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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扫描与嗅探攻防
黑客若要发起入侵攻击，他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首先通过嗅探和扫描等操作来搜
索信息，从而确定目标计算机，以便于准确发动攻击。嗅探和扫描操作可以利用专业的软件工
具来实现，例如 X-Scan、SnifferPro 等。对于用户而言，不仅需要了解黑客扫描和嗅探的原理
和操作，而且还需要了解防范扫描和嗅探的操作方法。

知识要点
·搜集目标计算机的重要信息

·使用 SuperScan 扫描计算机端口

·使用 X-Scan 扫描计算机端口

·使用 Sniffer Pro 捕获网络数据

·防范端口扫描与嗅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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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搜集目标计算机的重要信息
搜索目标主机信息是黑客入侵前必须做的准备工作，而该准备工作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
间。搜索目标主机信息包括获取目标主机的 IP 地址、查看目标主机的地理位置等信息，除此
之外，黑客还可以通过了解网站的备案信息来进行入侵网站的准备工作。

3.1.1

获取目标计算机的 IP 地址

获取目标计算机的 IP 地址包括 3 种，第一种是获取局域网中其他计算机的 IP 地址，第二种
是获取 Internet 中其他计算机的 IP 地址，第三种则是获取指定网站的 IP 地址。其中获取局域网
中目标计算机的 IP 地址则可以利用“Ping+ 计算机名”命令来获取，Ping 命令的使用方法可参
照 1.5.2 节。下面就来介绍一下如何获取 Internet 中其他计算机的 IP 地址和指定网站的 IP 地址。

1．获取Internet中其他计算机的IP地址
若要获取 Internet 中其他计算机的 IP 地址，首先需要与目标计算机建立通信，然后再利
用 NETSTAT -N 命令查看目标计算机的 IP 地址。这里以腾讯 QQ 为例，介绍获取 Internet 中其
他计算机 IP 地址的操作方法。
STEP01：输入 QQ 账号和密码

STEP02：选择通信的好友

01 启动 QQ 程序，输入

02 单击“登录”

打开 Q Q 主界面，选择要聊天的好友，双击其头像

账号和密码。

按钮。

图标。

STEP03：与对方通信交流
在聊天窗口中与对方进行通信交流，等到对方回复
消息即可。

提示：对方必须在电脑上登录 QQ
在使用 QQ 与对方通话时，最好选
择使用电脑登录的 QQ，尽量不要选择
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登录的 QQ，以便
于入侵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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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5：查看对方的 IP 地址

01 按【WIN+R】组合键

02 单击“确定”

输 入 n e t s t a t – n 后 按【E n t e r】 键， 可 查 看

打开“运行”对话框，

按钮。

ESTABLISHED 状态对应的外部 IP 地址，该地址为

输入 cmd 命令。

目标主机的 IP 地址。

提示：利用端口查看目标主机的 IP 地址
当计算机中拥有多个处于 ESTABLISHED 状态的连接时，则需要学会利用端口查看
目标主机的 IP 地址。由于 QQ 通信通常是采用 80 或者 8080 号端口进行通信，当“外部
地址”一栏中显示 80 或者 8080 字样时，则该地址就是要查找的目标 IP 地址。

2．获取指定网站的IP地址
获取指定网站 IP 地址的方法比较简单，只需使用“Ping+ 网站网址”命令即可实现，但
是在使用该命令之前，必须确保计算机已成功连接 Internet。这里以 EPUBHOME 网站（www.
epubhome.com）为例，介绍获取该网站 IP 地址的操作方法。
STEP01：输入 cmd 命令

STEP02：查看指定网站的 IP 地址

01 按【WIN+R】组合键

02 单击“确定”

