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对 Web 的解剖分析
本书第一部分重点分析 Web 浏览器的主要工作原理，也就是说，包括协议、文档格
式和它内部使用的编程语言。因为在常见浏览器里我们所熟知的，对用户可见的各种安全
机制，都和这些内部工作机制深切相关，所以在更深入 Web 的黑森林探险之前，让我们
先来关注一下这些内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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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 URL 开始

最易辨识的 Web 标志就是 URL（Uniform Resource Locator，统一资源定位器）了，
它由一串很简单的文本字符组成。一条格式正确且符合规范的 URL 必然对应着远程服
务器上某个独一无二的资源（在这个解析的过程中，还需要实现另外一些相关的功能）。
URL 语法规范是浏览器地址栏的基础，而地址栏中的信息正是每个浏览器用户界面中最重
要的安全标识。
除了内容检索时用到的真正的 URL，还有几种语法与之相类似，但用于浏览器端功
能的伪 URL，这些功能包括内置的脚本引擎、几种特别的文档渲染模式及诸如此类的功
能。所以毫无疑问，这些伪 URL 对应的动作对链接了它们的站点有重大安全影响。
搞清楚浏览器对 URL 的解析机制以及它们带来的副作用，是我们和 Web 应用都需要
面对的最基础且最常见的安全问题，同时 URL 机制自身也是错漏百出。URL 的语法是由
Tim Berners-Lee 制定的，具体内容主要参见 RFC 3986 文档 1 ；在 Web 里的实际运用请参
见 RFC 17382、26163 以及若干相对次要的标准文档。这些文档都非常详细，这导致 URL
的解析模式相当复杂，但它们又未能足够精确地描述出在客户端软件里需要怎样实现 URL
机制才能做到既兼容又准确。此外，各家软件开发商出于各自的考虑，都会稍许偏离这些
规范。让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貌似简单的 URL 在实际环境中是如何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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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的结构
图 2-1 显示的是一个符合规范的绝对（absolute）URL，它包括了访问某特定资源所需

要的全部信息，绝对 URL 和访问时的状态完全无关。与之相对应的是省略了部分信息的
相对（relative）URL，如 ../file.php?text=hello+world，它需要根据当前浏览所在上
下文环境里的基准 URL，才能确定完整的 URL 地址。

协议名称
层级 URL 的标记符号（此项固定不变）
访问资源需要的凭证信息（可选项）
“授权”

从哪个服务器获取数据
需要连接的端口号（可选项）
指向资源的层级 UNIX 文件路径
“查询字符串”参数（可选项）
“片段 ID”（可选项）

图 2-1

URL 绝对路径的结构

绝对 URL 的各个部分看起来都还算一目了然，但每个部分都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吧。

2.1.1

协议名称

协议名称由一串不区分大小写的字符串组成，以单个冒号结束，表明获取该资源时
需 要 使 用 的 协 议。 官 方 认 可 的 有 效 URL 协 议 统 一 由 IANA（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互联网数字分配机构）维护，该机构更广为人知的功能是管理 IP 地址空间 4。
IANA 当前的有效协议名包括 http:、https: 和 ftp: 等几十项，而实际上，常用浏览器
和第三方应用往往还支持若干额外的协议，其中一些还会带来安全问题。
（特别值得关注的
是几种伪 URL，如 data: 和 javascript:，在本章和全书的后续内容里都会有详细的讨论。
）
在浏览器和 Web 应用要做进一步解析之前，它们还得先区分要处理的是完整的绝
对 URL 还是相对 URL。在 URL 地址的最前面是否包含有效的协议名称原本是最关键的
区别，RFC 1738 里是这么定义的 ：绝对 URL 应遵守以下规定，在冒号“ ：”之前，只能
出现字母数字和“+”、“–“和“.”这几个符号 。但在实际环境里，每种浏览器都稍许
偏离了这个指引，它们全都会忽略前导换行符和空格。IE 还会忽略所有的不可打印字符
（ASCII 代码表里 0x01 ～ 0x1F 之间的字符）。在此基础之外，Chrome 更是会忽略 0x00 和
NUL 空字符。大多数浏览器的具体实现还会忽略在协议名中出现的换行符和制表符，而

22

第一部分

对 Web 的解剖分析

Opera 浏览器还接受在协议字符串出现高位字符。
由于这些不兼容性，那些需要区分相对和绝对 URL 的 Web 应用就必须谨慎地拒绝任
何异常的语法。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即使这样做了也还是不够的。

2.1.2

层级 URL 的标记符号

根据 RFC 1738 规定的语法，在授权信息之前，每个层级结构的绝对 URL 里都应该包
括固定的字符串“//”。按这个规范的意思，如果没有这个字符串，就无法确定 URL 后续
部分的格式和功能了，只能把它们看成一个含糊的与特定协议相关的值。
注意

一个非层级结构的 URL 例子就是 mailto: 协议，它用于指定电子邮件地

址，可能还包括主题信息（mailto:user@example.com?subject=Hello+ world）。
这样的 URL 会被传递到默认邮件客户端程序而无需经过其他解析。
理论上，这种统一的层级 URL 语法的概念确实很优雅。因为应用可以无需关注某个
协议的具体实现，就能够提取到只和地址有关的信息。例如，看到某种特定的名为 wackywidget: 的 协 议， 浏 览 器 就 能 确 定 http://example.com/test1/ 和 wacky-widget://
example.com/test2/ 指向的是同一个受信任的远程主机。
但相当遗憾的是，这个规范包含着一个有意思的缺陷 ：上面提到的那个 RFC 文档并
没有指明，如果碰到一个非层级结构的 URL 又带有“//”前缀，当做何处理 ；反之亦然。
在更早期的 RFC 1630 协议里用作参考的 URL 解析器实现就无意中包含着这个漏洞，这导
致后来与 URL 有关的处理都有问题。在若干年后发表的 RFC 3986 里，作者出于兼容性的
考虑，懦弱地接受了这些漏洞并允许解析这类 URL。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各家浏览器对
以下这些例子的解析让人很摸不着头脑：
❑ http:example.com/

当没有符合要求的基准 URL 环境时，在 Firefox、Chrome 和

Safari 里这个地址会被认为等同于 http://example.com/，如果有基准 URL，则会
认为这是一个指向目录 example.com 的相对路径。
❑ javascript://example.com/%0Aalert(1)

在所有常用浏览器里，会认为这个字

符串是一个有效的非层级伪 URL 并以 JavaScript 方式来执行 alert(1) 这段代码，
显示一个简单的对话框。
❑ mailto://user@example.com

