。 还 可 以 将 EnableViewState 属 性 与
ViewStateMode 属性一起使用，以保证视图状态安全。
1. 测试视图状态以避免信息泄露
可以使用 Lens 对页面进行测试，以避免视图状态中的信息泄露，步骤如下：
(1) 启动 Lens，在 Target URL 文本框中输入需要测试的网站的完整 URL。可以单击
Open 按钮验证所输入的 URL。
(2) 切换到 ViewState 选项卡，并单击 Extract 按钮以下载页面。裁剪出_VIEWSTATE
隐藏字段中的内容。此时在 Output 窗格显示了所提取值的长度，如图 3-11 所示。

图 3-11

使用 Lens 从页面中提取 ViewState

(3) 单击 Decode 按钮，对下载的内容进行解码。此时下部窗格变为一个显示解码内容
的树形视图。不过，可以通过选中 Extracted String 或 Decoded Content 单选按钮实现在原始
视图和解码视图之间的切换。
(4) 如果正在查找视图状态中的特定字符串，可以在 Keyword 字段中输入需要查找的
字符串，然后 Lens 会自动以红色高亮显示包含指定文本的树节点。图 3-12 显示了树型视
图及高亮显示的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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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ens 中解码的 ViewState 和关键字查找

所下载的视图状态与当前页面的当前状态相一致。同时必须独立测试网站中的每个页
面，以防止信息泄露。而为了测试每个页面的状态，可以直接将序列化的视图状态值粘贴
到“Extracted String view of Lens”
，然后单击 Decode 按钮进行解码。
2. 加密视图状态
幸运的是，ASP.NET 通过页面的 ViewStateEncryptionMode 属性提供了一种内置机制
来加密 ViewState 属性内容。ViewStateEncryptionMode 属性可以有三个值：
● Auto——只有当某一控件调用 Page 类中的 RegisterRequiresViewStateEncryption 方
法而发出加密请求时，才会对视图状态进行加密。这也意味着如果所开发的控件在
ViewState 属性中存储了敏感信息，那么可以调用该方法来加密所存储的信息。
● Always——不管视图状态中的内容是否包含敏感信息，都会对其进行加密。如果使
用了第三方控件，而该控件可能会访问敏感对象的值，就应该使用该选项。
● Never ——即使某一控件请求加密，也不会对视图状态信息进行加密。
可以通过 web.config 文件中的@Page 指令或<pages>节启动视图状态加密。
默认情况下，有些内置的 Web 控件可能会请求页面对 ViewState 进行加密。如果页面
中有 FormView、ListView、GridView 或 DetailsView 控件，并且将其 DataKeyNames 属性
设置为非空值，那么该控件就会请求页面对视图状态进行加密。理由是这些控件都在控件
状态中存储了键字段值，而该值随着视图状态一起被序列化到相同的隐藏字段中。
如果视图状态在页面上加密，也可以使用 Lens 进行测试。析取_VIEWSTATE 值后，
单击 Decode 按钮时，在 Output 窗格会出现一条错误消息，这是因为如果视图状态被加密
就不能对其进行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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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篡改视图状态

视图状态的重要作用不仅是保存控件状态，更重要的是事件处理。更改事件(如 TextBox
控件的 TextChanged 事件)并不会马上引起回发，只有将表单提交到服务器，才会根据视图
状态中的内容来执行这些事件处理程序。如果攻击者可以恶意地篡改视图状态数据，就不
仅可以修改页面中控件的状态，甚至可以影响在服务器上执行哪些事件处理程序。
幸运的是， ASP.NET 默认使用 HMAC 来保护视图状态免遭客户端的修改。具体方法
与 3.5.3 小节“2. 保护网站免受会话劫持”中所使用的方法相类似，使用在 web.config 文件
中 machineKey 部分的 validationKey 属性中配置的键。
虽然可以禁用视图状态 MAC 保护，但我强烈建议不要这么做，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严
重的安全后果。确保 web.config 文件中@Page 指令的 EnableViewStateMac 属性及<pages>
部分的 enableViewStateMac 特性都被设置为 true，如下所示：
<pages enableViewStateMac=＂true＂... />