输入 PING www.epubhome.com 后按【Enter】键，则

打开“运行”对话框，

按钮。

可看见该网站的 IP 地址：116.255.233.175。

输入 cmd 命令。

3.1.2

根据 IP 地址查看地理位置

Internet 中所有计算机的 IP 地址都是全球统一分配的，因此可以通过其中某些计算机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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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IP 地址来查看其对应的地理位置。Internet 中有不少网站服务器收集了 IP 地址数据库，利用
这些网站可以轻松查询指定 IP 地址对应的地理位置。
STEP01：输入外网 IP 地址

STEP02：查看其物理地址

01 在 IE 浏览器地址

02 输入 IP 地

可在页面中看见该 I P 地址对应的物理地址。需要

栏中输入 www.ip.cn

址后单击“查询”

注意，该网站每日只提供 100 次查询机会。

后按【Enter】键。

按钮。

提示：了解其他查看地址位置的网站
Internet 中提供了大量通过输入 IP 地址查看其地址位置的网站，除了本节中介绍的
http://www.ip.cn/ 网站之外，还有 http://ip.chinaz.com/ 和 http://www.ip138.com/ 两个网站。

3.1.3

了解网站备案信息

在 Internet 中，任何一个网站在正式发布之前都需要向有关机构申请域名，申请到的域名
信息将会保存在域名管理机构的数据库服务器中。并且域名信息常常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
对其进行查询，这些信息统称为网站的备案信息。这些信息对于黑客来说就是有用的信息，利
用这些信息可以了解该网站的相关情况，以确定入侵攻击的方式和入侵点。
STEP01：打开腾讯首页

STEP02：选择经营性网站备案信息

启 动 I E 浏 览 器， 在 地 址 栏 中 输 入 h t t p : / / w w w .

拖动右侧的滑块至最底部，然后在页面底部单击

qq.com/ 后按【Enter】键，打开腾讯首页。

“经营性网站备案信息”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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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转至新的页面，此时可看见腾讯网站的基本情况
和网站所有者情况。

提示：网站所有者情况
在腾讯网所有者情况中，除网站注
册标号、注册号、名称和住所外，还包
括注册资本、企业类型、经营范围和法
定代表人姓名。

3.2 扫描目标计算机的端口
由于端口是当前计算机与外界的通道，因此黑客一旦锁定目标计算机，便会扫描该计算
机中已开放的端口，从而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扫描目标主机的端口通常采用一些特定的软
件，例如 SuperScan 和 X-Scan，它们都是比较有名的端口扫描软件。

3.2.1

认识端口扫描的原理

在扫描端口之前，用户有必要了解端口扫描的原理。简单地说，端口扫描的原理就是利
用数据包来分析目标计算机的响应，从而得到目标计算机的端口开放信息和系统内存在的弱点
信息。
端口扫描是指在本地计算机中向目标计算机所有的端口发送同一信息，然后根据返回的
响应状态来判断目标计算机中哪些端口已打开、哪些端口可以被使用。
目前最常见的是利用扫描软件来扫描端口，这些软件通常又被称为“端口扫描器”。端口
扫描器向目标计算机的 TCP ／ IP 服务端口发送探测数据包，同时记下目标计算机的响应情况，
从而收集到大量关于目标计算机的各种有用信息，包括是否有端口处于监听功能、是否允许匿
名登录、是否有可写的 FTP 目录以及是否能用 Telnet 等。

3.2.2

使用 SuperScan 扫描计算机端口

SuperScan 是由 Foundstone 开发的一
款免费的端口扫描软件，该软件的功能十
分强大，与许多同类软件相比，该软件既
是一款入侵软件，又是一款网络安全软
件。利用该软件可以随意地扫描指定端
口，并且附带有简单的端口信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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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uperScan 扫描计算机端口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扫描指定 IP 地址范围内计
算机的端口，第二种是扫描目标计算机的端口信息。

1．扫描指定IP地址范围内的计算机端口
当用户扫描端口没有特定目的，只为了解目标计算机的一些情况时，可以选择扫描指定
IP 地址范围内计算机的端口。选择该方式扫描端口会对计算机造成一定的影响，从而引起对
方的警觉。
STEP01：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SuperScan

