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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HTTP 协议

我 们 要 讨 论 的 下 一 个 基 本 概 念 是 超 文 本 传 输 协 议（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HTTP）：它是 Web 的核心传输机制，也是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交换 URL 引用文档的首选
方式。尽管名字里包含了超文本这几个字，但 HTTP 和真正的超文本内容（HTML 语言）
其实彼此独立。当然在某些时候，它们会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HTTP 的历史很有意思地展示了其创立者的抱负和 Internet 的发展。Tim Berners-Lee
在 1991 年发表的最初版本的协议草案（HTTP/0.91）只有不足一页半的内容。它甚至没有
包含一些在日后明显非常必要的需求，如对传输非 HTML 类型数据的扩展支持。
在历经 5 年的时间和若干版本的更替后，第一个正式版 HTTP/1.0 标准（RFC 19452）
诞生了，这时它已经变成一份密密麻麻长达 50 页的文档，期望能弥补过往标准里的诸
多缺陷。很快到了 1999 年，HTTP/1.1（RFC 26163）的 7 位署名作者显然指望该协议能
涵盖到方方面面，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份长达 150 页的大作。这还不算，目前在制定中的
HTTPbis4，也即 HTTP/1.1 规范的替代品，恐怕会长达 360 页。但这些越来越宏伟的文档
里很大篇幅的内容，和我们当下实际在用的 Web 并非特别相关，因为它们对新功能的追
逐远比修复旧有缺陷更感兴趣。
现在所有的客户端和服务器端都兼容 HTTP/1.0 协议（但这种兼容又没有完全照搬
HTTP/1.0 协议，而是或多或少有些变化）；除了在某些扩展属性上有例外的情况，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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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都较为合理地支持完整的 HTTP/1.1 协议。尽管没什么实际意义，但部分 Web 服务器
和所有常见的浏览器，也向下兼容 HTTP/0.9 协议。

3.1

HTTP 基本语法
如果只是匆匆一瞥，HTTP 相当简单。HTTP 协议建立在 TCP/IP 传输方式之上，基

于文本方式进行交互。每个 HTTP 会话会先与服务器端建立一个 TCP 连接，通常连接 80
端口，然后对要获取的 URL 发出具体的请求信息。而在响应时，服务器端会返回被请求
的文件内容。通常情况下，服务器端随后会断开 TCP 连接。16
初始版本的 HTTP/0.9 协议完全没有为客户端和服务器提供任何额外的元数据交换
空间。它的客户端请求仅有一行，以 GET 开头，后面跟着 URL 路径和查询字符串，然后
以一个 CRLF 换行符结束（对应的 ASCII 码为 0x0D 0x0A ；按照规范如果结尾处只有一个
LF 字符，服务器也会接受）。一个 HTTP/0.9 请求样例如下：
GET /fuzzy_bunnies.txt

服务器对这条请求的回应，是立刻返回它需要的 HTML 数据（按照规范，服务器应
该按每行 80 个字符换行的方式来返回响应的内容，但基本上没人遵守该条建议）。
HTTP/0.9 的处理有一堆严重缺陷。例如，没法根据浏览器里用户的首选语言或支持
的文档类型等进行交互处理。当找不到请求的文件需要被重定向到新的位置，或返回的内
容不是 HTML 格式的文件时，在 HTTP/0.9 协议里服务器也没法通知到客户端。最后，这
个协议对网站管理员也非常不友好 ：因为传输的 URL 信息里只包括了路径和请求行，所
以不能做到在一台服务器上用一个 IP 地址支持多个不同主机名的网站—有别于域名，IP
地址可是比较珍贵的资源。
为修正这些缺点（也为了日后有更多的改进余地）
，HTTP/1.0 和 HTTP/1.1 的格式就
略有变化了 ：请求的第一行包含具体的版本信息，后面则跟着零到多条以“名称 : 值”
（name:value）格式组成的数据行（也叫头域，Headers）
，每行为一个头域。常见的请求头包括：
User-Agent（浏览器版本信息）
、Host（URL 主机名称）
、Accept（支持的 MIME 文件类型 ）、
传输控制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TCP）是互联网上最核心的通信协议，其上的各种应
用层协议都是基于 TCP 传输方式的。TCP 能提供相对可靠、点应答（peer-acknowledged）、有序和基
于会话的连接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对互联网上非本地主机发起的猜测型 IP 数据包欺骗（blind
packet spoofing）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MIME Type ( 也叫互联网多媒体类型 )，简单地用前后两个标识符来确定任意计算机文件的类型和
格式的方法。这个概念起源于 RFC 2045 和 RFC 2046，在这 2 个文档中，MIME Type 概念用于描述
电子邮件附件的格式。正式的 MIME Type 注册名格式（如 Text/Plain 或 Audio/MPEG）列表目前由
IANA 维护管理，当然自定义的 MIME Type 类型也相当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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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Language（支持的语言编码）和 Referer （这个字其实拼错了，它的含义是，如
果有的话，显示发起当前请求的原始页面）。17
请求头

的部分最后以一个单独的空行结束，这个空行后面可以再跟上客户端希

望发送给服务器的任何数据（这些数据的长度必须以 Content-Length 请求头明确标
识）。HTTP 协议本身对这段数据的内容格式其实并未做任何规定 ；在 HTML 页面里，
这个位置通常用做表单数据传递。传递的方式有好几种可能的格式，当然这些都不是硬
性的规定。
总的来说，一个简单的 HTTP/1.1 请求如下：
POST /fuzzy_bunnies/bunny_dispenser.php HTTP/1.1
Host: www.fuzzybunnies.com
User-Agent: Bunny-Browser/1.7
Content-Type: text/plain
Content-Length: 17
Referer: http://www.fuzzybunnies.com/main.html
I REQUEST A BUNNY

服务器对这个请求的响应是，第一行包含支持的协议版本和一个数字格式的状态码
（用以显示出错状况和其他特殊情况），还有可选的易于理解的状态信息描述。紧随其后的
是若干一看自明的响应头，响应头部分以一个空行结束。响应数据的最后再跟着请求资源
的具体内容。
HTTP/1.1 200 OK
Server: Bunny-Server/0.9.2
Content-Type: text/plain
Connection: close
BUNNY WISH HAS BEEN GRANTED

RFC 2616 还规定，除非客户端明确地发过来一个 Accept-Encoding 头，在里面设定
了能接受的传输压缩方式，否则服务器端可以在以下三种压缩方式里（gzip、compress 和
deflate）任选其一，用于传输响应数据。

3.1.1

支持 HTTP/0.9 的恶果

HTTP/1.0 和 HTTP/1.1 协议已经做了很多改进，而大家对古老“愚笨”的 HTTP/0.9
其实这个单词原本应该是 Referrer，但是 Phillip Hallam-Baker 在起草 RFC 1945 时拼错了，后来就一
直将错就错地沿用下来，变成现在的 Referer 了。—译者注
许多原文为 Header 的地方，译文里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改为更明确的“请求头”或“响应头”称
谓，在没有明确特指的情况下，则译为“头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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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都很不待见，我们平时也根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它却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部
分原因要拜 HTTP/1.0 规范所赐，因为该规范要求以后所有的 HTTP 客户端和服务器都需
要支持这个半成品级别的草案。特别是，在第 3.1 节里规定如下：
HTTP/1.0 客户端必须……能够理解任何有效的 HTTP/0.9 或 HTTP/1.0. 格式
的响应。
到最近几年，RFC 2616 对这项要求也颇有悔意（第 19.6 节说：“协议规范并不强制要
求兼容更早期的版本”），但因为那个更早期的建议，我们现在用的各种浏览器仍然继续支
持这个古老的协议。
要理解这个模式为什么有危险，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HTTP/0.9 协议 ：它返回的内容
只有请求的文件本身。没法从这些回应的内容里，表明响应方确实是理解 HTTP 协议的，
以及返回的内容是否真的为 HTML 文件。谨记这一点，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如果服务器
example.com 的 25 端口有上运行着一个不做任何检查的 SMTP 服务，浏览器向这个端口
发送了 HTTP/1.1 请求会有什么效果：
GET /<html><body><h1>Hi! HTTP/1.1
Host: example.com:25
...

