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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公司简介



核⼼心团队由具备资深⼯工作经验的信息安全专业⼈人才组成，团队成员在信息安全领域的平均⼯工作年年限超过10年年，涉

及技术领域涵盖：软件安全、渗透测试、信息安全⼈人才培养、计算机取证调查及应急响应、等保测评等安全服务

关于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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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海市信息安全⾏行行业协会理理事单位

上海海市⽹网络与信息安全优秀服务推荐单位 2016年年上海海市信息安全优秀服务示范案例例

上海海市信息安全⾼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副主任单位

上海海市信息安全职业教育专委会副主任单位

上海海市信息安全技能竞赛－技术挑战赛承办单位

国家⼋八六三信息安全产业（东部）基地优秀合作单位

上海海市信息安全教育培训优秀教学团队

张江⾼高科895创业营优秀企业

企业背景



我们致⼒力力于

提供完善的安全⼈人才培养解决⽅方案 提供更更加全⾯面的信息安全服务

教育和培训领域：21个技术领域（2个实训室产品、200+视频、1000+攻防实验、10+教材）

为⾼高校和企业训练信息安全攻防战⼠士，已为社会培养信息安全⼈人才1500多名实战⼈人才

应⽤用安全测试领域：共计为客户发现1000多个⾼高危漏漏洞洞，5000多个中低危漏漏洞洞



Part 02 产品介绍



2.1 信息安全服务



安全服务团队中由多位⼗十年年以上经验

⾼高级安全研究⼈人员带领，曾服务过多

家银⾏行行、⾦金金融、保险、教育、政企⾏行行

业，挖掘多个重⼤大⾼高危漏漏洞洞，获得客

户⼀一致好评

基于多个业界公认标准提供安全服务，使数

据结果更更有理理有据，规避潜在⻛风险，主要参

考标准：OWASP Top 10、Testing Guide、

SAMM、ASVS、Mobile Top 10，PTES等

贴合业务需求，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完美覆盖企业安全⽣生命周期，主要包

括：威胁情报共享、通⽤用漏漏洞洞检测&

修复、应急演练⽀支撑、应急响应等

专业标准专业团队 专业响应



全⾯面&可靠的企业安全服务

安全测试

渗透测试
众测&私密模式

移动app安全测

loT及智能设备安全测试

脆弱性评估
（应⽤用程序&⽹网络） 源码审计

APT安全测试 红蓝军攻防演练



安全培训 安全意识 安全开发 安全测试

安全咨询

⻛风险评估 应⽤用架构安全分析 安全开发、安全编码咨询

安全开发流程（SDL) 体系构建咨询

其他

漏漏洞洞预警 应急响应 SRC托管

⽹网络安全保险 等级保护 安全实训平台

全⾯面&可靠的企业安全服务



漏漏洞洞⽣生命周期管理理

全业务测试 测试结束 修复阶段 迭代版本测试 复测结束 复测修复

⾸首轮测试 迭代测试 周期管理理测试

修复成功

修复不不成功

修复成功

修复成功

修复不不成功

修复不不成功

全⽅方位测试得出报告



全⾯面&深度安全测试

测试范围覆盖全⾯面

测试内容深⼊入

测试场景多样化

测试范围

Web⽹网站、  系统、应⽤用
移动应⽤用、APP (Android& iOS)智能硬件设备、

⾃自助终端系统

基于技术层⾯面漏漏洞洞

OWASP TOP 10，CVE TOP 25 :身份认证与授权，访问控制,  
数据输⼊入/输出验证，安全配置,  传输层安全,  XSS,  CSRF，  SQL注⼊入等

