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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王颉 Ph.D（网络安全）
• 英国拉夫堡大学网络安全博士
• SecZone开源网安创始人之一
• 致力于应用安全与软件安全开发理念和技

术的推广
• OWASP中国副主席
• OWASP中国成都区域负责人
• OWASP+OWASP China (2009-Now)

 OWASP Top 10 2017, 2013, 
2010

 OWASP Secure Coding Practices 
- Quick Reference Guide

 OWASP ASVS
 OWASP Testing Guide
 OWASP Code Review Guide
 ……

https://www.owasp.org/index.php/User:Jie_Wang

https://www.owasp.org/index.php/User:Jie_Wang


关于OWASP
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



O!WASP



www.owasp.o
rg.cn

About OWASP

Every vibrant technology marketplace needs an unbiased source of information on best practices as well as an 

active body advocating open standards. In the Application Security space, one of those groups is the 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 (or OWASP for short). 

The 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 (OWASP) is a 501(c)(3) worldwide not-for-profit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focused on improving the security of software. Our mission is to make software security visible, so that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are able to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OWASP is in a unique position to provide impartial, practical 

information about AppSec to individuals, corporations, universitie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worldwide. Operating as a community of like-minded professionals, OWASP issues software tools and knowledge-

based documentation on application security. 



OWASP全球企业会员
截止时间：2018年12月31日



OWASP全球学术会员

截止时间：2018年12月27日









OWASP权威性
美、欧、日等多个国家的32个政府与行业组织机构引用了OWASP研究成果，形
成近百项国际法规、标准、指南和行业行为准则。

目前，OWASP中国正致力于推进我国有关应用软件安全标准的建设。

https://www.owasp.org/index.php/Industry:Citations#National_.26_International
_Legislation.2C_Standards.2C_Guidelines.2C_Committees_and_Industry_Codes_
of_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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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ASP中国区域分部 现有16个区域分部：
• 北京区域
• 上海区域
• 广东区域
• 广西区域
• 浙江区域
• 江苏区域
• 安徽区域
• 湖北区域
• 四川区域
• 山东区域
• 陕西区域
• 新疆区域
• 海南区域
• 辽宁区域
• 吉林区域
• 黑龙江区域



关于“应用安全”
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



什么是应用安全？



行业认知中的应用安全

安全牛网络安全行业
全景图（2018年7月）



什么是应用安全？（广义）

• Application security encompasses measures taken to improve the security of 
an application often by finding, fixing and preventing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 Different techniques are used to surface such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an applications lifecycle, such as: 
design, development, deployment, upgrade, maintenance.

• 软件开发安全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pplication_softwar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ulnerability_(computer_scienc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ulnerability_(computi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ftware_desig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ftware_developme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ftware_deployme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ftware_upgradi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ftware_maintenance