因为 SMTP 服务器不理解这个请求是什么意思，它很可能这么回应：
220
500
500
...
421

example.com ESMTP
5.5.1 Invalid command: "GET /<html><body><h1>Hi! HTTP/1.1"
5.1.1 Invalid command: "Host: example.com:25"
4.4.1 Timeout

只要是遵守 RFC 协议的浏览器，都会被迫接受返回的信息，认为这些就是有效的
HTTP/0.9 响应内容，并把返回的文档按 HTML 格式解析。所以浏览器会把上面那些由攻
击者控制，出现在返回错误信息里的代码，解析为 example.com 网站返回的合法网页
内容。与浏览器安全模型的深层交互会在本书第二部分再详加讨论，总之，后果可以
很严重。

3.1.2

换行处理带来的各种混乱

先把 HTTP/0.9 和 HTTP/1.0 的巨大差异放到一边不说，这些版本的 HTTP 协议还加了
几项核心的语法调整。最著名的可能是，有别于之前的迭代版本，HTTP/1.1 要求客户端不
仅要接受 CRLF 和 LF 格式的换行符，还要接受单个的 CR 字符。 尽管最常见的两种 Web
服务器（IIS 和 Apache）都不接受 RFC 规范里这条建议，但除 Firefox 以外所有的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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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都遵从这一规定。
这种不一致性使得开发人员在处理 HTTP 头域里任何攻击者控制内容时，不仅要过滤
LF 字符，其实还要过滤 CR 字符。要说清楚这个问题，以下面这个服务器响应为例，其中
加粗部分就是出现在响应头里未经足够过滤的用户提供内容：
HTTP/1.1 200 OK[CR][LF]
Set-Cookie: last_search_term=[CR][CR]<html><body><h1>Hi![CR][LF]
[CR][LF]

动作完成。

对 IE 浏览器来说，这个响应看起来类似：
HTTP/1.1 200 OK
Set-Cookie: last_search_term=

<html><body><h1>Hi!
动作完成。

实际上，这类在 HTTP 头域里夹带换行符的漏洞，不管是因为数据解析的不一致性还
是由于没有正确过滤各种类型换行符而产生，都实在是太常见了，所以这类攻击还有专门
的名字：头域注入（Header Injection）或者响应拆分（Response Splitting)。
另一个有潜在安全风险但较不为人知的问题是 ：由于 HTTP/1.1 协议里的规定，所以
实际上 HTTP 协议支持多行请求头，它规定任何一个以空格开头的行，都是接续在前一行
之后的内容。例如：
X-Random-Comment: 这是个长句子，

所以我们得换行处理一下，看着更整齐。

IIS 和 Apache 都接受由客户端程序发出的多行格式请求头，但实际上，IE、Safari 或
Opera 都不支持发出这种请求头格式。在攻击者控制的环境里，某些具体实现如果必须采
用多行标头，或者允许采用多行标头那就可能导致问题。但谢天谢地，这种攻击能发挥作
用的地方极少。

3.1.3

经过代理的 HTTP 请求

许多机构和 ISP 供应商都会利用 HTTP 代理，以其用户的名义提供对 HTTP 请求进行
拦截、检查和转发等功能。使用代理的原因可能是为了提高性能（先把某些服务器的响应
缓存到就近的系统）、或强制应用某些网络访问策略（如禁止访问某些色情站点）或需要
以代理方式实现某些独立网络环境的监控和需要授权的接入。
常规情况下 HTTP 代理需要浏览器的支持 ：浏览器要先修改配置，要求把经过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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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先发往代理服务器，而不是直接和目标地址进行连接。 要使用代理方式来获取一个
HTTP 资源，浏览器通常需要发送如下请求：
GET http://www.fuzzybunnies.com/ HTTP/1.1
User-Agent: Bunny-Browser/1.7
Host: www.fuzzybunnies.com
...

上述例子和普通的 HTTP 请求最大的语法差异，就是请求内容里的第一行，这时候是
一个完整的 URL（http://www.fuzzybunnies.com/），通过这项信息代理服务器才知道用
户要连接的目标服务器在哪里。这项信息实际上有点多余，因为在 Host 请求头里也标识
了主机名称 ；这种重复是因为这两套机制其实是相互独立发展起来的。为了避免客户端和
服务器串通一气，如果 Host 请求头的信息与请求行里的 URL 不匹配时，代理服务器应以
请求行里的 URL 为准，或者用特定的“URL-Host”数据对和缓存内容关联起来，而不能
只根据其中一项信息做出判断。
许多 HTTP 代理服务器还允许浏览器获取非 HTTP 类型的资源，如 FTP 文件或目录。
这种情况下，在把数据返回给用户之前，代理服务器会把 HTTP 响应里返回的内容先封
装整理一下，可能会先把它们转化成 HTML 格式 。也就是说，如果代理服务器不理解所
请求的协议，或者代理服务器不便于查看交换的数据时（例如，处理的是加密会话），就
必须另作处理了。Connect 请求方法就是为这些特殊的连接而准备的，但这种请求方式在
HTTP/1.1 RFC 里并没有更进一步的描述。而与之相关的请求语法却放在另一份 1998 年草
拟的独立规定里 5。CONNECT 方法的格式如下：18
CONNECT www.fuzzybunnies.com:1234 HTTP/1.1
User-Agent: Bunny-Browser/1.7
...

如果代理服务器同意并且能够和请求的目的端地址连接上，它会为这个请求返回一个
特定的 HTTP 响应码，Connect 协议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了。这时候浏览器开始建立 TCP
流，直接向代理服务器发送和接收原始二进制数据 ；相应地，代理服务器也会不加选择地
直接转发两个端点之间的数据流。
注意

滑稽的是，这个规范里有一个很微妙的疏忽，许多浏览器在使用加密连接

时，会错误地处理从代理服务器自身返回的非加密错误响应信息。浏览器错误地
认为，这些纯文本格式的响应就是从目的服务器的加密通道返回的。由于这个
小疏漏，原本在 Web 上使用加密通信应有的保障，就全被破坏掉了。这个问题 6
这种情况下，一些由客户端提供的 HTTP 请求头就只供代理服务器内部使用了，而不会再被发往非
HTTP 协议的另一端，这会导致一些未必与安全相关但颇为有趣的协议含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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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长达 10 年之久才被发现和纠正 。19
还有一些不使用 HTTP 方式和浏览器打交道的更为底层的代理形式，这些代理为了缓
存内容或强制执行某些规则，也会需要检查 HTTP 的信息交换。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透明
代理，它默默地在 TCP/IP 层拦截数据流量。透明代理所用的方式一般都有缺陷 ：代理服
务器能看到拦截的请求里目标端 IP 和主机头 Host 信息，但没有办法立刻确认，要连接的
目标端 IP 是否真的和 Host 里设定的服务器名称相匹配。 除非额外先做一次查询，确定两
者是否真的相关，否则两边串通一气的客户端和服务器就有机可乘了。如果不先做额外的
检查，攻击者只需要请求连接自己家中的服务器，但发送的是一个故意误导代理的 Host
请求头 ：www.google.com，这样其他的确想访问 www.google.com 的用户，获得的可能就
是被错误缓存的响应内容了 。

3.1.4

对重复或有冲突的头域的解析

尽管 RFC 2616 已经写得相对详尽，但对一个符合要求的解析器要怎么解析请求或响
应数据里含糊和有冲突的数据，并没有做更详细的描述。这个 RFC 文档的第 19.2 节“宽
容的应用程序”里建议在某些“无歧义”的场景里对某些特定的值，可采用较为宽松和对
错误较为容忍的解析方式，但这个用词本身，就很“有歧义”啊。
例如，因为规范里没有给出建议，大约一半的浏览器会以 HTTP 头域里第一次出现
的值为准，而另一半则以最后一次为准，这使得每种和头域相关的注入漏洞，不管怎么限
制，总有另一部分的用户会遭殃。而在服务器端，也是一样地随机 ：Apache 认可第一个
Host 头的值，而 IIS 则完全不接受多个 Host 头的情况。
与之类似的情况，相关的 RFC 文档也没有明确规定要禁止可能有冲突的 HTTP/1.0
和 HTTP/1.1 请求头，也没有要求 HTTP/1.0 版本的服务器或客户端程序必须忽略所有
HTTP/1.1 的语法。 因为这种设计，很难预料如果同时具有 HTTP/1.0 和 HTTP/1.1 两个版
本的不同名称但一样功能的头域时，会产生什么后果，例如 Expires 和 Cache-Control。
最后，要如何解析某些较为罕见的头域冲突，在规范里的描述反而非常清楚，但为什
么要允许这些奇怪的冲突也令人费解。例如，HTTP/1.1 客户端在每个请求里，都要发送
Host 主机头，但也规定了服务器（并非只有代理服务器）端必须能识别在 HTTP 请求第一
行里的绝对 URL 路径，而常规的 HTTP 请求第一行里只有路径和查询字符串等相关参数。
这让人很好奇要如何解析以下请求：

作者对“这个问题”只用寥寥几句略作描述，单是靠这段文字实际上很难理解这个漏洞，强烈推荐读
者参阅注释，在链接的页面里获得更有帮助的信息，加深对此问题及其严重性的认识。—译者注
这里介绍的就是传说中的 Cache Poison（缓存污染）攻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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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http://www.fuzzybunnies.com/ HTTP/1.1
Host: www.bunnyoutlet.com

在这种情况下，RFC 2616 的 5.2 节要求客户端不要理会非功能性的 Host 请求头（但
这个请求头都必须存在！），大多数客户端程序也遵从这条建议。但问题是，某些底层应
用可能不太清楚这条吊诡的要求，而选择根据请求头里的 Host 头来做判断。
注意

