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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索病毒今又来

用什么保卫我们的电脑
□记者 邵洋洋

核心提示 丨 6月28日早上，在一家跨国传播集团北京公司
工作的任女士来到公司，跟往常一样打开办公桌上的电脑，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就在电脑开机的过程中，一个全是红色英文字体的界面闪入她的眼帘。“Send $300
worth of Bitcoin to following address……”

对于这个场景，任女士并不陌生。在上个月中旬，一款名为“WannaCry”的勒索蠕虫病毒爆发，在短短的几
个小时内，就攻陷了近百个国家的数十万台计算机设备，在我国，也有数万家机构的计算机设备受此影响。

虽然在上次勒索病毒侵袭中，任女士所在公司的计算机设备“逃过一劫”，但这次，他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这些勒索病毒是怎么产生，又是如何传播的”“有没有相应的预警措施，可以预防计算机受这些病毒的感染”“个人的信息安全应当如何保障”。
这些疑问，开始出现在包括任女士在内的许多人的脑海里。

“6月27日就有不少新闻
推送了众多跨国企业遭受勒索
病毒感染的消息。”任女士说，
由于其所在的企业在业内的知
名度很高，所在公司电脑“不幸
中招”的消息流传出来以后，传
播得非常广。与其所在公司在
同一个名单中出现的，还有俄
罗斯国家石油公司(Rosneft)、
乌克兰银行等世界知名跨国企
业。

各个新闻机构推送的消息
表示，包括任女士在内的众多
公司员工被告知关掉他们的电
脑并且不要使用WiFi。

任女士所在北京公司的办
公区域内，也贴上了一则由公
司发出的风险提示。“公司正在

遭受新一轮针对Windows系
统的病毒攻击，Mac 用户或
iPhone 和 Andriod 用户应该
没有影响。”该提示还列出了三
点要求。

一是要求公司员工，立即
将机器从公司网络里断开，包
括 WiFi；二是不要尝试通过
VPN链接公司的网络；三是可
以通过 iPhone 和 Andriod 手
机来收发邮件。“我们会尽快提
供进一步的消息。”这则提示
说。

任女士所在企业遭受的感
染病毒，是一款名为“Petya”的
勒索病毒。病毒锁定了计算机
并要求用户支付价值300美元
的加密数字货币以解锁电脑。

而就在不久前，同样身为
勒索病毒的“WannaCry”袭扰
了众多国家和机构的计算机设
备。据称，全球有近百个国家
遭遇了此次病毒攻击，24小时
内监测到的攻击次数超过10
万，而在国内，重灾区是校园系
统、医疗系统、能源行业，以及
公安办事系统。

不同的是，“WannaCry”勒
索病毒则要求感染者在72小时
内支付价值 300 美元的比特
币，才能将受感染的设备解锁。

“从开始受到勒索病毒的感
染后，这个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
得到解决。”任女士说，公司目前
正在与勒索方进行交涉，但交涉
情况如何并不得而知。

据公开报道显示，最初俄
罗斯和乌克兰的80多家公司受
到Petya病毒的影响，“俄罗斯
和乌克兰的机构受影响最严
重。”卡巴斯基的分析师表示。

据卡巴斯基实验室的消
息，俄罗斯和乌克兰被攻击次
数最多，其他被攻击者分布在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
和美国等国。

全球大型油企——俄罗斯
国家石油公司周二在一份声明
中表示，系统遇到“严重问题”，

但补充道，由于公司已转换到
备用系统，因此石油生产未受
影响。

乌 克 兰 副 总 理 Pavlo
Rozenko称，政府电脑网络宕
机，国营配电公司等运作中断；
俄罗斯央行表示，银行IT系统
有被感染的个案。消费金融服
务商捷信集团(Home Credit)
不得不暂停客户操作。

此外，世界上最大的集装
箱承运公司马士基集团表示，
客户无法使用其在线预订工

具，内部系统也宕机。马士基
旗下的APM Terminals多个
终端遭遇系统问题，包括美国
东海岸最大的港口纽约和新泽
西港以及欧洲最大的海港荷兰
鹿特丹。

通过搜索引擎进行检索，
上述这些信息，数量庞大，也可
想见，此次受到感染的用户群
体之众。不过，在国内，目前还
未有“Petya”勒索病毒大面积
爆发的消息爆出。

影响 勒索病毒席卷而来，诸多大公司未能幸免

释疑 勒索病毒今又来，它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些勒索病毒中包括代号
为“永恒之蓝”(Eternal Blue)
的病毒，网络安全专家普遍认
为它是从美国国安局窃取而
来，而且也用在上月“Wanna-
Cry”勒索病毒攻击案。