IE 认为这是一个有效的指向电子邮件地址的非层级

URL；“//”的部分会直接被忽略掉。而其他浏览器则不认可这个写法。

2.1.3

访问资源的身份验证

URL 里身份验证的部分属于可选项。在向服务器端获取数据时，有可能需要在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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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指定一个用户名或密码。但这个抽象的 URL 语法本身，与具体的用户名密码等身份验
证信息的交换并无实质性关系，身份验证信息的传输是和协议相关的。对那些不支持身份
验证的协议，如果在 URL 里强行加入这部分信息该做何处理，协议并未做出规定。
如果没有提供身份验证信息，浏览器默认以匿名的方式获取数据。在 HTTP 和其他几
种协议里，这意味着没有传送任何身份验证信息；对 FTP 协议，这包含着一个名为 ftp 的
账号和一个假的密码。
除常规的 URL 分隔符之外，大多数浏览器对身份验证部分的数据几乎接受任何字符，
但有两个例外 ：出于某些尚未明了的原因，Safari 拒绝了许多字符，包括“<”、“>”、
“{”
和“}”，而 FireFox 还拒绝换行符 。8

2.1.4

服务器地址

对完整的层级 URL 来说，服务器地址部分必须指定一个不区分大小写的域名（例
如 example.com）、 一 个 IPv4 地 址（ 例 如 127.0.0.1） 或 在 一 对 方 括 号 里 的 IPv6 地 址
（[0:0:0:0:0:0:0:1]），用以标识请求资源所处的服务器位置。 FireFox 还接受写在一对方括
号里的 IPv4 地址和主机名，而其他浏览器则会拒绝这种写法。
尽管 RFC 里只允许符合规范的 IP 地址写法，但大多数应用所依赖的标准 C 类库却比
较灵活，可以接受八进制、十进制和十六进制的写法，甚至可以接受把其中几个或全部 8
位元数据（Octet

）拼在一起再转成单个整数的写法。所以以下的各种写法实际上是一

样的：
❑ http://127.0.0.1/
❑ http://0x7f.1/

这是 IPv4 地址的正规写法。

同一个地址，但先以十六进制数字表示标准写法里的第一个 8

位元（Octet），剩下的 3 个 8 位元数据先分别按十六进制的格式拼在一起，再整体
地转化成一个十进制的整数。
❑ http://017700000001/

同一个地址，以 0 为前缀，后面是把全部 4 个 8 位元数

据的十六进制数值拼在一起，再统一转化成单个八进制整数 。
这种很随意的解析方式也相似地出现在域名里。理论上来说，域名里能用的字符集是
这样做也许是考虑到 FTP 的问题，FTP 协议在传输用户认证信息时无需任何编码 ；在该协议中，传
递一个换行符会被服务器错误地解析为一个新的 FTP 命令的开始。其他浏览器在传输 FTP 客户认证
时可能会把不符合规范的字符用百分号方式编码，又或仅仅是把有问题的字符丢弃掉。
Octet 这个词在本书里译做“8 位元”，在常规情况下它完全等同于 Byte，但实际上使用 Octet 来表示
一个八位的信息比 Byte 更精确。因为某些历史原因，Byte 在某些操作系统上，有可能代表 4 ～ 10
位的字符。详见：http://t.cn/zTMjmfS。—译者注
如原始 IP 地址为 192.168.100.110，其 16 进制的表达为 ：0xC0.0xA8.0x64.0x6E，按 8 位元格式拼成
16 进制的 C0A8646E，再转换成 8 进制的 030052062156，4 者完全等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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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限的（按照 RFC 10355 的定义，应该只能出现字母和数字、“.”和“–”），但很多浏览
器查询任何信息几乎都依赖于操作系统的解析器，而操作系统的处理通常不太严谨。各种
客户端能接受以及传递给系统解析器的主机名（Hostname）字符集也都不尽相同。Safari
最严谨，而 IE 宽容度最高。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大部分浏览器都会忽略出现在 URL 内且
数值范围在 0x0A ～ 0x0D 和 0xA0 ～ 0xAD 之间的控制字符。
注意

多数主流 URL 解析器都有一个令人诧异的行为，它们都会主动地把主机

名里的全角句号“。”（在字面上表示结束，对应的 Unicode 代码是 U+3002）直
接替换为点号，但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在 URL 的其他部分里则不会这样处理。据
说这是因为某些中文键盘的映射使得这种环境的用户很可能是想输入那个 7 位
ASCII 值的点号而不是这个全角句号。

2.1.5

服务器端口

服务器端口部分是可选的，通常在服务器连接的网络端口并非标准端口时才会用到。
基本上浏览器支持的所有协议以及第三方应用都会以 TCP 或 UDP 作为传输方式，而 TCP
和 UDP 都会依赖于一个 16 位端口号 来区分运行在一台机器上的不同服务。服务器上每
种协议通常都会关联一个默认的服务端口（如 HTTP 为 80、FTP 为 21，等等），但这个默
认值可以在 URL 里另行改写。9
注意

这个功能无意中造成了一个有趣的副作用，我们可以用浏览器向任意网络

服务发送攻击者提供的数据，尽管浏览器并不支持这些服务的协议。例如，你可
以把浏览器指向 ：http://mail.example.com:25/，而这里 25 端口实际上运行的
是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SMTP) 服务，并非 HTTP
协议。这个问题曾导致一系列的安全问题，浏览器也为此引入了一系列不太完美
的解决方案，这些在本书第二部分会更详细讨论。

2.1.6

层级的文件路径

URL 的下一个组成部分叫层级文件路径，它非常形象地体现了从服务器获取特定资
源的方式，例如 /documents/2009/my_diary.txt。规范里也公开表明，这个格式是直接
从 UNIX 目录语义借用过来的，所以也支持在路径里出现的“/../”和“/./”，而对非绝对
路径形式的 URL，也会根据这种目录格式，加上基准路径再对应到其相对位置上去。
这意味着端口号数不能大于 2 的 16 次方，即 65536。—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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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时候，Web 服务器只是用来存放一堆静态文件和少量可执行脚
本的简单的工作网关，所以使用文件系统模型是很自然的选择。但在那之后，很多当前的
Web 应用框架已经和文件系统没什么关联了，它们都是直接和数据库对象或常驻程序的注
册位置打交道了。虽然还是有可能把这些数据结构和运行良好的 URL 路径对应起来，但
人们往往不会这么做或者不会特别严谨地这么做。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导致内容的自动索
取、索引和安全测试要比预想的来得更复杂。

2.1.7

查询字符串

查询字符串（Query String）也是个可选项，用于把一串非层级格式的任意参数传递
给由前面路径所对应的资源。例如，以下例子就是一个把用户提供的信息传递给服务器端
脚本，用于搜索的常见形式：
http://example.com/search.php?query=Hello+world

大多数网站开发者都很熟悉这种搜索字符串的特定格式 ；它是由浏览器在处理 HTML
文件里的表单时生成的，格式如下：
name1=value1&name2=value2...