STEP02：添加 IP 地址范围

01 在桌面上右击

02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

01 输入起始和

02 输完后单击转到

SuperScan 快捷图标。

中单击“以管理员身份

结束 IP 地址。

按钮 。

运行”命令。

STEP03：开始扫描

STEP04：查看扫描的结果

01 选中添加的 IP 地址

02 单击开始按钮开始

01 扫描后可见该 IP

02 单击 View HTML

范围所对应选项。

扫描。

范围中活动计算机的

Results 按钮。

IP 地址和开放端口。

第3章

扫描与嗅探攻防

49

STEP05：查看计算机端口信息
可在网页中看见 SuperScan 的扫描结果，包括扫描
出的计算机 I P 地址、主机名等信息以及该计算机
中开放的端口。

提示：关闭防火墙
若 要 确 保 SuperScan 正 常 运 行， 用
户需要在使用该软件之前关闭防火墙。

2．扫描目标计算机端口
黑客一般喜欢通过使用扫描目标计算机端口的方式来了解目标计算机中开放的端口，通
过这种扫描方式可以获取更多的端口信息，以便于选择入侵的方式。SuperScan 提供了扫描目
标计算机的功能，需要注意：扫描目标计算机端口前需调整主机和服务器扫描设置。
STEP01：添加地址屏蔽请求

STEP02：TCP ／ UDP 端口扫描设置

01 切换至 Host and

02 勾选 Address

01 设置扫描 1 ～ 200

02 设置扫描 1 ～ 200

Service Discovery

Mask Request

号 UDP 端口。

号 TCP 端口。

选项卡。

复选框。

提示：查找目标计算机的４种方式
在 Host and Service Discovery 选项卡中，SuperScan 提供了 4 种查找目标计算机（Host
Discovery）的方式，分别是 Echo Request（重复请求）
、Timestamp Request（时间戳请求）
、
Address Mask Request（地址屏蔽请求）和 Information Request（消息请求）。需要注意的是 ：
选择的方式越多，则扫描所花费的时间也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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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3：添加目标计算机

STEP04：开始扫描

01 切换至 Scan

02 输入目标计算机 IP

01 选中添加的目标

02 单击开始按钮开始

选项卡。

地址后单击转到按钮。

计算机 IP 地址。

扫描。

提示：定位目标计算机 IP 地址的两种方法
在 SuperScan 中定位计算机 IP 地址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在 Hostname/IP 右侧输入
IP 地址后单击转到按钮，第二种是输入相同起始和结束 IP 地址后单击转到按钮。
STEP05：查看简单的扫描结果

STEP06：查看详细的扫描结果

01 在主界面中查看

02 单击 View HTML

在网页中可查看详细扫描结果，包括 I P 地址、主

简单扫描结果。

Results 按钮。

机名及开放的端口等信息。

提示：SuperScan 的其他常用功能
SuperScan 除了提供基本的端口
扫描功能之外，还提供了主机名 /IP
地址互换、Ping 命令等功能，利用这
些功能可快速获取目标主机的相关信
息和查看本地计算机是否与目标计算
机相连。在 SuperScan 主界面中切换
至 Tools 选项卡，输入目标计算机的 IP 地址，单击 Hostname/IP Lookup 按钮可查看该 IP
地址的主机名，单击 Ping 按钮可查看本地计算机是否与目标计算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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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X-Scan 扫描计算机端口