MAC 验证只对 HTTP POST 请求强制执行，所以，如果请求不是一个回发，则不会检
查 ViewState MAC。

3.6.3

转载视图状态

ASP.NET 运行库处理 ViewState 属性中的对象图时，将会对对象类型和值进行序列化。
然而，ViewState 属性并不会保存视图状态以下两个重要的附加属性：
● 创建视图状态时的时间戳或视图状态的到期日期
● 会话或访问页面的用户的标识符
由于缺少上述信息，攻击者可以捕捉其他用户的有效视图状态，并在稍后的任何时候
将该视图状态发回服务器。这样，恶意用户就可以攻击网站，或者滥用受害者在视图状态
中的数据。为了减少这种威胁，可以使用页面的 ViewStateUserKey 属性，参见 3.4.5 小节。
然而，如果启用了 ViewStateUserKey 属性，那么网站中视图状态 MAC 验证的错误数
量可能会增加，下面就是经常会出现的异常：
HttpException (0x80004005): Validation of viewstate MAC failed. If this
application is hosted by a Web Farm or cluster, ensure that
<machineKey> configuration specifies the same validationKey and
validation algorithm. AutoGenerate cannot be used in a cluster.

根据我的经验，出现这种异常最常见的原因是用户试图在会话过期或登录会话过期后
才提交页面。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基于用户会话 ID 的密钥对视图状态进行加密，而当发
生回发时该视图状态已过期，于是运行库抛出异常。有两种替代方法有助于处理此问题：
● 应用 Post/Redirect/Get(PRG)模式，避免用户刷新浏览器中的页面时重复发送。
● 在客户端维护一个 JavaScript 计时器，以便在会话过期之前通知用户，从而避免回
发过期的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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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必须确保对视图状态 MAC 异常进行合适的处理，并向网站的访问者显示友好的错
误页面。
但遗憾的是，
该错误是一般性的 HttpException，而内部错误是 ViewStateException，
所以可以在应用程序的 global.asax 文件中的 Application_Error 事件处理程序中检查这类
错误：
private void Application_Error( 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Exception ex = this.Server.GetLastError();
if( ex is HttpException && ex.InnerException != null &&
ex.InnerException is ViewStateException )
{
// TODO: Log the error here...
// Clear the error.
this.Server.ClearError();
// TODO: Redirect the user to a friendly error page here...
}
}

3.7

欺骗事件处理程序

本章前面已经介绍了恶意攻击者是如何利用 ASP.NET 身份验证、会话及视图状态机制
的弱点。而在本章的最后一节中将讨论几乎每个页面都会使用的另一个 ASP.NET 功能：事
件处理。
Web 控件和基于事件的程序设计可能是 ASP.NET 最重要的特点，通过隐藏底层协议的
细节信息并使 Web 开发和桌面应用程序开发一样简单，大大推动了这个平台的成功。为了
提供这种抽象层次，ASP.NET 在页面上创建了一个大的隐藏表单，当在客户端发生回发事
件时，将该表单提交到服务器。而表单提交的方式则依赖引起回发事件的控件：
● 如果控件是 Button 或 ImageButton，那么单击该按钮时由浏览器来提交表单。在
默认情况下(UserSubmitBehavior 属性被设置为 true)，
这些控件生成带有 type=＂submit＂
或 type=＂image＂特性的标准 input 元素。
● 如果触发回发的控件是带有 AutoPostBack=＂true＂特性的 LinkButton、CheckBox
或 RadioButton，
则由 ASP.NET 运行库所生成的很小一段客户端 JavaScript 来提交表单。
该 JavaScript 函数(名为_doPostBack)分别使用引起回发的控件 ID 及其他额外事件参数
来填充两个隐藏表单字段(_EVENTTARGET 和_EVENTARGUMENT 字段)。
如果捕捉了由浏览器生成的 HTTP Post 请求，就可以在 HTTP 体(忽略无关的标题行)
中清楚地看到这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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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http://localhost:1124/Default.aspx HTTP/1.1
Host: localhost:1124
__EVENTTARGET=LinkButton1&__EVENTARGUMENT=&__VIEWSTATE=%2FwEPDwUKMTQ1O
TQ0MTYyOWRknEdK5e5oeG%2BwlkzU3XqnsLvH%2FZSyW6p6j%2FcIsjMRJMo%3D&__EVENTVALID
ATION=%2FwEWAgKT14CuCgLM9PumD6UtsOk9JGNhr%2FHBC0YgaY3a5ZVBFa5QvTO1fI%2BOTzKp

由于客户端脚本负责填充这些表单字段，因此在将这些字段发送到服务器之前，恶意
用户可以对字段值进行操作。但幸运的是，ASP.NET 提供了事件验证(event validation)内部
机制，针对这类修改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