但让人意外的是，在 URL 的 RFC 文档里其实并没有硬性规定要使用这样的格式。实
际上，规范里是把查询字符串当作一堆含混笼统的数据对待的，关键是接收者最后要怎么
用它，所以有别于路径，它无需遵守特定的解析规则。
关于我们上面提到的这种查询字符串的常见格式的说明，请参见信息量很庞大的 RFC
6

1630 、与邮件协议相关的 RFC 23687 以及 HTML 规范里与表单处理相关的内容 8。但这些
规定全都不是强制性的，因此，如果某个 Web 应用真要完全不顾常规，把一堆乱七八糟
的数据放在 URL 的查询字符串位置上，也并不能算错。

2.1.8

片段 ID

片段 ID（Fragment ID）的角色和查询字符串有点类似，但用法颇为晦涩，它是用于
客户端而非服务器端（实际上，这个值根本就不应该传回给服务器端）的一种可选信息。
在 RFC 里没有明确规定片段 ID 的格式或功能，但暗示性地提到可以用于在返回的文档里
定位“子资源”或对文档渲染的方式提供一些帮助性的指导。
在实际运用中，片段 ID 在浏览器里只有一个用途 ：指向 HTML 页面里的某个锚点名
称，用于页面浏览定位。这套逻辑很简单。如果在 URL 里的锚点名称与 HTML 页面里设
定的锚点标签匹配，文档就会滚动到该定位标签的位置上，方便阅读浏览 ；否则，就啥动
作也没有。由于片断 ID 的信息是包含在 URL 里的，所以能用它直接分享一篇长文里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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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位置或加入书签以便于保存。由于片段 ID 只能用于在当前文档里定位，所以无需再从服
务器端加载数据，只是根据用户的点击动作，稍许更新一下 URL 里的片段 ID 信息而已。
这种有趣的属性现在有了新用法，可以用这个值来存放一些临时的数据 ：如存储客
户端脚本需要的各种状态信息。例如，地图浏览的应用可以把地图的当前坐标置于这个标
识里，这样就可以把链接加到书签里或发送出去与他人共享，地图应用就能再回到相同的
位置。和改变查询字符串的效果不同，片段 ID 不会触发页面重载，也就不需要时间开销，
这使得它成为数据存储上的杀手级特性。

2.1.9

把所有的东西整合起来

上述提到的各个 URL 部分都有一些特定的保留字符 ：如正斜杠、冒号、问号等。为
了确保浏览器的正常工作，这些字符除了用于分隔 URL 的不同部分，在 URL 里不能有其
他的用途。谨记这点，现在假设我们要设计一个示例算法，来模拟浏览器的解析方式，把
绝对 URL 按各个功能项分割开来。一个较为合理的算法大致如下。
步骤 1：提取协议名称。
扫描第一个“:”字符。在该字符左边的 URL 部分就是协议名称。如果获得的协议名
称中出现了不应有的字符，这可能就是个相对 URL，获得的并不是协议名称。
步骤 2：去除层级 URL 标记符。
字符串“//”应该跟在协议名称的后面。如果发现有该字符串，则跳过该标记符 ；如
果未找到，就不用管了。
注意

在某些运行环境的解析中，出于可用性的考虑 URL 标记符甚至可以完全

不用斜杠、只用 1 个斜杠、用三个甚至三个以上的斜杠。因着同样的思路，可能
是为了帮助那些不熟悉的使用者吧 ，IE 浏览器从一开始就接受在 URL 任意位置
使用反斜杠（\）替代正斜杠。除 Firefox 以外，所有的浏览器也逐渐遵从这一规
律，会接受像这样的 URL：http:\\example.com\。10
步骤 3：: 获取授权信息部分。
依次扫描“/”、“?”或“#”符号，哪个先出现以哪个为准进行截取，从 URL 里提取
出来的部分就是授权部分信息。刚才也提过了，大多数浏览器还接受反斜杠“\”作为正
斜杠形式分隔符的替换写法，也要考虑这种情况。除了 IE 和 Safari 浏览器之外，分号（;）
与各种 Unix 操作系统不同，微软的 Windows 使用反斜杠而非正斜杠作为路径的分隔符（例如 ：c:\
windows\system32\calc.exe）。微软可能考虑到用户要在 Web 上使用另一种斜杠会感到困惑，同时
也为了解决 file:URL 协议以及其他需要和本地文件系统打交道的类似机制中可能存在不一致斜杠
的问题。当然其他一些特定的 Windows 文件系统属性（如不区分大小写）就不能照搬到 URL 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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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授权信息部分可接受的分隔符；这么做的原因还未可知。
步骤 3A：定位登录信息，如果有的话。
授权部分信息提取出来后，在截取出来的信息里再寻找（@）符号。如果找到
了，那在它前面的部分就是登录信息，这部分登录信息还需要做进一步分解，在第一
个冒号前面（如果有的话）是用户名，后面则是密码数据。
步骤 3B：提取目标地址。
授权信息部分剩下的就是目标地址了。第一个冒号分隔开的就是主机名和端口
号。用方括号括起来的是 IPv6 地址，这也是特例。
步骤 4：确定路径（如果的确存在）。
如果授权部分的结尾跟着一个正斜杠—或者某些场景里，跟着一个反斜杠或分号，
就像之前提到的，依次扫描下一个“?”、“#”或字符串结尾符，哪个先出现以哪个为准。
截取出来的就是路径部分，当然最后应根据 UNIX 路径语义进行规范化整理。
步骤 5：提取查询字符串（如果的确存在）。
如果在上一条解析里，后面跟的是一个问号，则继续扫描下一个“#”或到字符串结
尾，哪个先出现以哪个为准。这中间的部分就是查询字符串。
步骤 6：提取片段 ID（如果的确存在）。
如果成功解析完上一条信息，它的最后跟着“#”符号，从这个符号到整个字符串的
最后，就是片段 ID。换而言之，整个任务完成啦！
这个算法看起来很普通，但它揭示了一些甚至资深程序员也往往忽略掉的微妙细节。
它也展示了对普通用户来说，要分辨一个 URL 会被怎么解析其实非常困难。让我们以这
个相当简单的例子展开讨论吧：
http://example.com&gibberish=1234@167772161/