X-Scan 是一款国内非常著名的综合扫描器之一，该软件完全免费并且无需安装。X-Scan
采用多线程方式对指定 IP 地址段（或者单机）进行安全漏洞扫描，并且把扫描到的漏洞和安
全焦点网站相连接，风险评估每个漏洞并提供扫描漏洞和扫描溢出程序，便于管理人员修复漏
洞。当使用 X-Scan 扫描指定 IP 地址段（或者单机）时，还可以扫描出它们各自开放的端口，
这同样是一种潜在的漏洞。
从霏凡软件网、华军软件网等网站中下载 X-Scan 后，便可将其解压到本地计算机中，双
击 xscan_gui.exe 文件后便可启动 X-Scan，打开如下图所示的 X-Scan 主界面。
利用 X-Scan 扫描端口需要分两个阶
段进行操作，第一个阶段是设置扫描参
数，包括设置指定阶段的 IP 地址、扫描
需要加载的插件等 ；完成扫描参数的配置
后便可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开始扫描，扫
描后便可从扫描结果中查看指定 IP 地址
段（或者单击）所开放的端口以及存在的
漏洞等。下面就介绍具体的操作步骤。
STEP01：单击“扫描设置”命令

STEP02：单击“示例”按钮

打开 X - S c a n 主界面，在菜单栏中依次单击“设

弹出“扫描参数”对话框，在右侧单击“示例”按

置”>“扫描设置”命令。

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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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3：查看 IP 地址格式示例

STEP04：输入 IP 地址范围

在“示例”对话框中查看有效和无效的 I P 地址格

返回“扫描参数”对话框，输入待检测主机所对应

式，单击“确定”按钮。

的指定 IP 地址范围。

STEP05：设置扫描模块

STEP06：设置并发扫描

01 单击“全局设置”>
“扫描模块”选项。

02 选择本次扫描要加

01 单击“并发

02 设置最大并发主机和

载的插件，然后单击

扫描”选项。

线程数量及各插件最大并发
线程数量。

“全选”按钮。

STEP07：设置扫描报告

STEP08：启用跳过没有响应的主机

01 单击“扫描

02 设置扫描后的报告

01 单击“扫描

02 启用“跳过没有

报告”选项。

文件名称和类型。

报告”选项。

响应的主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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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0：单击“开始扫描”命令

01 依次单击“插件

02 设置待扫描的目标

单击“确定”按钮返回 X - S c a n 主界面，在菜单栏

设置”>“端口相关

计算机端口及对应的

中依次单击“文件”>“开始扫描”命令。

设置”选项。

扫描方式。

STEP11：正在加载数据

STEP12：查看扫描信息

弹出扫描提示窗口，提示用户 X - S c a n 正在加载漏

01 在顶部可看见主机、

02 在底部可看见

洞检测脚本，耐心等待其加载完毕。

累计时间等扫描信息。

扫描出的漏洞、错误
信息等。

STEP13：单击“检测报告”命令

STEP14：选择扫描报告

在菜单栏中依次单击“查看”>“检测报告”命令。

01 在“扫描报告”对话框

02 单击“确定”

中选择扫描报告。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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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5：查看扫描结果

此时可在打开的网页中看见所扫描的指定 I P 地址
段中的存活主机、漏洞数量、警告数量以及提示数
量等信息。

提示：利用 X-Scan 查询指定 IP 地址对应的主机名
X-Scan 不仅具有扫描指定计算机端口的功能，而且还提供了查询指定 IP 地址对应主
机名的功能。A 在 X-Scan 主界面菜单栏中单击“工具”>“物理地址查询”命令，弹出“工
具”对话框，B 输入 IP 地址，C 单击“查询物理地址”后可看见该 IP 地址对应的主机名。

3.3 嗅探网络中的数据包
嗅探是指窃听网络中流经的数据包，这里的网络一般是指用集线器或路由器组建的局域
网。通过嗅探并解析数据包，便可知晓数据包中的信息，一旦含有账户密码等隐私信息就可能
造成个人资金的损失。本节就来介绍黑客嗅探数据包所使用的软件以及相关操作。