3.7.1

事件验证内部

显示 Web 控件时，该控件将调用 ClientScriptManager 类的 RegisterForEvent Validation
方法。该方法计算控件的客户端 ID 的哈希码以及事件参数的哈希码，然后对这些值进行
XOR 运算。其运算结果的哈希码被添加到内部的 ArrayList 中，当显示页面时，该 ArrayList
被序列化到页面的隐藏_EVENTVALIDATION 表单字段。该序列化操作由 ObjectState
Formatter 类来完成(ViewState 序列化也由该类完成)。这也就意味着事件验证数据也通过
HMAC 来提供保护，加密 ViewState 时，也会对_EVENTVALIDATION 字段进行加密。
当表单数据被回发到服务器时，运行库将调用 ClientScriptManager 类的 ValidateEvent
方法，以便对_EVENTVALIDATION 字段内容进行解码，同时确保该回发是由具备有效参
数值的有效控件所触发的。
禁用事件验证
开发人员面对事件验证最常见的情境是客户端脚本。例如，如果创建一个空的
DropDownList 控件，然后通过 JavaScript 加载项，此时服务器可能会抛出一个“无
效回发或回发参数”的异常，这是因为在客户端所添加的项缺少_EVENTVALID
ATION 字段。
一个比较简单的解决办法是禁用事件验证，但遗憾的是，该办法在控件级别不
能执行，只能在页面级别执行。因为这样做类似于向黑客发送了公开邀请函，所以
强烈建议不要禁用事件验证，因此这里也不会介绍如何禁用事件验证。虽然完全可
以在有效时间内禁用事件验证，但是在搜索相应的属性之前还是要三思而行。
另一方面，也可以调用Page.ClientScript.RegisterForEventValidation方法，以便
注册动态创建的控件或值。

3.7.2

黑客攻击事件验证

前面所述的算法看起来很实用，有助于保护应用程序免受恶意 POST 攻击。但遗憾的
是，在算法实现过程存在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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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种控件上实现过程不一致。例如，Button 控件即使处于禁用状态也能够回发。
● __VIEWSTATE 及 __EVENTVALIDATION 状态没有和特定的页面状态绑定。
这些问题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1. 按下禁用按钮
如果查看 Button 类中 AddAttributesToRender 方法的源代码，会发现可以独立于控件的
Enabled 属性值调用 RegisterForEventValidation 方法。这意味着_EVENTVALIDATION 字
段包含一个有效引用(甚至针对禁用按钮)。因此，即使禁用 Button(按钮)，恶意用户也可以
创建一个触发 Click 事件处理程序的请求。
可以按照下列步骤来尝试一下上述行为：
(1) 创建一个带有禁用 Button(按钮)和一个 Label 的 ASPX 页面：
<asp:Button ID=＂Button1＂ runat=＂server＂ Enabled=＂False＂
onclick=＂Button1_Click＂ Text=＂Button＂ />
<asp:Label ID=＂Label1＂ runat=＂server＂ Text=＂Label＂ />

(2) 为 Button1 创建一个用来表明 Click 事件被触发的事件处理程序：
protected void Button1_Click( 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this.Label1.Text = ＂It works! ＂;
}

(3) 启动 Fiddler，并单击 Request Builder 选项卡。创建如下所示请求，在 Button1 控
件上触发一个回发。
POST http://localhost:11124/Default.aspx HTTP/1.1
Host: localhost:1124
Content-Length: 196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__VIEWSTATE=%2FwEPDwULLTE0MDUxNTAzOTRkZJN4%2FA8LlvP81wb0Bq7KNKVhfUIP3arRKvj7
WYWbp7H1&__EVENTVALIDATION=%2FwEWAwLM68mpDAKM54rGBgK7q7GGCNCQWa9IGCZDaMDYCo2
BAx%2BtsDa1ROsmqXSp7AVvc%2FX4&Button1=Button