这 个 URL 的 目 标 地 址 — 实 际 上 就 是 那 串 经 过 编 码 的 数 字， 解 码 翻 译 过 来 其 实
是 10.0.0.1（ 十 进 制 的 167772161 转 成 十 六 进 制 则 为 A000001， 所 以 实 际 对 应 的 是 ：
0A.00.00.01，即 10.0.0.1。—译者注） —如果不是专家，实在不容易把它辨认出来，
很多用户可能会认为他们是在访问 example.com 呢 。11
好吧，也许这个还算简单！让我们再看一个：
http://example.com\@coredump.cx/

在 Firefox 里，这个 URL 会把用户带往 coredump.cx，因为 example.com\ 会被认为
这种基于 @ 字符玩的把戏迅速被用于针对普通用户的各种在线诈骗。针对这个问题，有些厂商的做
法既笨拙又古怪 ( 如 IE 禁用基于 URL 地址的授权方式，而 FireFox 则会显示警告信息并中断执行这
样的解析），有的则相对合理（如某些浏览器会在地址栏里高亮显示出服务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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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合法的登录信息。而在其他的浏览器里，“\”会被认为是个路径分隔符，所以用户最
终会访问 example.com。
IE 里一个更令人抓狂的例子如下：
http://example.com;.coredump.cx/

微软浏览器允许在主机名称里出现“;”符号，并成功解析到了这个地址，当然这得
需要 coredump.cx 提前做了这样的域名解析设置。大多数其他浏览器会自动把 URL 纠正
成 http://example.com/;.coredump.cx，然后把用户带到 example.com（Safari 除外，它
会认为这个写法有语法错误）。如果你觉得局面已经一片混乱了，请记住，我们这才刚刚
开始讲浏览器是怎么工作的！ 12

2.2

保留字符和百分号编码
上一节的 URL 解析算法里有个大前提 ：就是某些用于语义分隔的保留字符没有出现

在 URL 里（也就是说用户名、请求路径等位置不会出现这些字符）。这些会破坏语法的分
隔符包括：
: / ? # [ ] @

RFC 还规定了若干的底层分隔符，尽管没有给出它们的详细用途，但这些符号是留给
上层协议或具体的应用来实现的：
! $ & ' ( ) * + , ; =

以上所有字符原则上都是被禁止的，但有时候也确实需要在 URL 里用到它们（譬如，
要允许用户搜索任意字符串，并通过查询字符串传给服务器端）。既然不能禁用它们，该
标准就提供了一种使用方法，即对这些有问题的字符进行编码。简单来说，这个方法就
叫百分号编码或 URL 编码，它以一个百分号（%）和该字符的 ASCII 编码所对应的 2 位
十六进制数字去替换这些有问题的字符。例如，“/”会被编码成 %2F（一般用大写，但不
强制）。为避免混淆，百分号本身被编码成 %25。中间程序在处理已存在的 URL（如在浏
览器或 Web 应用里涉及的 URL）时，绝对不要对这些待中转的 URL 中的保留字符再进行
编码或解码，以免无意中改变了这些 URL 的原本含义。
但很遗憾，在碰到那些错误使用了这些保留字符，技术上来说并不合法的 URL 时，
浏览器会出各种状况，因此对 URL 保留字符的处理也并非完全一成不变的。由于规范里
coredump.cx 是作者大人的主页域名，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访问其个人主页 http://lcamtuf.coredump.
cx/ 和个人博客站点 ：http://lcamtuf.blogspot.com/。而作者大人介绍本书的地址在 ：http://lcamtuf.
coredump.cx/tangled/。—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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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说到这些情况要怎么处理，导致浏览器开发商们完全是自由发挥，各家的实现并
不一致。例如，这个 URL ：http://a@b@c/ 到底应该被编码成 ：http://a@b%40c/ 还是
http://a%40b@c/ 呢？ IE 和 Safari 浏览器认为前者更合理；而其他浏览器则选择支持后一
种做法。
不在保留字符集里的字符理应不会对 URL 语法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影响。然而，有
一些字符（如非打印 ASCII 控制字符）明显会影响到 URL 的可读性和传输安全。因此
RFC 规定了一个名字很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所谓非保留字符子集（包括字母数字、
“-”、“.”、
“_”和“~”）并说只有这个子集里的字符和位于正确功能位置上的保留字符才允许出现在
URL 里。
注意

令人奇怪的是，虽然规定里只允许非保留字符才能以未经编码的形式出现

在 URL 里，但却未禁止非保留字符不能以编码形式出现。所以客户端软件可以
随意地对它们编码或解码，编解码后 URL 的含义其实并没有变化。这个特点带
来了另一个让人非常困惑的现象 ：在 URL 里可以用非正规的方式表示非保留字
符。以下几个例子含义实际上完全一样：
• http://example.com/
• http://%65xample.%63om/
• http://%65%78%61%6d%70%6c%65%2e%63%6f%6d/

13

另外还有一些可打印字符原本也应该属于非保留字符之列，却被排除在非保留字符集
之外了。因此严格来说，根据 RFC 的规定它们应该被无条件编码。然而，浏览器有时候
也并非完全按规则办事的，它们对这条规定并没有很当真。特别是，所有的浏览器都允许
在 URL 里出现“^”、“{”、“|”和“}”而且无需被编码，就会直接把这些字符发给服务器
端。IE 浏览器更是允许“<”、“>”和“`”，IE、FireFox 和 Chrome 全都接受“\”；Chrome
和 IE 还允许双引号，而 Opera 和 IE 都允许直接传送非打印字符 0x7F (DEL) 。
最后，和 RFC 里的明确规定不同，绝大部分浏览器对片段 ID 都不会进行编码。这对
依赖于这个字串的客户端脚本会产生难以预期的问题，只能指望一些会带来潜在风险的字
符最好永远都不要出现。我们会在第 6 章再讨论这个问题。