软件供应链安全/攻击

• 通过软件供应链上任何阶段对软件代码的
恶意行为，影响或破坏最终用户的信息安
全。

需求 设计 编码 测试 部署 运维 消亡
政府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社会公众

商业

图片参考来源：NCSC: Software Supply Chain Attacks



开源软件（源代码）安全

安全缺陷种类：

1、输入验证

2、API使用

3、安全特性

4、并行计算

5、错误和异常处理

6、代码质量

7、封装和隐藏

8、代码运行环境

参考来源：CNCERT风险评估， 2019年1月10日，开源软件源代码安全缺陷分析报告——物联网软件专题



低劣的应用安全是个问题

29%—40%的数据泄露，是由应用安全问题引起的！
——2017年Verizon 数据泄露调查报告



公司在网络安全保障方面高投入，安

全设备、安全人才、SRC，要啥有啥，

为啥还有那么多安全问题？

CEO

企业面临的安全挑战



把安全左移，从软件系统诞生的源头出发！

需求 设计 开发 确认 部署 运维

末端安全
（后端安全）

网络安全运
维和网络安

全管理

企业安全的本质原因



华为2019年1号文件
• 我们要转变观念，追求打造可信的高质量

产品，不仅仅是功能、特性的高质量，也
包括产品开发到交付过程的高质量。

• 我们要从最基础的编码质量做起，视高质
量代码为尊严和个人声誉。

• 我们要深刻理解架构的核心要素，基于可
信导向来进行架构与设计。

• 我们要重构腐化的架构及不符合软件工程
规范和质量要求的历史代码。

• 我们要深入钻研软件技术，尤其是安全技
术。

• 我们要遵守过程的一致性。

• 为此，我们要改变行为习惯，追求精品。
我们要开放透明、积极和勇于揭示问题并
主动推动改进。



编码 发布使用测试

源: Ponemon Institute Research

$80/缺陷修复 $960/缺陷修复 $7,600/缺陷修复

做好应用安全的好处

• 在产品开发过程中，越早修复安全漏洞，
成本投入越低。



如何开展应用安全体系建设？
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



人 流程 工具

如何开展应用安全体系建设？

体系化、工程化



关于产品安全的指导

将产品安全和每一个产品团队融合

安全团队/Security Champions



安全团队的目标

1. 降低部署代码中的漏洞数量；

2. 开发安全的软件；

3. 指导开发团队开发安全的软件；

4. 为企业内部的软件安全开发提供标准化的流程和工
具；

5. 通过评估和度量，证明企业的软件安全能力成熟度。



意识、知识和教育：期望的效果

安全意识

• 基本理解有关
应用安全领域
中最重要的一
些概念。

安全知识

• 解决应用安全
问题的参考信
息；

• 多种开发语言
的安全编码样
例；

• 提供直接的安
全需求。

上手实操

• 帮助开发人员
从安全漏洞利
用（攻击）的
维度理解和掌
握安全意识和
安全知识。



意识、知识和教育



安全意识：OWASP Top 10-2017

A1:2017 – 注入

A2:2017 –失效的身份认证

A3:2017 –敏感信息泄漏

A4:2017 – XML外部实体（XXE） [新]
A5:2017 – 失效的访问控制 [合并]
A6:2017 – 安全配置错误

A7:2017 – 跨站脚本（XSS）
A8:2017 – 不安全的反序列化 [新，来自于社区]
A9:2017 –使用含有已知漏洞的组件

A10:2017 – 不足的日志记录和监控 [新，来自于社区]

https://www.owasp.org/index.php/Category:OWASP_Top_Ten_Project



安全意识：OWASP Automated 
Threat Handbook Web Applications

https://www.owasp.org/index.php/OWASP_Automated_Threats_to_Web_
Applications

Account 
Aggregation 恶
意账户组合

Account 
Creation 账户
创建滥用

Ad Fraud 广告
欺诈

CAPTCHA 
defeat 验证码

破解
Carding 盗刷

Card Cracking 
支付卡破解

Cashing Out 套
利

Credential 
Cracking 凭证

破解

Credential 
Stuffing 凭证收

割确认

Denial of 
Inventory 拒绝

存货

Denial of 
Service 拒绝服

务

Expediting 超速
执行

Fingerprinting 
特征获取

Footprinting 成
分获取

Scalping 投机
交易

Scraping 信息
搜刮

Skewing 重放
Sniping 交易狙

击
Spamming 垃圾

信息
Token Cracking 

凭据破解

Vulnerability 
Scanning 漏洞

扫描

#badbot
s

业务逻辑安全



安全知识：OWASP ASVS

https://www.owasp.org/index.php/Category:OWASP_Application_Security_Verification_Standard_Project

Requirement

V1.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threat modelling 

V11. HTTP security 
configuration 

V2. Authentication V13. Malicious controls 
V3. Session 
management V15. Business logic 

V4. Access control V16. File and resources 
V5. Malicious input 
handling V17. Mobile 

V7. Cryptography at rest V18. Web services
V8. Error handling and 
logging V19. Configuration