当我们抱怨 HTTP RFC 文档的各种疏漏时，也得承认即使有额外的规范，

也同样会面临各种问题。比如在 RFC 描述某些场景时，希望对一些很罕见的情
况也进行明确的强制性处理，这会导致在模式解析上变得非常荒谬。例如 RFC
1945 的 3.3 节，就对某些 HTTP 头域里的时间日期解析提出了建议。这导致为实
现这个建议，Firefor 代码库 7 里的 prtime.c 文件长达 2000 行，这段 C 代码既难
懂又难读，而目标仅仅是为了实现足够的容错，以便解析各种日期、时间和时区
格式（用于确定缓存内容是否过期）。

3.1.5

以分号作分隔符的头域值

有一些 HTTP 头域，例如 Cache-Control 或 Content-Disposition，使用分号来分隔
在同一行里的几对独立的“名称 = 值”数据组。允许使用这种嵌套式语法的原因，人们可
能认为这种方式更有效率或者更直观一些，否则就要用到好几个独立的 HTTP 头域了。
RFC 2616 规 定 在 某 些 使 用 场 景 里， 这 种 数 据 组 对 里 等 号 右 边 的 参 数 值 可 以 使 用
Quoted-String 格式。Quoted-String 指的是用双引号作为分隔符，由任意可打印字符组
成，两边用双引号括起来的字符串。当然了，缺点是引号本身不能包括在字符串里，但好
处是支持分号和空格，使得某些不加引号可能会有问题的字符串仍能保持原样传输。
但很遗憾，对开发者来说，IE 浏览器对 Quoted-String 的语法支持得不是很好，直
接导致这种编码策略完全派不上用场。IE 浏览器对以下数据的解析完全出人意料（这行的
本意是表明当前返回的是一个要下载的文件，而不是直接显示在线阅读的文档）：
Content-Disposition: attachment; filename="evil_file.exe;.txt"

在微软的实现里，文件名会在有分号的地方被截断，导致文件最后被存为 evil_
file.exe。应用程序在处理这样的文件名时，必须要专门检查整个字符串中的双引号和换
行符，否则仅仅去检测后缀名是否“安全”或人为添加一个“安全”的后缀名，都避免不
了风险隐患。
注意

还有一种转义处理机制叫 Quoted-Pair，它是在字符前加一个反斜杠进

行转义，以允许在引号括起来的字符串里出现的引号（或其他任何字符）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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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种转义而正常使用。但其实规范里错误地使用了这个编码机制，所以主流
的浏览器里只有 Opera 支持这种做法。要使 Quoted-Pair 转义机制能正常工作，
Quoted-String 格式里就不能出现单个的“\”字符，但这又违背了 RFC 2616 的
规定。Quoted-Pair 格式还能转义任何字符型的标记（Char-type token），如“\n”
这样的换行标记，这也违背了其他 HTTP 解析规则。
另外要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个 HTTP 头域里，以分号分隔的两个字段，如果名称
完全一样，那应该如何处理，RFC 里并没有规定这种情况下的解析顺序。以 ContentDisposition 里的 filename= 为例，所有的主流浏览器都以第一次出现的值为准。但其他
情况的处理就未必这么统一了。例如，要解析 Refresh 响应头（用于强制在若干时间内重
定向到新页面）里的 URL= 值时，IE6 以最后一个值为准，而其他浏览器都取第一个值。
而处理 Content-Type 响应头域时，Internet Explorer、Safari 和 Opera 都会采用第一次出现
的 charset= 数值，而 Firefox 和 Chrome 则会取最后一次。
注意

有篇文章虽然与安全的主题基本无关，但非常精彩丰富，它提供了各浏

览器仅在处理 Content-Disposition 这一个 HTTP 响应头时的各种情况，每种
浏览器之间又各有差异，请参见由 Julian Reschke 整理维护的这个页面 ：http://
greenbytes.de/tech/tc2231/。

3.1.6

头域里的字符集和编码策略

和 URL 处理的相关规范类似，HTTP 规范里也基本回避了在头域的值里出现非 USASCII 字符时要如何处理的问题。某些含糊的场景里也许可以出现合法的非英文字符（例
如，在 Content-Disposition 的文件名 filename 项里），但要真碰到这些情况浏览器要如
何应对却没有什么明确规定。
最初，RFC 1945 允许 TEXT 标记中包含 8 比特字符，并对 TEXT 的类型给出了如下
定义（TEXT 标记是广泛用于定义其他字段语法的基元）：
OCTET：任意的 8 比特序列字符
CTL：US-ASCII 码表里的所有控制字符，包括八进制的 0 - 31 和 DEL (127)
TEXT：就是除 CTL 控制字符之外的所有 OCTET 字符，但还包括 LWS 字符 20

但之后 RFC 又提出了一个很古怪的建议 ：如果在 TEXT 的字段里碰到非 US-ASCII
的字符，客户端和服务器可以按 ISO-8859-1 格式（也即标准的西欧语言代码页）进行解
析，但这条无需强制执行。然后，RFC 2616 复制黏贴了这段关于 TEXT 类型的模式规
LWS（Linear Whitespace）直译为“线性空格”，意即“1 到多个换行符后面跟 1 到多个空格或 TAB
字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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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但加了个备注，说非 ISO-8859-1 的字符串必须按照 RFC 20478 规范里的格式先进行
编码，而 RFC 2047 原本是用于电子邮件通信的。这下热闹了 ；在这个简单的协议里，要
编码的字符串得先以“=?”做前缀，然后跟上具体编码字符集的名称，再跟上一个“?q?”
或“?b?”，标识其所用的编码方式（两者分别代表 Quoted-Printable 或 Base64 编码方
式 ），然后才是经过编码后的字符串内容。这串信息的最后还要再跟上一个“?=”作为结
束符。举例如下：21
Content-Disposition: attachment; filename="=?utf-8?q?Hi=21.txt?="

注意

RFC 理应规定在相关的头域里不能出现任何假冒的“=?...?=”信息，以避

免对实际上压根没经过编码的数据进行完全不必要的解码处理。
遗 憾 的 是， 对 RFC 2047 规 定 的 编 码 方 式 的 支 持 寥 寥 可 数。 在 Firefox 和 Chrome
的某些头域里能识别这种编码方式，但其他浏览器就完全不配合了。IE 浏览器能识别
Content-Disposition 域里 URL 风格的百分号编码方式（Chrome 也采用这种方式），并
且默认为 UTF-8 格式编码。而另一方面 Firefox 和 Opera 则选择支持 RFC 22319 里提出的
一种很特别的百分号编码语法，和 HTTP 常规语法相比，这变化实在有点大：
Content-Disposition: attachment; filename*=utf-8'en-us'Hi%21.txt

聪明的读者可能会留意到，没有任何一套编码方式能同时为所有浏览器支持。所以
一些网站应用开发人员就干脆直接在 HTTP 头域里使用高位字节数据，一般为 UTF-8 编
码格式，但这么做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太安全。例如 Firefox 里，如果在 Cookie 头域里存放
UTF-8 文本的话，长期以来就有乱码的问题，这会导致如果攻击者在 Cookie 里进行注入
攻击，可能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分隔符问题 10。总而言之，对这个麻烦我们目前还没有简单
可靠的解决方案。
说到字符编码问题，对 NUL 空字符（0x00）的处理可能也需要提一下。这个字符在
很多编程语言里都作为字符串结束的标志，理论上来说，它就不应该出现在任何 HTTP 头
域里（除非出现在之前提到的不太好用的 Quoted-Pair 语法环境里），但我们也要记住，
解析器总是尽量容错的。如果允许出现这个字符，它很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例
如，Content-Disposition 请求头里，如果出现 NUL 字符，IE 浏览器、Firefox 和 Chrome
Quoted-Printable 是一种简单的编码策略，碰到不可打印字符和非法字符时，就把这个字符转换成
一个等于号（=）后面跟该 8 比特字符的 2 位十六进制编码。在输入的文本里，任何单独的等号则编
码为“=3D”。
Base64 是一种无法直接阅读的编码方式，它把任意 8 位输入编码为 6 位的内容，这些内容由区分大
小写的字母数字、“+”和“/”组成。每 3 个字节的输入会映射成 4 个字节的输出。如果输入不足 3
个字节的长度，则在输出字符串的后面还需要再添加 1 ～ 2 个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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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做出字符截断的处理，而 Opera 和 Safari 则不会这么做。

3.1.7

Referer 头域的表现

本章早前提到，HTTP 请求里可以包含 Referer（来源）头域。这个头域里包含的是
哪个 URL 地址触发了对当前页面的访问。Referer 头域对某些纠错处理颇有帮助，还可以
通过这个头域，强化网页之间的引用关系，有助于 Web 的发展壮大。
但遗憾的是，这个头域也可能向某些心怀恶意的家伙泄漏用户的浏览习惯，还可能暴
露引用页面的查询字符串参数，这些经过 URL 编码的参数里面有可能包含敏感信息。因为
担心这个问题，同时缺乏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建议，这个头域经常在安全控制或策略强制时
被错误使用，但实际上它承担不了这种重任。主要是因为我们没办法主动区分以下几种缺
乏 Referer 头域的情况 ：客户端根据用户的隐私策略设置，直接就没有发出这个头域 ；用
户的浏览行为确实没有涉及这个头域；该请求的来源是恶意站点，它刻意屏蔽了这项信息。
正常来说，这个头域在大部分 HTTP 请求里都会出现（在 HTTP 级别的跳转里也会保
留下来），但以下情况除外：
❑ 刻意在地址栏里直接输入一个新的 URL 或从书签里打开网页
❑ 浏览的动作是由一个伪 URL 文档，如 data: 或 javascript: 触发的
❑ 当前请求来自 Refresh 响应头（并非基于 Location 的重定向方式）
❑ 当来源站点是加密站点而请求的是非加密页面时。根据 RFC 2616 的 15.1.2 节规
定，这是出于隐私保护的考虑，但这样做其实没太大意义。当用户从加密的域名浏
览到另一个无关的加密网站时，Referer 信息还是会泄漏给第三方，所以加密也并
不等于安全啊。
❑ 用户可以通过调整浏览器设置或安装隐私保护插件，选择不发送或干脆伪造一个来
源页面。
很明显，以上 5 种情况里有 4 种情况都可能是恶意站点蓄意诱发的。