对非 US-ASCII 文本字符的处理
全球有许多语种都超出了基础 7 位 ASCII 字符集甚至所有 PC 兼容系统默认使用的 8
类似的不规范编码 URL 被广泛用于各种社工攻击，相应地，也出现了各种处理的方式。和往常类似，
有些处理方式会影响用户的使用（例如，Firefox 不允许在主机名里出现 URL 编码方式），而有的就
比较妥当（如对地址栏里非必要的编码字符进行强制解码，按“规范化”的形式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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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代码页（也即 CP437）。甚至有些语言压根就不是使用拉丁体系字母表的。
所以在 Web 出现之前，就产生了为兼容这些常被忽视但有广泛使用基础的非英语用
户的各种 8 位代码页（8 bit code page），使用的是各种高位字符集 ：ISO 8859-1、CP850
和用于西欧语言体系的 Windows 1252 ；用于东欧和中欧体系的 ISO 8859-2、CP852 和
Windows 1250；用于俄语的 KOI8-R 和 Windows 1251。由于某些语言的单词远非 256 个字
符空间能覆盖的，就产生了一些更复杂的宽字节编码方式，如用于日文片假名的 Shift JIS。
不兼容的编码字符集令使用不同代码页的计算机之间交换文件变得很困难。到 20 世
纪 90 年代初，这个问题日益严重，因此诞生了 Unicode—这是一种统一的通用编码字符
集，但它太大了，8 位编码长度是不可能覆盖全部区域用到的各种字符和形形色色的象形
文字的。Unicode 的改进版本是 UTF-8，一种涵盖所有字符但相对简单的可变宽度编码方
式，理论上来说，UTF-8 对传统 8 位格式编码的应用是安全的。但 UTF-8 比起其他编码
方式，需要用更多字节去编码高位字符，很多用户觉得这有点浪费且没必要。因为这些批
评，使得 UTF-8 编码方式在出现 10 年之后才逐渐在 Web 上获得认可，而此时相关的 Web
协议早已尘埃落地固定成型了。
很遗憾，这种滞后对 URL 里的用户输入数据有一定的影响。浏览器需要在很早期就
兼容这种用法，但开发人员在相关的协议里寻求帮助时，他们找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建议。
甚至在多年以后的 2005 年，RFC3986 也仅是这么说：
有了新的技术手段之后，用户在本地或区域性语言相关的上下文里，允许使
用更宽范围内的字符；但本规范对具体怎么使用这些技术未作规定。
在 URI 里，……如出现超过该 URL 相应规范和协议元素限定范围内的字符，
就必须用 8 位元数据的百分号编码形式来表示这些超出 US-ASCII 码表之外的字
符。但把 URI 里这些字符编码成百分号形式之前，需要先设定字符的编码方式。
唉，虽然心怀美好的愿望，但这些标准就再未对此问题有进一步描述了。所以尽管的
确能在 URL 里传递原始的高位字符，但如果不知道它们是按哪种代码页进行解析的，服
务器端就不知道传过来的一个 %B1 究竟代表了“±”还是“a”或是某个乱码字符，这完
全取决于用户的使用环境了。
令人痛心的是，浏览器开发商们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消极被动，并没有想出一个持久
统一的解决方案。大多数浏览器都会先把 URL 里的路径信息部分，进行内部转码，变成
UTF-8 格式（甚至如果可能，就只按 ISO 8859-1 格式解析），而查询字符串部分则按照当
前页面的编码方式进行转换。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手工输入的 URL 或发给特定 API 处理
的 URL，高位字符就会被自动降级成 7 位 US-ASCII 码所对应的字符，结果产生一堆的问
号形式乱码，甚至由于具体实现上的漏洞，出现完全混乱的结果。

第2章

一切从 URL 开始

31

Poorly implemented or not, the ability to pass non-English characters
in query strings and paths scratched an evident itch. The traditional percent不管浏览器上的具体实现效果如何，总之在查询字符串和路径里传递非英语字符的问
encoding approach left just one URL segment completely out in the cold:
题都是一项大大的烦扰。但
URL
：
High-bit input could
not里服务器地址的编码却没有碰到这种百分号编码的问题
be allowed as is when specifying the name of the
destination
server,
because
at
least
in
principle,
the
well-established
DNS
因为目标服务器的名称里不能包含高位字符，至少理论上符合规范的 DNS 域名只允许出
standard permitted only period-delimited alphanumerics and dashes to
现字母数字和横线，然后用句点作为分隔符号—如果有人不遵守这条规则，出错的具体
appear in domain names—and while nobody adhered to the rules, the set
of exceptions varied from one name server to another.
信息取决于每台域名服务器的返回了，并没有成规。
An astute reader
might wonder why this limitation would
matter; that is,
聪明的读者或许要问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限制呢？换而言之
；真的需要用到非拉丁字
why was it important to have localized domain names in non-Latin alphabets,
母组成的本地化域名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还真有点棘手。其实很简单，从前有些群众认
too? That question may be difficult to answer now. Quite simply, several folks
thought a lack of these encodings would prevent businesses
and
individuals
为如果不支持这类编码方式，会降低全球商业用户和个人用户对
Web
的接受度与使用范
around the world from fully embracing and enjoying the Web—and, rightly
围—然后，也不管是否的确如此，他们决定支持本地化域名。
or not, they were determined to make it happen.
这番努力的结果就是诞生了
Domain Names
in Applications，
This pursuit led to theIDNA（Internationalized
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s
9
9
which
outlined
a
rather
contrived
in
Applications
(IDNA).
First,
RFC
3490,
国际化域名）。首先 RFC 3490 描述了一种使用字母数字和横线，很别扭地对任意 Unicode
scheme to encode arbitrary Unicode
strings using alphanumerics and dashes,
10
描述了把这种编码应用在
DNS 域名上的做法，
字符串进行编码的方式，然后
3492
which
described
a way to apply this encoding
to DNS
and then RFC 3492,10RFC
labels using
a format known
as Punycode. Punycode looked roughly like this:
这就是 Punycode
格式。Punycode
的样子大致如下：
xn--[US-ASCII
部分 ]-[part]-[encoded
经过编码的 Unicode
数据 ]data]
xn--[US-ASCII
Unicode

在兼容这套机制的浏览器的地址栏里，如果输入的主机名中包含了非
US-ASCII
字
A compliant browser presented with a technically illegal URL that
contained a literal non-US-ASCII character
anywhere in theDNS
hostname
was sup符，浏览器会先把这种非法字符转换成
Punycode，然后再进行
解析。同样地，如果
posed
to
transform
the
name
to
Punycode
before
performing
a
DNS
lookup.
在浏览器的地址栏里填入包含 Punycode 的 URL，浏览器应该以解码后的、我们可辨认的
Consequently, when presented with Punycode in an existing URL, it should
形式显示该
URL。
put
a decoded, human-readable form of the string in the address bar.
NOTE
all these incompatible encoding strategies can make for an amusing mix.
如果把这些各不兼容的编码策略都组合在一起，能获得极富娱乐效果的混
注意 Combining

Consider this example URL of a made-up Polish-language towel shop:
搭。下面我们就以这个虚构的波兰毛巾商店为例来看看：

Intent: http://www.ręczniki.pl/ręcznik?model=Jaś#Złóż_zamówienie
期望访问的地址：
ActualURL：
URL: http://www.xn--rczniki-98a.pl/r%C4%99cznik?model=Ja%B6 #Złóż_zamówienie
实际使用的
主机名称被转码成
Label converted
to Punycode
Punycode
形式