该勒索病毒通过加密硬盘
(硬碟)驱动器和篡改文件，来瘫
痪使用微软旗下Windows系
统的电脑，并要求支付300比
特 币 才 解 锁 电 脑 。 根 据
blockchain.info所列出的交易
公开记录，有超过30名受害者
已经向与攻击行动有关的比特

币账户进行了支付。微软称，
该病毒可能透过漏洞进行传
播，不过在Windows系统安全
更新中已经打了补丁。

研究人员称，这次攻击可
能 借 用 了 之 前“Petya”和

“GoldenEye”等勒索软件的恶
意代码。

安全专家称，预计影响比
“WannaCry”小一些，因为很多
电脑在上月“WannaCry”攻击
之后通过Windows更新打上
补丁，保护他们不受使用Eter-
nal Blue代码的攻击。

有安全企业表示，病毒作
者很可能入侵了乌克兰的专
用会计软件me-doc，来进行
最原始的传播。由于me-doc
是乌克兰官方要求使用的报
税软件，因此乌克兰的大量基
础设施、政府、银行、大型企业
都受到攻击，其他国家与乌克
兰有关联的投资者和企业也
受到攻击。这也展示了此次
勒索病毒变种的一个特征：针
对有报税需求的企业单位进
行攻击，十分符合勒索病毒的
牟利特点。

6月28日，国家网络与信
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发布了一
则紧急通报，对“Petya”勒索病
毒的感染路径进行了披露。

通报表示，此次病毒爆发
使用了已知的Office/word-
pad 远 程 执 行 代 码 漏 洞
（CVE-2017-0199），通过伪
装成求职简历电子邮件进行传
播，用户点击该邮件后释放可
执行文件，病毒在成功感染本
机后形成初始扩散源，再利用
永恒之蓝漏洞在内网中寻找打
开445端口的主机进行传播，
使得病毒可以在短时间内呈爆
发态势，该病毒在感染后写入
计算机的硬盘主引导区，相较
普通勒索病毒对系统更具有破
坏性。

针对上述情况，请广大计
算机用户采取以下紧急措施：

一是及时更新操作系统补
丁；

二是更新Microsoft Of-
fice/wordpad远程执行代码漏
洞（CVE-2017-0199）补丁；

三是禁用Windows系统
下的管理控件WMI服务。

对于那些已感染病毒的机
器，应做到立即断网，避免进一
步传播感染。

此外，相比上次“Wanna-
Cry”勒索病毒出现时，众多信
息安全企业反应滞后，应对无
力的情况，此次勒索病毒事件
爆发后，国内的信息安全企业
在应对此类病毒袭击时的表
现，则有了不少进步。

6月28日早间，国内安全
企业360发布消息称，360也
已连夜推出升级版免疫工具，
可全面封堵病毒传播途径，电
脑开启360安全卫士就能自动
拦截病毒，不会被病毒感染。

360公司称，今年 5月的
WannaCry病毒仅会加密用户
文件，电脑仍可以使用。而
Petya勒索病毒变种则会感染
电脑的磁盘引导区，导致用户
系统无法正常启动，并强制在
电脑屏幕上显示勒索信息。

“由于病毒制作者的勒索
邮箱账户已被关闭，即使支付
赎金也无法恢复文件。”360提
醒已感染该病毒的用户不要支
付赎金。

在接连两个月内，连续爆
发了两起全球范围内的病毒攻
击事件，影响范围之广，受感染
计算机设备数量之多，十分罕
见。

相信很多人此时会想起
10年前那场侵袭整个互联网
世界的计算机病毒感染事件，
在那起事件中，主角是一款名
为“熊猫烧香”的蠕虫病毒。

由于中毒电脑的可执行文
件会出现“熊猫烧香”图案，

“熊猫烧香”病毒由此得名。“熊
猫烧香”病毒于2006年 11月
中旬被发现，2007年1月开始
大面积爆发。在接下来的时间

里，这款蠕虫病毒侵袭了国内
的数百万台计算机设备。

直到 2007年2月，“熊猫
烧香”电脑病毒制造者李俊在
武汉被公安机关抓获，这款蠕
虫变种病毒才被彻底绞杀。

在不少人的印象里，这也
是蠕虫病毒第一次如此大规模
爆发，也给众多的中国人上了
重要的关于计算机安全的一
课。

只是没想到，在10年后的
今天，病毒感染事件再次以类
似的形式重新出现在大家的面
前，而网络安全这一课，还远未
结束。

遭遇 电脑“染”上勒索病毒，公司发布风险提示

应对
国内安全机构反应提速，如何应对看这里

延伸
教训这么多，你还记得那年的“熊猫烧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