3.2

HTTP 请求类型
初始的 HTTP/0.9 草案里对请求的文档只提供了唯一的方法（或叫“动作 verb”
）
：GET。

在它之后曾冒出来一批荒谬怪诞的方法提议，像什么 SHOWMETHOD、CHECKOUT，还有
个什么 SPACEJUMP11 呢。
大多数这类实验性的构想在 HTTP/1.1 里都被抛弃了，HTTP/1.1 里只有 8 种便于管理
的方法。实际上只有前 2 种请求类型 ：GET 和 POST 对我们现在的大多数 Web 应用是比
较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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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GET 方法对信息的获取至关重要。实际上，所有常规浏览会话在“客户端 – 服务器”
交互时都在使用 GET 方法。一般来说 GET 请求不会携带从浏览器端提交的 Payload 数
据，尽管这也并非绝对禁止的。
根据 RFC 的规定，GET 请求“除了索取信息之外，不应该承担其他的重要功能”（也
就是说，它们应该不能永久性地改变应用的状态）。这个需求在现在的 Web 应用里已经越
来越没有意义了，因为现在甚至服务器端也没法决定应用的状态了 ；因此，这个建议也越
来越为开发人员所忽略 。22
注意

在 HTTP/1.1 协议里，客户端使用 GET 方法时，可以通过 Range 请求头域

向服务器端请求任意非连续或有重叠的数据片段（虽然比较少见，但其他的请求
方法也可能会用到这个请求头）。服务器并非一定会支持这个功能，但如果支持
的话，浏览器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实现断点续传方式的下载。

3.2.2

POST

POST 方法原来的目标是把客户端提交的信息（主要是 HTML 表单数据）传递给服务
器端。因为 POST 动作更有可能带来持久性的副作用，很多浏览器在重新加载包含 POST
方式的数据时，浏览器都会谨慎地向用户再确认一次，但大多数情况下，GET 和 POST 的
交互机制是比较相近的。
POST 请求通常都会带有表单数据，这段数据的长度要明确地设置在 Content-Length
请求头里。在 HTML 格式的情况下，这些提交的数据通常是经过 URL 编码或 MIME 编码
的表单数据（这种格式会在第 4 章里再详细介绍），但要再说一遍，在 HTTP 协议里对这
些数据的语法格式其实并没有具体的限制。

3.2.3

HEAD

HEAD 是一种很少用到的方法，在本质上 HEAD 近似于 GET 方法，但它只返回响应
头域的部分，不包含具体的数据，即响应内容的部分。一般来说无法通过浏览器直接发出
HEAD 请求，但有时候搜索引擎的爬虫或其他自动化测试工具会用到这个方法，例如探测
文件是否存在或检查它的最后修改时间。
有这么件传闻轶事（但很可能是真事），说的是一位名叫 John Breckman 的网站管理员的悲剧。故事
里说，John 的网站无意中被搜索引擎的爬虫全删了。仅仅是因为这个爬虫无意中访问到一个不需要
授权的页面，里面是 John 自己做的一个基于 GET 方法的管理页面……爬虫就高高兴兴地把页面里所
有的“删除”链接都爬了一遍，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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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S

OPTIONS 是一种元数据请求（metarequest），服务器会根据客户端请求的 URL 地址
（如果 URL 设置为“*”，则泛指整个服务器范围内），在一个响应头里返回其所能支持的
全部方法列表。除了用于服务器信息检测，OPTIONS 方法在实际中几乎从来不会用到 ；
而即使用于这个目的，由于返回的值过于有限，所以最后的信息也不会精确。
注意

如果想把事儿说个完整，那还得额外地补一句，OPTIONS 请求是当前还

处于提议阶段的跨域请求授权协议的基础，所以日后 OPTIONS 请求的应用可能
会更广泛。我们以后会再讲到这个协议，并在第 16 章中探讨许多还在试验阶段
的浏览器安全功能。

3.2.5

PUT

PUT 请求用来向服务器特定目标 URL 上传文件。但因为浏览器并不支持 PUT 方法，
常规的文件上传功能一般是用 POST 方法提交给服务器端脚本来实现的，而不会用这个理
论上更优雅的做法。
当然也有某些非浏览器的 HTTP 客户端和服务器出于某种考虑允许使用 PUT。有趣的
是，由于某些 Web 服务器上的配置错误，可能导致这些服务器支持 PUT 请求，从而产生
明显的安全漏洞。

3.2.6

DELETE

DELETE 这个方法看字面就知道它的意思了，其他方面和 PUT 类似（也同样很不常用）
。

3.2.7

TRACE

TRACE 是一种“ping”形式的请求，服务器会返回 HTTP 请求经过所有代理后的每
一跳信息，并且把原始 HTTP 请求内容也再回显出来。TRACE 请求不能由浏览器发出，
也很少用于合法用途。TRACE 主要用在安全测试里，用于揭示远程网络的内部架构里一
些有趣的细节。因为这个缘故，服务器管理员一般都会把这个功能禁掉。

3.2.8

CONNECT

CONNECT 方法是通过 HTTP 代理服务器建立非 HTTP 类型连接时使用的。Connect
指令是不能直接发送给目标服务器的。如果特定服务器上不小心设置了支持 CONNECT 方
法，就可能导致安全风险，使攻击者获得了一条访问受保护网络的 TCP 通道。

第3章

3.2.9

HTTP 协议

51

其他 HTTP 方法

还有一些其他的请求方法，都只能由非浏览器的应用或浏览器扩展发起 ；最常见的
HTTP 扩展可能就是 WebDAV，RFC 491812 里描述这个 HTTP 方法是用于写作和版本控制
协议的。
另外，客户端一般都可以通过 XMLHttpRequest API，使用 JavaScript 向脚本所在页面
的服务器发送各种方法的请求，尽管这个功能在某些浏览器里会受到很多限制（我们会在
第 9 章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3.3

服务器响应代码
RFC 2616 的第 10 部分列出了将近 50 种状态码，服务器在返回响应时可以选择其中

一种。其中 15 种属于常用的响应代码，其他的都是用来标识一些特别离奇或完全不太可
能出现的状态，如“402 Payment Required”（需要支付）或“415 Unsupported Media Type”
（不支持的媒体类型）。RFC 里列出来的大部分状态码和我们现在碰到的 Web 应用其实对
应不起来；它们存在的唯一理由是某些人觉得日后也许能派上用场。
有些代码是值得记住的，因为确实很常用或者具有特殊的含义，这些常用代码描述
如下。

200 ～ 299：成功
这个范围内的状态码用于显示成功完成的请求：
200 OK—对成功的 GET 或 POST 请求的正常响应。浏览器会接着给用户显示返回
的数据，或以其他上下文相关的方式处理这些数据。
204 No Content（无内容）—该响应码有时候表明请求已执行成功但不需要做任
何响应。204 响应码会中断浏览器的页面跳转，浏览器会保持原 URL 不变，页面内容也
维持原状。
206 Partial Content（部分内容）—这个响应码和 200 响应码类似，但服务器会根
据请求头里 Range 的设置只返回部分的请求内容。 浏览器应该已经接收了请求文档的其
中一部分内容（否则它也不会发出一个 Range 的请求），通常来说，浏览器会根据响应里
Content-Range 信息，在做进一步处理前会先把文档整合到一起。

300 ～ 399: 重定向和其他状态信息
这个范围的响应码代表没有出错，但浏览器需要做额外处理的响应：
301 Moved Permanently（永久移动）、302 Found（找到）、303 See Other（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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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这些响应码意味着浏览器需要重定向到新的地址，新地址会在 Location 响应头
里指定。尽管在 RFC 规范里这几个响应码是有区别的，但所有我们常用的浏览器碰到这
些响应码时，都会把 POST 方法替换成 GET 方法，去除请求里的 POST 数据体部分，并
自动重新再发送一次请求。
注意