路径按
UTF-8
Path
converted
to UTF-8
格式编码

查询字符串按
Query stringISO
converted
to
8859-2
格式编码
ISO 8859-2

片段
ID 为各字符的
Literal
UTF-8
UTF-8 编码

all 编码有关的处理里，IDNA
the URL-based encoding approaches,
IDNA soon proved to be the
在各种和Of
URL
很快就变成最有问题的一个。因为从根本上
most problematic. In essence, the domain name in the URL shown in the
来说，显示在浏览器地址栏里的
域名部分是
Web 最重要的安全标记，它能让用户迅
browser’s address bar is URL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ecurity indicators on the
Web, as it allows users to quickly differentiate sites they trust and have done
速区分出他们信任的并且打过交道的网站和其他陌生的互联网站点。当显示在浏览器里的
business with from the rest of the Internet. When the hostname shown by the
域名是波兰人民非常熟悉易认的那 38 个的字母 时，只有特别粗心的用户才会弄错真域名
browser consists of 38 familiar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s, only fairly careless
和假域名。但
IDNA
38 个字符扩展成支持
10 多万个象形字符的
victims
will 不加区分地把这
be tricked into thinking
that their favorite
example.com domainUnicode
and
an
impostor
examp1e.com
site
are
the
same
thing.
But
IDNA casually14and
之后，这些字符再经过编码后就相差无几了，彼此仅有实际功能上的差异而已。
indiscriminately extended these 38 characters to some 100,000 glyphs supported
by Unicode, many of which look exactly alike and are separated from
这里的
38 个字母的说法，是针对作者的母语波兰语而言的。—译者注
each other based on functional differences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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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bad is it? Let’s consider Cyrillic, for example. This alphabet has a
number of homoglyphs that look practically identical to their Latin counter事情会有多糟糕？我们以斯拉夫语字母为例，其中一些字母颇有些长得和拉丁语言体
parts but that have completely different Unicode values and resolve to comdifferent
Punycode DNS names:
系里的一样，但其 pletely
Unicode
编码值完全不同，解析后会对应完全不同的
Punycode 域名：
Latin
拉丁字母

c

e

i

j

o

p

s

x

y

U+0061 U+0063

a

U+0065

U+0069

U+006A

U+006F

U+0070

U+0073

U+0078

U+0079

Cyrillic
a
斯拉夫字母

c

e

i

j

o

p

s

x

y

U+0430 U+0441

U+0435

U+0456

U+0458

U+043E

U+0440

U+0455

U+0445

U+0443

When IDNA was proposed and first implemented in browsers, nobody
在 IDNA 提出这套方案和浏览器刚开始支持这套机制的时候，没人觉得这有什么问
seriously considered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issue. Browser vendors appar-

ently assumed that
DNS注册机构方面会确保不会有人注册两个很形似的域
registrars would prevent people from registering
题。浏览器开发商们明显假定
DNS
look-alike names, and registrars figured it was the browser vendors’ problem

名，而域名机构却认为该由浏览器开发商负责解决地址栏里非常容易引起误解的视觉效
to have unambiguous visuals in the address bar.
In 2002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oblem was finally recognized by all
parties involved. That year, Evgeniy Gabrilovich and Alex Gontmakher pubvulnerability in Gabrilovich
lished “The Homograph Attack,”11 a paper exploring the
到 2002 年，与之有关的各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一年，Evgeniy
great detail. They noted that any registrar-level work-arounds, even if imple11
would haveHomograph
a fatal flaw. AnAttack”
attacker could
always purchase a whole和 Alex Gontmakhermented,
发表了“The
，在该论文里探讨了这种漏洞的细
some top-level domain and then, on his own name server, set up a subdomain
节。他们指出，即使在技术上能实现，但任何由注册机构方所做的防范措施，都是有漏洞
record that, with the IDNA transformation applied, would decode to a string
visually identical to example.com/ (the last character being merely a nonfunc的。攻击者只需要购买一个正常的顶级域名，然后在自己的域名服务器里设置一条二级域
tional look-alike of the actual ASCII slash). The result would be:

果问题。

名记录，再经过 IDNA 的转换之后，看上去就和 example.com/ 完全一模一样（实际上最
http://example.com/.wholesome-domain.com/

后的斜杠字符并非功能性的分隔符号，而是一个仅在外观上完全相同的字符而已）。
This only looks like a real slash.

http://example.com/.wholesome-domain.com/
There is nothing that a registrar can do to prevent this attack, and the
ball is in the browser vendors’ court. But what options do they have, exactly?
这个符号看起来就像个真的斜杠似的。
As it turns out, there aren’t many. We now realize that the poorly envisioned IDNA standard cannot be fixed in a simple and painless way. Browser
所以域名注册机构干不了什么事情，主动权还是在浏览器开发商手上。但他们究竟能
developers have responded to this risk by reverting to incomprehensible
Punycode when a user’s locale does not match the script seen in a particular
做什么呢？
DNS label (which causes problems when browsing foreign sites or when using
imported or simply misconfigured computers); permitting IDNA only in cer实际上，开发商们能做的事情也并不多。我们现在意识到，实在很难找到一味既简
tain country-specific, top-level domains (ruling out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s in .com and other
high-profile
TLDs); and blacklisting
单又无痛的药方来解决那个非常欠缺远见的
IDNA
标准。浏览器开发商们应对这一风险的
certain “bad” characters that resemble slashes, periods, white spaces, and
做法是，如果用户的本地语言和该域名网页里所用的语种不相符，则浏览器里仍以难懂的
so forth (a fool’s errand, given the number of typefaces used around the
world).
Punycode 方式来显示域名（这导致在浏览他国网站，或使用一台进口的电脑，又或仅仅是
These measures are drastic enough to severely hinder the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s,；只能在国家相关的顶级域名里，使用
probably to a point where the standard’s
电脑的语言配置不对时，会发生浏览出错）
IDNA
lingering presence causes more security problems than it brings real usability
benefits
non-English users.
方式的域名（这样在
.comto域名和其他较为常用
TLD 里就不能使用国际化的域名了）；或

者把那些外观样貌与斜杠、句号、空格符这类字符看起来很相似的“坏”字符放到黑名单
里（其实这是徒劳无益的，世上这类字型何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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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做法极大地阻碍了国际化域名的应用，尽管这个标准现在也只是在苟延残喘，
但百足之虫僵而不死，而它为非英语国家的用户提供的帮助其实远比不上它所带来的安
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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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 URL 协议及功能
让我们把光怪陆离的 URL 解析先放一边，再次回归本源吧。在本章早些时候，我们