V9. Data protection V11. HTTP security 
configuration 

V10. Communications 



CTF平台：OWASP Juice Shop Tool

• 基于JavaScript开发；
• 故意包含大量安全漏洞；
• 包含大量攻击挑战；
• 适用于OWASP Top 10方面的教学；
• 可用作渗透测试和安全扫描工具。

https://www.owasp.org/index.php/OWASP_Juice_Shop_Project



流程和度量：期望的效果

流程

• S-SDLC项目提供了企业落地实
践的关注点；

• 威胁建模项通过样例展示了流
程方法；

• 代码审核项目提供了如何执行
代码审核及关注点；

• 测试指南项目提供了如何执行
安全测试及有关安全漏洞利用
的知识。

度量

• 了解企业当期的软件安全开发
能力成熟度级别；

• 有助于明确企业未来软件安全
开发能力成熟度发展的目标及
提高方法。



流程与度量



流程：OWASP S-SDLC Project
• 由OWASP中国在全球发起和运营
• 一整套软件安全开发生命周期的方法论
• 工具：

– VulHunter（SecZone开源网安）
– OpenRASP（百度）
– “INSIGHT” Platform（宜信）

• Top10：
– S-SDLC落地实践Top 10
– 安全意识Top 10

https://www.owasp.org/index.php/OWASP_Secure_Software_Devel
opment_Lifecycle_Project



OWASP S-SDLC落地实践Top 10
• 企业必须自上而下推行S-SDLC实施，且有相应的组织结构支撑
• S-SDLC要与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相结合
• 建立合适的人员培训体系
• 用度量体系将S-SDLC实施效果可视化
• 产品的安全目标决定S-SDLC的过程
• 威胁模型可以使产品避免大的设计风险
• 安全特性组件化可尽量避免编码漏洞
• 管理第三方软件的风险
• 安全服务化和自动化是实施DevSecOps的基础
• S-SDLC工具链

38

源: https://www.owasp.org/index.php/OWASP_Secure_Software_Development_Lifecycle_Project#tab=S-SDLC_Practices_Top_10



S-SDLC全景图

39
源: http://www.seczone.cn/2018/08/01/s-sdlc%E8%A7%A3%E5%86%B3%E6%96%B9%E6%A1%88v2-0/



流程：Application Threat Modeling

https://www.owasp.org/index.php/Application_Threat_Modeling



流程：OWASP Code Review

https://www.owasp.org/index.php/Category:OWASP_Code_Review_Project

Secure code review methodology
Technical reference for secure code review
HTML5
Same origin policy
Reviewing logging code
Error handling
Buffer overruns
Client side JavaScript
Code review do's and don'ts
Code review checklist
Code crawling



流程：OWASP Testing Guide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of testing
Phases of a test
Configuration and deployment
Identity management testing
Authentication testing
Authorization testing
Session management testing
Input validation testing
Testing for error handling
Testing for weak crypto
Business logic testing
Client side testing
Reporting

https://www.owasp.org/index.php/OWASP_Testing_Project



工具



工具：第三方软件漏洞检测工具

• 识别软件研发项目中第三方软件的已知漏洞；

• 目前支持Java和.Net；
• 可作为OWASP Top 10 2017中“A9:2017-使用含有已知漏洞的组件”的

解决方案。

https://www.owasp.org/index.php/OWASP_Dependency_Check

NVD

Analyzer Dependency List of Vulns

Report

Vulnerabilities?



工具：第三方软件漏洞跟踪工具

• 持续跟踪软件研发项目
中第三方软件的漏洞更
新情况；

• 集成了多个漏洞数据库，
包括：NVD、NPM公众
公告、Sonatype的OSS指
数等。



工具：安全测试工具

https://www.owasp.org/index.php/OWASP_Zed_Attack_Proxy_Project

Browser Web app

• 全球最流行的免费DAST安全工具；

• 可用于渗透测试和手动安全测试。



加入我们！
• 您是否想在AppSec应用安全领域有所成就或崭露头角呢？
• 您是否愿意为应用安全领域的发展贡献一点力量呢？
• 您是否有兴趣在参与、领导一个OWASP中国的研究项目

呢？
• 您所在单位是否想成为OWASP中国的企业级会员单位？
• 您所在单位是否想成为OWASP中国的学术支持单位？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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