重定向的信息里可能包含信息体数据 ，但正常情况下浏览器并不会显示

这部分的内容，除非浏览器无法完成重定向的动作（例如，缺少 Location 值或
Location 头域的格式有问题）。事实上，有些浏览器即使在无法跳转的情况下，
也不会显示返回的信息体部分内容。23
304 Not Modified（没有变化）—这个非重定向请求告诉客户端，现在这次请求的
文档和之前请求过的版本相比并没有变化。这个响应信息会根据 If-Modified-Since 头
域的设定，对最后修改时间进行条件判断，然后确定是否需要更新浏览器端的文件缓存副
本。响应的信息体部分也不会显示给用户（如果请求里并没有包含任何涉及缓存更新条件
的头域，而服务器却返回了 304 响应码，各浏览器端的反应会不尽相同，有的甚至会产生
某些荒谬的效果；譬如，Opera 就会弹出一个无法执行成功的下载提示）。
307 Temporary Redirect（临时重定向）—与 302 类似，但和其他重定向不同的是，
在 307 状态码时浏览器不会把 POST 重置为 GET 方法。这个响应码在 Web 应用里不太常
用，而某些浏览器对它的处理也不是很统一。

400 ～ 499: 客户端错误
这个范围的代码用于显示客户端行为导致的错误：
400 Bad Request（不合规范的请求）—服务器因为某些特定原因，不能或不愿处
理该请求。响应的信息体里通常会大略地解释一下出错的原因，其他的就和浏览器处理普
通的 200 响应没啥分别了。当然还有更细分的报错信息，如“411 Length Required（需要
提供内容长度）”，“405 Method Not Allowed（不允许的方法）”或“414 Request-URI Too
Long（请求的 URI 太长）”。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为什么没有 Content-Length 请求头会
对应一个专门的 411 返回码，但没有 Host 请求头，却只有一个笼统的 400 返回码。
401 Unauthorized（未授权）—这个代码的意思是，要访问特定的资源，用户需要
提供基于 HTTP 协议级别的授权认证信息。接着浏览器一般都会提示用户输入登录信息，
只有在授权失败的情况下，才会返回响应消息体。这个机制将在 3.8 节“HTTP 认证”中
这里的信息体数据（此处原文为 payload，有时候也叫 message body），指的是 HTTP 响应返回的数
据里，除了头域部分以外的内容，也就是常规情况下，HTTP 协议请求获取的文档所对应的具体内
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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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详细解释。
403 Forbidden（禁止访问）—与不正确的 HTTP 授权无关，所请求的 URL 存在但
不能被访问到。原因可能是文件系统权限不足，规则配置不允许处理本次请求，或某种授
权不足（例如：无效的 Cookie 或不被接受的源 IP 地址）
。通常响应消息体都会显示给用户。
404 Not Found（文件找不到）—请求的 URL 资源不存在。通常响应消息体都会显
示给用户。

500 ～ 599: 服务器端错误
这类错误代码用于显示服务器端的错误：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内部服务器错误）、503 Service Unavailable（服务不可用）
等—服务器发生问题，无法正确完成请求。这可能只是个暂时的状态、配置错误，或仅
仅是请求了某个找不到的地址。通常响应消息体都会显示给用户。

HTTP 响应码的一致性
乍一看，其实很难区分大部分 2xx、4xx 和 5xx 响应码到底有什么差别，这导致人们
对这些数值的选择也就不会特别费心。所以很多网站应用也因为这个问题而招致骂名无
数，因为即使应用出错了，访问的页面里还是返回“200 OK”（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使
得 Web 应用自动测试超出了其原本应有的难度。）
在很罕见的情况下，必须根据特定的需求，创建新的合理的 HTTP 响应码。在这类新
创建的响应码中有些已经被纳为标准响应码了，如 WebDAV RFC13 里用到的几个状态码。
而微软公司的 Microsoft Exchange 服务器的“449 Retry With”（重试）状态码，则属于未
获标准认可的代码。

3.4

持续会话
最开始的时候，HTTP 会话都是单次完结的 ：每个 TCP 连接发一次请求，断开，再重

复。这需要不断重复进行 TCP 三步握手的消耗（而且在传统 Unix 服务器设计模式中，就
要为此新开一个进程），可想而知这种做法很快就变成了性能瓶颈，所以 HTTP/1.1 已经规
范化了持续会话（keepalive session）的处理。
现有的协议已经能让服务器知道客户端请求在何时结束（遇到空行的时候结束，如果
有 Content-Length 请求头，则在收完 Content-Length 字节长度的数据后结束），但如果
希望继续使用当前连接，客户端也需要知道返回的内容在什么时候结束 ；因为这时候连接
的中断和响应的结束已经没有必然联系了。因此，使用 KeepAlive 会话的时候，响应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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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含一个 Content-Length 头域，由此判断还有多少数据会传过来。按照这个数值接收
完数据之后，客户端就知道可以发送第二个请求和开始等待下一次响应了。
尽管这个机制对性能是大有裨益，但它的设计也加重了 HTTP 请求和响应里出现拆分
漏洞的可能。这对判断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是否同步，哪个响应对应哪个请求会产生一
定的迷惑性。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假设服务器认为自己在发送单个 HTTP 响应，结
构如下：
HTTP/1.1 200 OK[CR][LF]
Set-Cookie: term=[CR]Content-Length: 0[CR][CR]HTTP/1.1 200 OK[CR]Gotcha: Yup[CR][LF]
Content-Length: 17[CR][LF]
[CR][LF]
Action completed.

而另一方面，在客户端看来这可能是两个响应，并把第一个响应和距离现在最近的那
个请求相关联起来，第二个响应则对应那个甚至还没有发出的请求 （这个请求甚至可能
是发往同一个 IP 但不同主机名的）：24
HTTP/1.1 200 OK
Set-Cookie: term=
Content-Length: 0

HTTP/1.1 200 OK
Gotcha: Yup
Content-Length: 17
Action completed.

如果是 HTTP 代理服务器收到这个响应，就可能被错误地在全局缓存起来并返回给其
他用户，那可真是个坏消息啊。更可靠的持续会话设计应该是同时给出头域部分和消息体
部分的数据长度，或用一个随机产生不可预期的边界值作为每个响应之间的分隔符。但很
遗憾的是，持续会话的设计里这两种方式都欠奉。
在 HTTP/1.1 里 持 续 会 话 是 默 认 的 连 接 方 式， 除 非 请 求 里 明 确 要 求 不 用 这 个 功
能（这种情况下请求头域 Connection: close），很多 HTTP/1.0 服务器在碰到请求头为
Connection: keep-alive 设置时，也支持持续会话这一功能。服务器和浏览器端都可以
限定每个连接同时支持的最大请求数，并可限定空闲连接的最大等待时间。

按照设计，在一个持续连接会话中，客户端应该在发送完毕那些按顺序排列的请求之前，丢弃那些不
请自来（先于后续请求而返回）的服务端响应数据包，以此来限制这种攻击的影响。但事实上，这个
原则由于 HTTP 管道化的考虑而没有得到很好地遵守。HTTP 管道化是一种为了提高网络 IO 吞吐效
率而设计的技术。采用了这种技术的客户端被设计为一次性发送多个请求，而不会等每个请求的响应
都收回来后再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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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数据传输
在基于 Content-Length 的持续会话里其中一项重要的限制就是，服务器需要提前知

道待返回的响应数据的准确长度。这在处理静态文件的时候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文件
大小的信息完全可以从文件系统中获得。但返回动态产生的数据时，这个问题就变得复杂
了，因为输出的内容在返回给客户端之前，必须先要把它的内容整体缓存起来。如果要返
回的数据非常大，或者数据是一部分一部分传送的（如实时视频流媒体），这就变成个难
以解决的问题了。因为在这些情况下，提前缓存文件、计算出返回数据的大小就变得不可
能了。
为应对这一挑战，RFC 2616 的 3.6.1 节为服务器提供了 Transfer-Encoding: chunked
（分块传输）功能，在这个协议里，只要可能，产生的数据就立刻作为部分内容先发送出
去。单独传输的每部分长度，都以 16 进制整数标识并放在一个单独的行里，但整个文件
的长度是不确定的，直到出现最后一个 0 字节长度标志着整段传完了。
一个分段传输的响应样例如下：
HTTP/1.1 200 OK
Transfer-Encoding: chunked
...
5
Hello
6
world!
0

支持分段数据传输不会带来什么明显的副作用，除了有可能因为分段的数量太多，导
致浏览器代码的整数溢出问题，或者需要解决 Content-Length 值和 Chunk 长度不匹配的
问题（规范里认为应该以 Chunk 的长度为准，但要想优雅地解决这一难题，那基本没可能
了。）所有常用浏览器对 Chunk 的处理都比较到位，但新开发的浏览器要实现这个功能就
要小心了。