3.3.1

认识嗅探的原理

嗅探数据包无法通过输入命令来实现，需要使用专业的嗅探工具。嗅探的原理是指让
安装了嗅探工具的计算机能够接收局域网中所有计算机发出的数据包，并对这些数据包进
行分析。
在局域网中，数据包会广播到所有主机的网络接口，在没有使用嗅探工具之前，计算机
的网卡只会接收发给自己的数据包，但是在安装了嗅探工具之后，计算机则能接收所有流经本
地计算机的数据包，从而实现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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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探工具不仅适合黑客使用，而且也适合网络管理员和网络程序员使用。对于黑客来说，
使用嗅探工具可以监听到网络中所有的数据包，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包来达到盗取他人隐私信息
的目的 ；而对于网络管理员和网络程序员来说，利用嗅探工具则是用于找出网络堵塞的原因或
者调试程序。

3.3.2

使用 Sniffer Pro 捕获并分析网络数据

Sniffer Pro 是一款功能十分强大的嗅探工具，它曾享有“看不见的网管专家”之美誉。该
软件可以用来监控局域网，以确保局域网的正常持续运转，同时也可以捕获网络中的数据包并
对数据包进行分析。
STEP01：选择定义过滤器

STEP02：定义地址

启动 Sniffer Pro，在主界面中单击“监视器”>“定

01 设置地址类型为

02 设置位置 1 为

义过滤器”命令。

Hardware，模式为

00E0621E40FD, 位置 2

“包含”。

为“任意的”。

STEP03：定义可用到的协议

STEP04：定义缓冲属性

在“高级”选项卡下选择可用到的协议，例如选择

01 在“缓冲”选项卡

02 单击“确定”

TCP 和 UDP 协议。

下定义缓冲属性。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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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5：开始捕获数据

在 S n i f f e r P r o 主界面中单击“捕获”>“开始”
命令。

STEP06：查看捕获的数据

01 单击“Object”>

02 双击要查看的报文。

“Connection”选项。

STEP07：查看数据内容
此时可在界面中看见该数据包的协议、站点、I P
地址以及端口等信息。

提示：切换至 Object 选项卡查看信息
除了通过双击指定报文来查看其详
细信息之外，还可以在选中报文后切换
至 Object 选项卡后查看。

3.3.3

使用“艾菲网页侦探”嗅探浏览过的网页

“艾菲网页侦探”是一个 HTTP 协议的网络嗅探器、协议分析器和 HTTP 文件重建工具。
它可以捕捉局域网内含有 HTTP 协议的 IP 数据包并对其进行分析，找出符合过滤器的那些
HTTP 通信内容。用户可以通过该工具查看网络中其他用户都在浏览哪些网页，这些网页的内
容是什么。
STEP01：启动“艾菲网页侦探”

STEP02：单击 Options 命令

双击桌面上的 EffeTech HTTP Sniffer 快捷图标，

打开“艾菲网页侦探”主界面，在菜单栏中单击

启动“艾菲网页侦探”。

Sniffer>Options 命令。

第3章

STEP03：设置嗅探内容

STEP04：设置嗅探范围

弹出 Options 主界面，在 Content 选项组中设置嗅

01 在 Computer 中

探的内容。

设置嗅探的范围。

STEP05：开始嗅探

STEP06：查看指定的信息

返回“艾菲网页侦探”主界面，在菜单栏中依次单

01 右击信息选项。

击“Sniffer”>“Start”命令。

扫描与嗅探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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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单击 OK 按钮。

02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
单击 View details 命令。

STEP07：查看基本信息

STEP08：查看网页内容

弹出对话框，在 D e t a i l 选项卡下可看见基本信息

切换至 Content 选项卡，可在界面中看见所选计算

和数据包列表。

机浏览过的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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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防范端口扫描与嗅探
端口扫描与嗅探都是黑客经常采用的招数，其目的是定位目标计算机和窃取隐私信息。
为了确保自己计算机的安全，用户需要掌握防范嗅探与端口扫描的常见措施，保障个人隐私信
息的安全。

3.4.1

掌握防范端口扫描的常用措施

防范端口扫描的常见措施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关闭闲置和有潜在危险的端口，第二种则
是利用防火墙屏蔽带有扫描症状的端口。