就提到过，某些协议可能会带来难以预期的安全问题，因此，任何与用户提交的 URL 打
交道的 Web 应用都务必要谨慎小心。为了更清楚地解释这点，很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典型
的浏览器环境里常见的 URL 协议，基本上可以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别。

2.3.1

浏览器本身支持、与获取文档相关的协议

这些协议由浏览器内部直接处理，通过特定的传输协议，获得指定文档的内容，并通过常
规的内核解析引擎的逻辑处理，把文档最终呈现出来。这也是 URL 最基本和最常用的功能了。
这个最常见类别里的协议却出人意料地很少 ：http: (RFC 2616) 它是 Web 领域里最主
要的传输模式，也是本书下一章的内容 ；https: (RFC 281812) 加密版的 http ；还有 ftp: 一
个历史相对久远的传输协议（RFC 95913）。而所有的浏览器都支持 file: 协议（以前也叫
local:），它用于访问本地文件系统或 NFS 和 SMB 共享（但 file: 协议通常无法从互联网上
的网页访问到）。
还有两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协议也应该简要地说两句 ：浏览器内置支持的 gopher: 协议，
它是一种被淘汰的早期 Web 原型（RFC 143614），但 Firefox 仍然支持这一协议 ；而 IE 浏
览器里则仍然支持 shttp: 这是一个失败的 https 尝试（RFC 266015），但现在它仅仅是作为
HTTP 的一个别名而已。

2.3.2

由第三方应用和插件支持的协议

浏览器碰到这类协议，会根据 URL 的匹配情况，把具体的处理转给外部的某个应用
程序，就可以实现类似媒体播放、文档浏览或 IP 电话等功能。到这一阶段，就已经无需
浏览器的参与了（大多数情况下如此）。
到今时今日，已经有几十个这类协议处理程序了，要把它们都说清楚只怕还得再写一
本厚厚的书。一些最常见的协议包括：acrobat:，看字面就知道是用于触发 Adobe Acrobat
的 pdf 阅读器 ；callto: 和 sip: 则用于各种即时通信工具和电话软件 ；daap:、itpc: 和
itms: 用于苹果公司的 iTunes 软件 ；mailto:、news: 和 nntp: 用于邮件和 Usenet 新闻网
客户端软件 ；mmst:、mmsu:、msbd: 和 rtsp: 是流媒体播放器专用的，反正诸如此类还有
很多。浏览器自身有时候也在这个列表里。譬如之前提到的 firefoxurl: 协议就会在另一
个浏览器里启动 Firefox 程序；而 cf: 协议则可以在 IE 里调用 Chrome。
大多数情况下，通常来说 URL 里这些协议对发起它们的 Web 应用自身的安全性并无
影响（但这不是绝对的，特别是在一些需要插件支持的内容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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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协议的处理程序往往漏洞百出，并有可能导致操作系统被入侵。因此，一个可靠的网
站应该尽量避免使用那些来历不明的协议。

2.3.3

未封装的伪协议

有一系列内部保留协议是用于方便访问浏览器的脚本解析引擎和某些内部功能的，它
们不需要真的去远端获取数据，甚至也不需要创建一个独立的文档上下文环境来展示运行
的结果。这种伪协议大多和浏览器紧密相关，一般无法通过互联网访问到，通常也不能干
什么大的坏事。然而，这条规律有几个重要的例外。
也许最广为人知的例外就是 javascript: 协议了（在更早期的时候，它还有诸如
livescript: 或 mocha: 这 样 的 别 名， 后 者 见 于 Netscape 浏 览 器 中 )。 这 个 协 议 可 以 在
当前浏览器访问的网页环境里，调用 JavaScript 编程语言的解析引擎。在 IE 浏览器里，
vbscript: 协议也有类似的功能，只不过用的是微软专有的 Visual Basic 接口。
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 data: 协议（RFC 239716）它不需要任何额外的网络请求，就能
创建一个短小的内置式文档（inline document），有时候它可以通过继承而获得发起该 URL
的那个页面的某些操作权限。一个 data: 协议的例子，其 URL 如下：
data:text/plain,Why,%20hello%20there!

这些能从外部访问到的伪 URL 对网站的安全有严重影响。一旦被访问到，其所包含
的攻击数据（payload）就可以用发起端服务器运行环境的权限，获得执行，最后偷取受影响
用户的敏感信息或改变页面的显示内容。我们会在第 6 章时讨论浏览器编程语言的功能，很
容易想像得到：它们至关重要（而 URL 运行环境权限的继承规则，会在第 10 章里重点讨论）
。

2.3.4

封装过的伪协议

这种特别的伪协议可以放在任意 URL 之前，它指示将取回的内容强制进行特殊的解码
或者渲染显示。这一类别里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 Firefox 和 Chrome 支持的 view-source:
协议了，它会按照整齐的排版格式显示 HTML 页面的源代码。这个协议的用法如下：
view-source:http://www.example.com/

其他的类似协议包括 jar:，Firefox 可以通过这个协议解压这种类似 ZIP 的文件内容 ；
wyciwyg: 和 view-cache: 分别为 Firefox 和 Chrome 浏览器访问缓存的方式 ；oddballfeed:
协议用于在 Safari 里获得新闻推送信息 17 ；另外还有一堆与 Windows 帮助系统和其他
Windows 组 件 有 关 的 协 议， 这 类 协 议 的 支 持 文 档 很 差 也 鲜 有 资 料 可 查（hcp:、its:、
mhtml:、mk:、ms-help:、ms-its: 和 ms-itss:）。
许多封装型协议的共同特点是，攻击者通过这种方式，隐藏最后实际是由浏览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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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真实 URL 地址，如 view-source:javascript:（或甚至写成这样 ：view-source:viewsource:javascript:）
，后面再跟一段恶意代码，就能达到目的。可能会有一些安全限制以避
免这种漏洞，但通常这类限制都不太能指靠得上。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尤其是在微软的
mhtml: 协议里，它可能会忽略服务器返回的 HTTP 内容设置指令 18，而产生广泛的影响。

2.3.5

关于协议检测部分的结语

各种伪协议的数量极多，这也是 Web 应用必须严谨地鉴别用户提供的 URL 到底是什
么协议的原因。通常对 URL 的解析模式往往既不靠谱，每种浏览器的处理也不同，再加
上浏览器支持的许多协议都有很强的开放性，仅仅把已知的危险协议放进黑名单里并不足
够 ；例如，要检查协议名称是否为 javascript: 其实有各种规避的方法，例如在这个关键
字的中间插入一个制表符或一个换行符，或代之以 vbscript:，甚至可以在前面再加上另
一层封装形式的协议。