3.6

缓存机制
出于性能和带宽的考虑，HTTP 客户端和一些中转性质的系统，都会对 HTTP 响应进

行缓存以便重用。在早期互联网时代，这件事看起来还算简单，但随着 Web 承载的敏感
信息、用户相关信息越来越多，更新也越来越频繁，缓存的问题也日益变得步步惊心。
RFC 2616 的 13.4 节里说，如果没有其他服务器端指令，客户端可以默认对若干 GET
请求的 HTTP 响应码（比较知名的如“200 OK”和“301 Moved Permanently”）进行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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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响应甚至可以不限时长地一直缓存下去，只要请求方法和目标 URL 与之前一致就行，
即使其他参数（如 Cookie 的值）不一样，也可以重用缓存。而使用 HTTP 授权方式的请
求则不能使用缓存（见 3.8 节“HTTP 认证”），但其他授权认证方式，如 Cookie，则未在
规范里明确限定。
当响应被缓存以后，客户端一般都会在重用前判断一下是否需要验证和重载内容，当
然大多数时候并不需要主动这么做。服务器往往根据一些条件判断型的请求头，来确认是
否需要进行内容刷新，如 If-Modified-Since 请求头（它后面的值就是上一次缓存该页面
的时间），又比如 If-None-Match（后面跟着一个不透明的 ETag 值，这个值代表的是上次
访问该文件时，服务器端推送过来的文件标识符）。服务器端将根据请求头里发过来的条
件，如果 ETag 标识符与上次相比没有变化，则响应一个“304 Not Modified”（没有变化）
代码，表示无需刷新，又或者根据需要再完整地返回一次该资源的副本。
注意

通过 Date/If-Modified-Since 和 ETag/If-None-Match 这两组响应 / 请求

头的搭配，再结合使用 Cache-Control: private 响应头，就能方便而隐秘地获
得浏览器在一段时间内的访问规律和使用习惯 14。同样地，也可以将一个独一无
二的字符串标记嵌到可缓存的 JavaScript 文件里，然后在访问该文件时，如果请
求头里包含了缓存条件，一律答复“304 Not Modiﬁed（没有变化）”，也能达到同
样的效果。和专用于追踪用户行为的其他机制如 HTTP Cookie（将在下一节讨论）
相比，浏览器会缓存什么信息、什么时候被缓存、会缓存多久等问题，用户几乎
完全没有控制权。
由于隐式的缓存机制会带来许多问题，因此服务器几乎总是倾向于使用显式的 HTTP
缓存指令。为了实现由服务器端控制的缓存机制，HTTP/1.0 里提供了 Expires 响应头，设
定到什么时候，被缓存的副本即告失效 ；如果这个值正好等于服务器提供的 Date 响应头，
则表示这个响应不能再被缓存了。但除了这条简单的规则之外，Expires 和 Date 之间的
联系就没有更详细的说明了 ：所以也不清楚 Expires 值是和缓存服务器的系统时间相比呢
（如果客户端和服务器的时间不一致，就可能有这问题），还是根据 Expires 与 Date 两数
字相减的具体差值来说的（这种方式相对更可靠些，但如果缺少了 Date 值，这种方式则
可能无法正常工作）。Firefox 和 Opera 采用后一种做法，而其他浏览器则选择前一种。对
大多数浏览器来说，如果 Expires 的值是无效的，则干脆不使用缓存，但这点并不可靠，
不能依赖于这个处理。
HTTP/1.0 客 户 端 还 有 一 个 Pragma: no-cache 请 求 头， 代 理 服 务 器 如 果 收 到 这 个
请求头，就会重新再抓取一遍被请求的资源副本，而不是返回已有的缓存内容。某些
HTTP/1.0 代理服务器还会接受非标准的 Pragma: no-cache 响应头，然后对使用这个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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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的文件也不会进行缓存。
HTTP/1.1 的处理则不同，它使用新增的 Cache-Control 做为缓存指令，这种方式的
可用性更高。这个头域有 4 种域值 ：public（可以公开被缓存的文档）、private（代理服
务器不得缓存的文档）、no-cache（这个命名看上去比较让人误解 ，意思是响应的文档可
以被缓存但不能重用） 和 no-store（绝对不需要被缓存）。Public 和 Private 缓存指令
可以搭配 max-age 和 must-revalidate 两个确定因子一起使用，前者决定旧副本的存活
时间，后者则可以按照条件判断型的请求头来确定是否需要重用内容。25
遗憾的是，Web 服务器往往需要同时返回 HTTP/1.0 和 HTTP/1.1 的缓存指令，因为
某几种古老的商用代理服务器软件不能正确识别 Cache-Control 指令。为了可靠地禁止
HTTP 缓存，Web 服务器可能需要返回全部以下响应头：
Expires: [ 当前日期时间 ]
Date: [ 当前日期时间 ]
Pragma: no-cache
Cache-Control: no-cache, no-store

当这些缓存指令之间有冲突时，会出现什么状况很难预测 ：有的浏览器倾向于认为
HTTP/1.1 协议里的缓存设置和 Cache-Control 里的 no-cache 设置的优先级都较高，即使
在 no-cache 后面还错误地跟着个 public 值也还是以 no-cache 为准 ；而另一些浏览器则
刚好相反。
HTTP 缓存的另一个风险和不安全网络环境有关系，例如不加密的 Wi-Fi 网络，黑客
可以通过拦截对某些 URL 地址的请求，向受害者返回被篡改过并可以长期缓存的请求内
容。然后这种受到污染的浏览器缓存如果在受信任的网络上被重用，被注入的内容可能就
出人意料地重新浮现出来了。更邪恶的是，受害者甚至无需直接访问目标网站 ：攻击者可
以精心选择一些敏感域，然后在其他的上下文环境中再引用这些域的内容。这样，被攻击
者即使没有访问最早的那个目标网站，攻击者也能达到目的。目前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
的解决方法，反正在星巴克咖啡店上网之后，清空浏览器缓存也许是个好主意。

3.7

HTTP Cookie 语义
HTTP Cookie 不 属 于 RFC 2616 的 内 容， 但 它 们 是 Web 最 重 要 的 协 议 扩 展 之 一。

Cookie 机制的使用过程首先是由服务器端返回一个 Set-Cookie 响应头，把一组组短小而
不透明的“名称 = 值”格式的数据保存到浏览器端，在客户端再次提交请求时，会把之前
RFC 在这方面说得有点含糊，貌似其本意是允许被缓存的文件在类似浏览器的“后退”和“前进”
按键时使用，而真的涉及页面的加载时则不能用。Firefox 就采用这种处理，而其他浏览器则认为 nocache 和 no-store 代表了差不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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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下来的 Cookie 参数再返回给服务器端，服务器就可以重新再取回这些信息了。Cookie
是到目前为止，保持会话和用户授权请求的最常用方式，它是 Web 环境里 4 种正统的全
局授权认证方式（Ambient authority ） 之一（另外几种内置的授权方式包括 ：HTTP 验
证授权、IP 检查和客户端证书）。26
Cookie 机制最开始是 1994 年由 Lou Montulli 在 Netscape 浏览器里实现的，他简要地
在一份 4 页纸的草案里描述了这一机制 15。而在过去 17 年里，竟然就一直没有一份恰当
描述这套机制的标准文档。在 1997 年，RFC 210916 尝试着勾画了当时的 Cookie 现状，但
又显得有点含糊不清，它还提议了若干彻底的修改，但这些提议又和现在用的任意一款浏
览器的实际表现都不符。而另一项野心勃勃的尝试 —Cookie2，出现在 RFC 296517 里，
但 10 年过去了，实际上还没有任何一款浏览器支持它，这种情况现在看来也不会有啥变
化。一份对 Cookie 进行了较为准确描述的规范性文档就是 RFC 6265 18，在本书原版付印
之前刚刚完成，终于一扫这场关于 Cookie 规范的迷雾。
由于长期以来缺乏真正的标准，所以对 Cookie 的各种具体实现也非常有意思，有时
候甚至彼此不兼容。根本上来说，一个新的 Cookie 是通过 Set-Cookie 响应头进行设置，
后面跟着一串“名字 = 域值”格式的数据对，和若干以分号分开的可选参数，这些参数用
于定义 Cookie 的范围和生命周期，关于这些参数的解释如下：
Expires

设定 Cookie 过期的时间，格式与 Date 或 Expires 响应头里的相类似。 如

果 Cookie 产生时没有设定过期时间，这意味着 Cookie 将在浏览器的整个会话期间内都有
效（尤其是如果便携式计算机上有“挂起”功能时，Cookie 的存活可能会持续数周之久）。
定义了过期时间的 Cookie 被存放在硬盘上，所以在不同的会话之间仍然能保持，除非用
户的隐私设置里明确地禁止了这种用法。
Max-age

这是另一种 RFC 建议的过期时间设定，但由于 IE 浏览器不支持这种用

法，所以实际上不会碰到。
Domain

如果希望 Cookie 的有效范围，超出当前返回 Set-Cookie 响应头的那个主

机头名范围，则需要设置该参数。关于 Cookie 有效范围的精确规则运用以及相关的安全
问题，我们将在第 9 章里再详加讨论。
注意

与 RFC 2109 里的规定不同，其实不能用这个参数来设定 Cookie 只在某

Ambient authority 是一种基于 HTTP 请求里各种全局和持久型属性，进行访问控制的授权方式，而非
那种只针对某个特定提交有效的显式授权方式。用于确定用户身份的 Cookie 在与远程服务器进行连
接的每个请求里，都会一视同仁地被发出去，不管这次请求是如何被发起的，因此 Cookie 也属于这
种全局授权类别。
由于未见约定俗成的称呼，所以参照上面脚注的说明，在本书内会统一译成“全局授权认证方式”，
特此说明。—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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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机名范围内有效。例如，如果设置了 domain=example.com，其实也会匹配
到 www.example.com 的 二 级 域 名 范 围。 只 有 完 全 不 设 置 Domain 项， 才 是 使 得
Cookie 只在当前主机名范围内有效的唯一方法，但即使这样，在 IE 浏览器里也
仍然会有一些出人意料的问题。
Path