1．关闭闲置和有潜在危险的端口
对于黑客而言，计算机的所有端口都有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也就是说计算机所有对外
通信的端口都存在潜在的威胁，为了不影响系统的运行和某些应用软件的使用，用户需要将一
些系统必需的通信端口服务开启，例如访问网页所需要的 HTTP 服务（80 号端口）、QQ 服务
（4000 号端口）等，关闭端口对应的服务也就意味着关闭端口。

2．利用防火墙屏蔽带有扫描症状的端口
防火墙的工作原理是：防火墙首先检查每个到达本地计算机的数据包，在该数据包被系统
中的任何软件识别之前，防火墙可以拒绝接收该数据包，同时也可以禁止本地计算机接收外网
传入的任何数据包。当第一个请求建立连接的数据包被本地计算机回应后，一个“TCP ／ IP
端口”被打开 ；此时对方就可以开始扫描本地计算机的端口信息，在扫描的过程中，对方计算
机不断和本地计算机建立连接，并逐渐打开各个服务对应的“TCP ／ IP 端口”以及闲置的端
口。此时防火墙经过自带的拦截规则进行判断，就可以知道对方是否正在进行端口扫描，一旦
确认对方正在扫描本地计算机的端口，则将直接拦截对方发送过来的所有扫描需要的数据包。
用户在安装网络防火墙之后，应检查它们所拦截的端口扫描规则是否被选中，否则它会
放行端口扫描，只是在日志中留下信息而已。

3.4.2 利用瑞星防火墙防范扫描
瑞星防火墙是一款功能强大的防火墙，该软件具有强大的网络攻击拦截能力和恶意网站
拦截功能。除此之外，通过开启瑞星防火墙的网络数据保护功能，可以防范当前计算机被他人
恶意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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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1：选择网络防护

STEP02：开启网络数据保护功能

启动瑞星个人防火墙，在其主界面中单击“网络防

单击网络数据保护选项，然后单击“开启”按钮，

护”按钮。

开启该功能。

STEP03：单击“设置”选项

STEP04：启用端口隐身功能

在瑞星个人防火墙主界面的右上角单击“设置”选

01 展开网络数据保护，

02 单击“确定”

项。

启用端口隐身功能。

按钮。

3.4.3

了解防范嗅探的常用措施

实际上，在局域网中很难发现嗅探，因为嗅探根本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因此用户就有
必要了解防范嗅探的常用措施。防范嗅探的常用措施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对传输的数据进行
加密；第二种是采用安全的拓扑结构。

1．加密传输的数据
对传输的数据进行加密是指在传输数据前对数据进行加密，待到对方接收数据后再进行
解密。这样一来，即使该数据被他人嗅探，由于不知道解密密码也无法得到可以利用的信息。
传统的 TCP ／ IP 协议并没有采用加密的方法来对数据进行传输，即都是以明文的方式进行传
输。因此若想彻底解决传输的数据被嗅探的问题，则需要通过安装补丁来增强 TCP ／ IP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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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用安全的拓扑结构
由于嗅探工具只能在当前网络段中捕获数据，因此若将网络段分得越细，那么嗅探工具
能够收集到的信息就越少。在网络中，有 3 种网络连接设备是嗅探工具无法跨越的 ：交换机、
路由器和网桥。只需要灵活使用这些设备，就能够有效地防范嗅探。在网络中使用交换机来连
接网络，能够避免数据的广播，即避免让网络中的任意一台计算机或服务器接收到任何与之不
相关的数据。
对网络进行分段，可以通过在交换机上设置 VLAN 来实现，分段后网络就能自动隔离不
必要的数据传送，从而有效地防范了嗅探。
无论是哪种嗅探方式，Sniffer 工具一般是在入侵者成功侵入目标计算机后才会使用该工具
来收集有用的数据和信息，因此防范系统被入侵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所在。网络管理员一定
要定期对自己负责管理的网络进行安全测试，以便及时地发现和防止安全隐患，做到早发现早
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