2.4

相对 URL 的解析
在本章之前的篇幅里曾多次提到过相对 URL，它仍然值得我们再额外地说一下。相

对 URL 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互联网上的每个网页，几乎都不可避免地会引用许多与它同
一服务器的其他 URL 地址，甚至多半就与它处于同一个目录。所以，如果这个文件里的
每次引用，都要使用完整的 URL 地址，就会非常不方便并且很浪费资源，因此就会用到
这种较短的相对 URL 表达方式（如 ../other_file.txt）。相对 URL 里缺失的部分，就由发起
引用的那个 URL 自身的信息补齐。
因为相对 URL 的使用场景和绝对 URL 没什么差别，所以浏览器就必须有办法识别出
它们的差别。这样对 Web 应用也有好处，因为大多数的 URL 过滤器都只需要对绝对 URL
进行清理，而本地的相对 URL 则可以保持原样。
按照规范里的说法，要区分开两者非常简单 ：如果 URL 字符串不是以一个有效的协
议名开始的，后面没有跟着冒号，又或者没有那个有效的“//”分隔符，那它就是一个需
要被引用的相对 URL。如果在解析这个相对 URL 时没有上下文环境，那就拒绝访问。如
果有上下文运行环境，那它就必定是个安全的相对链接了，对吧？
很容易想象得到，这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轻巧。首先，如上一节里提到过的那样，因
为各种浏览器的具体实现千差万别，有效协议名称的字符集也各自不同，然后还有各种替
代“//”分隔符的做法。也许最有意思也很常见的一个错误观念，就是认为相对链接只能
指向同一个服务器上的资源，但实际上，还是颇有几种不太明显的 URL 变型可以利用的。
让我们看看相对 URL 有哪些类型，以便更进一步阐述各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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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协议名称，但没有授权信息（http:foo.txt）。这个臭名昭著的漏洞是在 RFC 3986
里埋下的，这要拜更早期规范里的疏忽所赐。这些规范在描述里认为这种 URL 是
（无效的）绝对地址，但所提供的解析算法却又含混地把这种地址的解析给搞错了。
在后来的地址解析算法里，对于这种形式的 URL，它的协议、路径、查询字
符串或片段 ID 都以这个 URL 自身为准，但授权信息的部分，以引用它的那个页面
地址为准。许多浏览器都按照这个标准执行，但又执行得并非很统一。譬如，在某
些情况下，http:foo.txt 会被当作一个相对地址，而 https:example.com 却会被
解析成绝对地址！
❑ 没有协议名，但有授权信息（//example.com)。 这又是另一种臭名昭著令人困惑
的写法，但对怎么处理这种格式的 URL 规范里倒是写得比较完整。尽管原本对于
/example.com 这种写法，浏览器会指向当前服务器的本地资源，对于 //example.
com 这种写法，浏览器依据规范却做了完全不同的处理：保持当前页面的协议不变，
然后把这串字符作为一个新的授权信息段。在这种情况下，协议名称由原发起页面
确定，而所有接下来的 URL 信息都取自这个相对 URL，构成完整的 URL。
❑ 没有协议名、没有授权信息，但有路径（../notes.txt）。 这是相对链接里最常见的
一种形态了。协议和授权信息都从引用 URL 里复制过来。如果相对 URL 的开头
不是斜杠 ，则相对路径会拼接在引用 URL 最右边的“/”后面。例如，如果基础
URL 为 http://www.example.com/files/，则路径不变，相对路径直接跟在其后；
但如果初始路径是 http://www.example.com/files/index.html，则需要把文件名
的部分砍掉，再把相对路径接上去。新的路径加在原路径后，拼接起来的路径名再
经过标准化的路径规范整理。而查询字符串和片段 ID 都只来自相对 URL。15
❑ 没有协议名、没有授权信息、没有路径，但有查询字符串（?search=bunnies）。
这种情况下，协议、授权信息、路径信息全都原封不动地从原引用 URL 复制过来。
查询字符串和片段 ID 则来自相对 URL。
❑ 只有片段 ID（#bunnies）。除片段 ID 之外，所有信息全都原封不动地从原引用
URL 复制过来 ；只替换片段 ID 的部分。如之前章节讨论过的那样，点击这类相对
URL 通常不会导致页面的重新加载。
因为应用级别的 URL 过滤和浏览器本身的可能会有差异，在处理这种相对地
址时，不直接输出任何由用户提供的相对 URL 是靠谱的做法。如果可行，相对地
址应该直接改写成绝对地址，而所有的安全检查应针对经过以上调整后符合规范的
URL 地址。
补充一句，作者隐含没说的部分是 ：如果相对 URL 的开头的确是个斜杠，则应该是忽略原引用页面
自身的路径信息，直接把相对路径拼在引用 URL 的授权信息部分之后。—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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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工程速查表

构建基于用户输入的全新 URL 时
√

如果允许用户构造 URL 的路径、查询或片段 ID 这几部分 ：如果其中一部分
未能正确地进行转义，这种 URL 很可能会产生出人意料的结果（例如，假
造一个用户可见的 HTML 按钮，令它和一个服务器端的处理关联起来）。这
里宁可选择保守的做法 ：如果需要插入攻击者能控制的字段值，除了字母和
数字，最好把所有的数据都按百分号编码形式转义一下。

√

如果允许用户提供协议名称或授权信息部分数据 ：这会带来严重的代码注入
和钓鱼风险！请采用以下列出的输入验证。

设计 URL 输入过滤器
√

相对 URL：禁用相对 URL，或明确地改写成绝对路径以避免麻烦。其他方式
都很可能有风险。

√

协议名称 ：只允许出现可接受的几种协议类型，例如 http://、https:// 和
ftp://。不要使用黑名单的验证方式，这是非常不安全的。

√

授权信息部分 ：主机名部分应该只包含数字字母以及“-”和“.”，在它的后
面只能跟着“/”
、
“?”
、
“#”或字符串结束符。允许其他任何数据都有可能带来
风险。如果需要检查主机名，请确保合理地使用从右往左的截取匹配模式。
在很罕见的情况下，可能还需要检查 URL 里的 IDNA、IPv6 括号表示法、
端口号或 HTTP 验证授权信息等。如果确实需要，必须对整个 URL 进行彻底
的解析，验证各个部分，拒绝不正常的值，重新把整个 URL 序列化成一个没
有歧义，符合规范，经过恰当转义的表达形式。

需要从接收到的 URL 里进行参数解码
√

千万不要因为标准是这么说的，浏览器也理应是这么做的，就想当然地认为
特定的字符就一定会被转义。在返回任何从 URL 获取的数值或把它放入数
据库进行查询前、拼接成新的 URL 前，都需要仔细严谨地过滤清理危险的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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