允许 Cookie 在特定的请求路径内有效。但这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安全机制，原

因会在第 9 章里解释，但因为它的简便易用可以考虑采纳这种设置，它可以避免完全同名
的 Cookie 在应用的不同部分产生冲突。
Secure 属性
HttpOnly 属性

禁止以非加密传输方式来使用 Cookie。
禁止通过 JavaScript 的 document.cookie API 方式来读取 Cookie。该

可选项原本是微软的一个扩展，但现在所有的主流浏览器都支持这一特性。
如果当前访问的域名在浏览器的 Cookie 池中有对应的 Cookie 数据，浏览器就会把所
有适用于这个域名的 Cookie，按照“名称 = 值”的数据对格式，中间用分号分隔拼接在一
起，无需再带其他的元数据，组合成一行请求头返回给服务器端。如果在特定的请求里，
需要发送给服务器的 Cookie 太多了，已经超出服务器允许的头域长度限制，那该次请求可
能会失败；除了手工清除 Cookie 池里的内容，也别无其他办法。
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对服务器来说并没有什么显式的方法来删除不需要的 Cookie。
然而，由于每个 Cookie 都是独一无二地通过“名称 – 域名 – 路径”（name-domain-path）
这三个基本要素确定的（Secure 和 Httponly 属性会被忽略 ），所以可以用这个方法来
覆 盖 特 定 范 围 内 一 个 老 的 Cookie 值。 更 进 一 步 来 说， 如 果 新 Cookie 设 置 的 到 期 时 间
（Expires）比当前实际时间要早，那这个 Cookie 就会被剔除掉，这倒是一种有效但有点绕
的删除 Cookie 数据的办法。
尽管 RFC 2109 规定要接受由逗号分隔的设置在同一个 Set-Cookie 响应头里的多个
Cookie，但这种做法非常危险，所有的浏览器都不再支持这种方式了。Firefox 允许通过
document.cookie JavaScript API 一次性地设置多个 Cookie，但是这种方法很绕，需要用换
行来做分隔符。没有一个浏览器接受以逗号作为 Cookie 的分隔符，而在服务器端接受这
种格式的 Cookie 也是不安全的。
另一个与规范有重大差异的地方是，在 HTTP 规范里，Cookie 的值应该使用 QuotedString 的 格 式（ 见 3.1.5 节“ 以 分 号 作 为 分 隔 符 的 头 域 值 ”）， 但 实 际 上 只 有 Firefox 和
Opera 才接受这种格式。因此完全依赖于 Quoted-String 的处理，以及在攻击者控制的
Cookie 里允许出现单个的引号，都是很不安全的做法。
当然 Cookie 本身就不是特别可靠。所以有些客户端程序可以强制使用较为保守的用
户配置策略，限定每个域名所允许的 Cookie 数量和大小，这样甚至可以限制 Cookie 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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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周期，但这类隐私保护措施都是被误导的结果。因为有别的方式能同样可靠地追踪用户
的操作，比如上一章节里提到的 ETag/If-None-Match，所以限制 Cookie 的使用可能反而
有弊无利。

3.8

HTTP 认证
按 RFC 261719 原本的设想，HTTP 认证方式是专为 Web 程序量身打造的身份验证机

制，但现在却几近绝迹。其中的原因可能是 HTTP 认证的界面与浏览器程序自身的 UI 相
关，导致界面布局很不灵活 ；也很难兼容其他更复杂的非基于密码的授权机制 ；也无法控
制授权认证会缓存多长时间才失效，并且很难和其他域名共享授权。
不管怎么说，这套基本的授权协议相当简单。最开始的时候，浏览器会先发送一个未
被认证（Unauthenticated）的普通 HTTP 请求，这时服务器会返回一个“401 Unauthorized”
（未授权）响应代码 。而服务器返回的响应里，还会包含一个 WWW-Authenticate 的
HTTP 头域，其中包括本次请求的验证方式和标识此范围域的一个名为 Realm 的字符串
（这串由任意字符组成的标识符代表着本次授权的范围），此外可能还会跟着其他一些与该
方法有关的可选参数。27
无论以哪种方式，客户端在获得用户输入的授权信息后，会在之前那次普通 HTTP 提
交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 Authorization 请求头 ，这个请求头里存放着经过编码的授权
信息，然后重发一次请求。根据规范，出于对性能的考虑，如果后续访问的是同一服务
器的相同目录时，在后续的请求里会一律自动加入 Authorization 请求头，而无需由服
务器端再发一次 WWW-Authenticate 提问。另外在访问服务器的不同目录时，如果收到的
Realm String 值和授权方法与之前的都一样，也允许重用之前的 WWW-Authenticate 授权信
息而无需重新输入。
在实际应用中，这些建议并未完全被采纳 ：除了 Safari 和 Chrome，其他大多数浏览
器都忽略 Realm String 值，或对路径的匹配采用非常宽松的模式。但另一方面来说，所
有的浏览器在确定缓存的授权信息的适用范围时，除比较目的端服务器信息外，还会比较
使用的协议和端口，这种做法实际上对安全更有利些。

认证（Authentication）和授权（Authorization) 在该 RFC 文档里经常互换使用，但在信息安全领域
里，它们有着显著的含义差别。认证通常指证明身份的过程，而授权指的是基于已有身份之上，该用
户有权执行哪些动作。
一个基本 HTTP 验证的 WWW-Authenticate 响应头示例如下 WWW-Authenticate: Basic realm="This
is a bunny domain."—译者注
一个基本 HTTP 验证的请求头例子如下：Authorization: Basic a2V2aW46OTUxMS5uZXQ==—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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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 RFC 文档里，规定了两种授权认证方法，分别为基本认证和摘要认证。基本
认证差不多就是把密码用 Base64 编码后以纯文本方式发送。摘要认证的方式则需要计算
一个单次有效的加密摘要值，以避免密码被明文查看和防止 Authorization 头域被重用。
但不幸的是，现在常用的浏览器都同时支持这两种认证方式，而且在使用时不会特别严密
地区分两者。因此，攻击者完全可以在初始请求之后，把服务器返回内容里的 Digest（摘
要）一词简单地偷换成 Basic（基本），这样在用户输入认证信息并提交之后，就能获得一
个明文的纯文本密码了。让人惊讶的是，RFC 预见到了这种风险，并给出了一些有用但最
终未被采纳的建议：
客户端应该考虑在界面明显的地方提示当前使用的是哪种验证策略 ；或者
记着与该服务器之间最严格的验证策略是哪种，在采用较弱的策略之前，应该
给与必要的警示。或者客户端干脆默认地，或针对某些特定站点，配置为摘要
认证方式。
除了这两种 RFC 规定的验证策略，某些浏览器还支持一些不太常见的方法，如微软
的 NTLM 和 Negotiate，以用于和 Windows 域身份认证无缝结合的授权 20。
尽管 HTTP 认证在互联网上很少碰到，但它对某些网站应用还是会有很大影响。例
如，在论坛的帖子里，黑客可以放一个使用外部链接的图片，放图片的服务器对某些
HTTP 请求发来一个“401 Unauthorized（未授权）”响应，此时正在浏览帖子的用户会非
常意外地看到这个来路不明的密码提示框。在仔细看过浏览器里的地址没错之后，大部分
人恐怕都会上当而输入自己在论坛上的帐号密码，这些信息立刻就会发到攻击者放图片的
服务器上。好家伙！