在你的环境中，POST体中__VIEWSTATE和 __EVENTVALIDATION字
段值可能与此有所不同，但是通过访问该页面并检查所生成的HTML标记可以
(4) 获取这些值。
在 Fiddler 中单击 Execute 按钮。从左边选择新创建的会话，然后切换到 Inspectors
选项卡。如果在 HTTP 结果中显示了“It Works”文本，则表示已经成功按下禁用按钮。
该测试方案非常简单，但是可以相同的方法来测试相关页面，以免受这种 POST 攻击。
当然，完全填充的页面可能会产生更多复杂的 POST 请求，但没有必要从头创建这些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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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捕捉这些请求，然后使用 Fiddler 中的 Replay 功能。
2. 按下不可见按钮
与 Enabled 属性相反，Web 控件注册了事件验证时可以正确处理 Visible 属性。然而，
在某些情况下恶意用户仍然可以触发不可见控件。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事件验证是基于_EVENTVALIDATION 隐藏表单字段中的内容，
即它是与当前页面绑定，而不是与当前显示的 HTML 标记绑定。因此，恶意用户可以捕捉
一个生成的_EVENTVALIDATION 值，并将其随另一个 HTTP POST 请求一起回发。
例如，目前网站中有一个 Product.aspx 页面，该页面根据查询字段串中 id 值显示某单
一产品的详细信息。而在该页面中有一个 Discount Order 按钮，但是该按钮值只针对某些
产品可见。由于在同一页面中可以显示所有产品，因而攻击者可以从某一打折产品中获取
_EVENTVALIDATION 字段，然后将该字段值随着一个 POST 请求(该请求指向一个全价产
品的 URL)发送回网站，这样他们就可以以更低的价格来订购该产品。
再如，向用户所显示的相同页面有时带有可见控件而有时却带有隐藏控件时，攻击者
是可以绕过事件验证的。因为事件验证不包含任何时间戳，所以当按钮可见时恶意用户可
以保存_EVENTVALIDATOIN 字段值，而当按钮隐藏时回发所保存的值，以便触发按钮的
Click 事件处理程序。
这两个例子都是基于 ASP.NET 事件处理和事件验证功能的内部行为。因为在所有的
ASP.NET Web 页面中这两种功能的工作方式相同，所以攻击者可以有很好的机会成功利用
这些漏洞。

3.7.3

保护网站免受 POST 攻击

POST 攻击可以在服务器上执行事件处理程序。POST 攻击本身做不了什么坏事；但是
却可以运行那些你不想执行的代码。因此，如果想保护网站免受 POST 攻击，必须在 UI
和敏感代码之间添加额外的保护层。
如果看到了如下所示的代码，就应该怀疑该页面易受 POST 攻击：
// If the user is not admin, disable a feature.
if( !this.User.IsInRole(＂Admin＂) )
{
this.MyButton.Enabled = false;
}

要加强此代码，不仅可以禁用按钮，还可以使用－=运算符来取消对 Click 事件处理程
序的订阅：
// If the user is not admin, disable a feature.
if( !this.User.IsInRole(＂Admin＂) )
{
this.MyButton.Enabled = false;
this.MyButton.Click -= this.MyButton_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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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添加更多保护，可以在执行的最后阶段插入一些额外的检查。例如，除了禁用 UI
外，还可以在事件处理程序中执行类似的验证(此时为授权检查)：
protected void MyButton_Click( 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if( this.User.IsInRole(＂Admin＂) )
{
// Do something serious here...
}
}

如果事件处理程序代码执行一个存储过程，则可以在更新数据库中的数据之前在该存
储过程中执行验证检查。
这种方法称为纵深防御(defense in depth)策略，采取多层对策保护网站数据的完整性。

3.8

小结

本章介绍了各种以网站为目标的攻击。即使你编写了世界上最安全的代码，但由于应
用程序是建立在一个特定的 Web 平台之上，因此所开发的网站继承了 Web 平台的安全强
项和弱点。
与其他 Web 平台一样，ASP.NET 也有其有效的内置保护，以避免大多数常见的基于
Web 的攻击。然而，ASP.NET 也有弱点，因为它不能涵盖全方位的攻击。虽然 ASP.NET
平台非常可靠，但是恶意用户仍然可以找到利用其弱点的方法。作为 ASP.NET 开发人员，
必须了解这些威胁以及合适的对策，从而保护应用程序。
本章分别讨论了针对 ASP.NET 身份验证、会话、ViewState 和事件处理程序的攻击。
本章并没有给出全部的图片，而是仅仅给出最重要的部分图片。ASP.NET 平台的每一个版
本都会添加一些新功能，这些功能可能有安全和不安全的部分。
你阅读本章时，全世界的安全专家们也正在努力工作以找到网站的新漏洞，或者找到
保护网站的新方法。记住，安全不是一种状态或一个产品，而是不断重复的连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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