3.9

协议级别的加密和客户端证书
写到这里已经很明显了，HTTP 会话在网络上进行的所有信息交换，都是明文方式的。

在上世纪 90 年代，这不算啥大问题：没错，明文信息会把你的浏览习惯暴露给聒噪的 ISP
服务商们，或办公室内网里某个搞恶作剧的家伙，甚至惹来某些过于热心的政府人士，但
这些状况和 SMTP、DNS 以及其他常用协议的问题相比，似乎又不算那么严重。但随着
Web 日益成为最受欢迎的商务平台，风险愈加凸显，另外随着公用无线网络的出现，由
于 Web 本质上就已经不太安全了，所以更会导致严重的网络安全性倒退，这简直是雪上
加霜。
在尝试过几种不太成功的做法后，在 RFC 281821 里终于找到了可行之道 ：为何不用
于几年前出现的多用途传输层加密（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简称 TLS，也叫 SSL）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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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来传输常规的 HTTP 请求呢。这种传输方式使用公钥加密算法 建立一条保密的可信任
的通信通道，而在 HTTP 级别服务器和客户端都无需再作任何调整。28
为了让网站服务器能证明自己的身份，每个支持 HTTPS 的浏览器都内置了一大堆各
种各样的证书发行中心（Certificate Authorities，下文简称 CA 中心）的公钥信息。CA 中
心是浏览器开发商信任的授权机构，它为有需要的网站颁发用于验证的服务器公钥，颁发
前该机构应尽量确认申请者的身份，并确保颁发的服务器证书确实是由该域名使用的。
每种浏览器里内置的受信任机构各自不同，随心所欲，也没有什么特别详细的文档规
范，这点经常招致各种批评。但总体来说，这套系统还算运作良好。到目前为止只有区区
几次出问题的报道（其中就有近期非常瞩目的 Comodo22 公司 CA 系统被利用的问题），目
前还没有大范围的 CA 系统特权被滥用的报道。
至于 CA 中心的具体实现上，就是在创建一个新的 HTTPS 连接时，浏览器端收到服务
器的签名公钥，验证签名后（除非 CA 的私钥泄漏，否则签名无法被伪造）
，检查证书里被
签名的 cn 项（Common Name，常用名称）或 subjectAltName 项的值，由此确认对方确实
是浏览器真正要访问的服务器，并确认该公钥不在 CA 机构的公开撤销列表里（例如，证书
是假冒或欺诈手段获取到的）
。如果所有检查都通过了，浏览器就可以用这个公钥加密信息
并传回给服务器端，通过这种方式，确认只有特定的接收者才能对加密信息进行解密。
一般来说，客户端是匿名的。它产生一个临时的密钥，但这个处理并不能证实客户端
的身份。当然要想证明客户端身份也是可以的。证书发行机构也都内建支持客户端证书，
全球范围内已有若干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承认电子证书（例如用于政府的电子政务）的使
用。客户端证书最常规的用途就是证明真实世界里使用者的身份，所以在访问站点之初，
出于隐私的考虑，浏览器往往需要提示一下用户，是否需要发送客户端证书 ；除此之外，
客户端证书也可以作为全局授权认证方式的一种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HTTPS 对被动型和主动型攻击者都能防御，但 HTTPS 访问里
一些已知的公开信息还是难以避免地暴露在外。譬如，我们还是能获得访问会话里 HTTP
请求和响应的大小、访问流量的进出方向、时间模式的规律，等等，对那些全盘照收数据
的被动型攻击者来说，这些信息甚至能泄漏用户正在使用加密通道浏览维基百科上哪些不
雅页面。实际上，在一个极端的例子里，微软的研究者甚至通过分析这种数据包的统计信
息，重组还原出用户对某个线上应用访问时的键盘输入 23。

3.9.1

扩展验证型证书

在 HTTPS 的早期阶段，证书授权机构在正式签发证书之前，都需要进行相当繁琐复杂的用
公钥加密技术依赖于非对称加密算法，由此创建一对密钥：私钥严格地由使用者自己保管着，用于信
息的解密，而公钥则是广泛对外公开使用的，基本上只用来加密给接收者的信息，而不能用于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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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身份验证和域名属主权限检查。但遗憾的是，出于方便和降低成本的考虑，某些机构现在
可能只需要一张有效的信用卡，和在目标服务器上放一个用于完成验证的文件即可。这种做
法导致证书里除了 cn 和 subjectAltName 两个字段以外的大多数信息都变得不再可信了 。29
为解决这一问题，出现了一种新的安全证书，其市场定价非常昂贵，这种证书用一个特
殊标记作为自己的标签 ：Extended Validation SSL（缩写为 EV SSL）
。人们希望通过人工验证的
过程，确保这种证书不但能证明域名的属主，并且能更可靠地验证申请人的身份。现在所有
的浏览器都支持 EV SSL，在使用这种证书时，浏览器地址栏会自动显示为蓝色或者绿色。尽
管这种证书本身确实是有价值的，但把更高价的证书似是而非地与“更高级别的安全”显示
待遇等同起来的做法，也招致了广泛的批评，显然这更像是个聪明又隐秘的敛财之道。

3.9.2

出错处理的规则

理想情况下，HTTPS 连接碰到有问题的证书，如主机头名与证书里名称不匹配、或
无法识别服务器证书的发行机构，就应该出错并直接拒绝连接的建立。而对较轻微的错
误，如刚过期的证书或仅是主机名略有不符，则可能只需要返回一个较温和的警告信息。
但很遗憾，大多数浏览器完全不加区分地把对这
些问题的理解和做选择的责任全都推搪给用户，这些
浏览器往往很卖力（但最终完全无济于事）地用一些
外行话向用户解释密码学上的问题，然后让用户去做
个两选一的判断 ：您是希望看到还是不希望看到这个
页面呢？（图 3-1 就显示了这么个提示界面）。
多年来，这个 SSL 警告提示里的用语和界面的样
式正朝着语言解释越来越傻瓜化（但仍然问题多多），
但操作选择却越来越专家化的方向演变。这种趋势可

Figure 3-1: An example certificate warning dialog
图
3-1 还在广泛使用的 IE 6 浏览器
in the still-popular Internet Explorer 6

的证书警告提示窗口
The language
and appearance of SSL warnings has evolved t
years toward increasingly dumbed-down (but still problematic) e
24
of the problem and more complicated
actions required to bypass
的警告提示，也仍然有超过 50% 的用户会选择忽略，一路点击下去选择全部接受
。怪罪
ing. This trend may be misguided: Studies show that over 50 perc
到用户的头上的确很容易，但说到底，有可能我们问的问题本身就是错的，提供给他们的
the most frightening and disruptive warnings are clicked through
to blame the users, but ultimately, we may be asking them the wron
选择也是错的。简单来说，如果我们确信在某些场景下，用户接受这些警告是有道理的，
and offering exactly the wrong choices. Simply, if it is believed th
through the warning is advantageous in some cases, offering to o
那么应该直接以“沙箱”（Sandbox）模式打开页面，这种模式下攻击会受到严格限制，并
page in a clearly labeled “sandbox” mode, where the harm is limi
be a more sensible solution. And if there is no such belief, any ov
在界面上做出明确的标识，可能是更为合理的解决之道。如果我们确信本来就不该接受这
bilities should be eliminated entirely (a goal sought by Strict Trans
an experimental
mechanism that will be discussed in Chapter 16
样的警告，那就应彻底杜绝绕过这些警告的可能性（我们在第
16 章里会讨论到试验性的

能是一种误导 ：因为研究显示，即使是最吓人最崩溃

严格传输安全（Strict Transport Security）机制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作者的意思是说，尽管证书属性里的 cn 和 subjectAltName 字段是对的，但其他的一些信息，如组
织、单位、邮件、国家 / 城市等，CA 就没有认真核对了，因此并不可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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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工程速查表

处理 Content-Disposition 头域里用户提供的文件名
√

√

如果不需要用到非拉丁语系文件名 ：则只需保留字母数字符号和“.”、“-”
和“_”，其他字符一概移除或替换掉。为保护用户免遭有害或具欺骗性文件
名的可能性，至少要保证文件名的首字符是字母或数字，并把最后一个句号
之外的其他句号一律用其他字符（如下划线）替代。
要时刻记住，允许引号、分号、反斜杠、控制字符（0x00 ～ 0x1F）的出
现可能导致安全隐患。
如果需要用到非拉丁语系的文件名 ：应该按照 RFC 2047、RFC 2231 或根据
浏览器的情况使用百分号编码的 URL 形式作为文件名。确保过滤控制字符
（0x00 ～ 0x1F）和对任何分号、反斜杠和引号进行转义。

处理 HTTP Cookies 里的用户输入信息
√

对字母和数字以外的所有字符进行百分号编码。更好的做法是，干脆用
Base64 编码。那些引号、控制字符（0x00 ～ 0x1F）
、高位字符（0x80 ～ 0xFF）、
逗号、分号、反斜杠，都有可能导致 Cookie 注入，或使当前 Cookie 的含义
和范围发生变化。

发送由用户提供的 Location 头域
√

参见第 2 章的速查表。应对提供的 URL 进行解析和规范化处理，确保 URL
对应的协议在允许的白名单里，以及重定向到指定的主机是安全的。
确保任何控制字符和高位字符都恰当地进行了转义。主机名部分需使用
Punycode 编码，除此以外的 URL 其余部分，则需采用百分号编码方式。

发送用户提供的 Redirect 头域
√

遵从与 Location 主机头一样的建议。注意在这个头域里，分号也是不安全
的，而且没办法可靠地进行转义，而分号在某些特定的 URL 里又有特殊的
含义。应该干脆杜绝这样的 URL 或对“;”字符进行百分号编码，但这样就
违背了 RFC 的语法规范。

构建其他类别的用户输入请求或响应
√

√

进行语法检查，排除头域可能引致的副作用。常规来说，要尤其注意控制字
符、高位字符、逗号、引号、反斜杠和分号 ；其他字符或字串可能在某些个
案上会有影响。要根据需要，对这些字符进行转义或替换处理。
创建新的 HTTP 客户端、服务器或代理时：不要全新地开发自己的实现方式，
除非真的迫不得已。如果一定要这么做，那必须认真阅读本章内容，并尽可
能模仿已有的主流实现。在碰到模棱两可的语法解析时，如果可能，不要理
会 RFC 里那些倾向于容忍错误的建议和消极回避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