基于业务场景漏漏洞洞

⽀支付业务:交易易数据泄漏漏、信⽤用卡信息泄漏漏、数据篡改等攻击
个⼈人账户:账户盗⽤用，越权查询敏敏感信息，  ⾃自助缴费，转账汇款

移动APP应⽤用漏漏洞洞，导致的恶意交易易，数据修改、终端数据泄漏漏等异常⾏行行为



服务输出结果

不不仅发现问题，更更注重解决问题

问题描述 漏漏洞洞分析 修复建议 样例例代码 问题追踪

漏漏洞洞复测输出测试报告(技术 与管理理版)总结培训 总结培训

服务贯穿于整个产品开发⽣生命周期



安全服务流程示例例——⻛风险评估

豌⾖豆科技所有安全⻛风险评估项⽬目遵循《GB/T 22984-2007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范围》标准内容

初步沟通
信息采集

资产识别

威胁识别

脆弱性识别

业务识别

已有安全措施确认 ⻛风险计算 是否接受⻛风险
选择适当的控制措施
并评估残余⻛风险

是否接受残余⻛风险 实施⻛风险管理理

⻛风险分析

否

是是

否

准备阶段 识别阶段 分析阶段 处置阶段



安全服务流程示例例——渗透测试

IP、⽹网络设备、安全设备、操作系统、DNS、 ⼆二级域名、

邮件地址列列表、搜索引华、SNS、Wifi、⻔门禁、等…

⽹网络设备漏漏洞洞、安全设备洞洞洞洞、操作系统漏漏洞洞、应⽤用漏漏洞洞、配置错误、

默认配置⽂文件、应⽤用系统弱⼝口令、操作系统弱⼝口令、Wifi弱⼝口令、等…

xday漏漏洞洞利利⽤用、账户暴暴⼒力力破解、中间⼈人劫持、 应⽤用漏漏洞洞利利⽤用、WebShell、

系统权限提升、Wifi渗透测试、内⽹网权限扩散、善意⽊木⻢马病毒、等…

U盘攻击、礼品赠送活动、仿冒⽹网站、⽹网络钓⻥鱼、

⻥鱼叉攻击、电话欺骗、邮件欺骗、等....

信息搜集 漏漏洞洞探测

模拟攻击 社⼯工欺骗



Web安全检测: 《OWASP Top10》测试标准，⼯工具⾃自动化
+⼈人⼯工测试，除SQL注⼊入、XSS等常⻅见问题，可有效发现⽂文
件上传、权限绕过等逻辑型漏漏洞洞

移动安全检测: 《OWASP MobileTop 10》
测试标准，⼈人⼯工发现APP客户端逆向、信息
泄露露、代码执⾏行行等安全漏漏洞洞;以及APP Web 
API接⼝口安全漏漏洞洞

威胁建模：不不同业务场景建模，针对业务模式进⾏行行测试，
例例如:电商业务模型、游戏业务模型、⽀支付业务模型等

安全服务流程示例例——应⽤用安全



⾼高质量量测试模型——在线⽀支付平台

• 并发有效性
• 多因素认证有效性
• 暴暴⼒力力破解限制(Username &Password纬度)
• 图形验证码有效性
• 明⽂文传输保密性

• 购物⻋车模块权限测试(查看、收藏、删除修改等越权)
• 订单CSRF漏漏洞洞测试

• 个⼈人信息权限测试(查看、删除、修改等越权) 
• SQL注⼈人型测试
• 跨站挂⻢马测试

• 银⾏行行⽀支付⽹网关测试(积分、⾦金金钱、订单号等信息)
• 商品数量量、价格、积分数有效性测试
• 传输安全 (跳转校验、数据包完整性校验)

• 恶意评价测试(跨站攻击、刷单评价)
• 订单越权测试(查看、删除、修收等越权)

User Web
DB操作未加锁

提现10000
use账号余额-5000

并发请求1 提现5000

并发请求2 提现5000

登陆模块
漏漏洞洞完觉

商户模块 结算模块

⽀支付模块

订单模块



⾼高质量量测试模型——移动APP类

• 登录凭证不不安全数据存储  (SQLite明⽂文存储)
• 逆向分析(反编译，反汇编，动态分析)登录模
块实现机制，测试APP登录加密算法实现

• 本地实现不不当的安全加密(加密
• 密钥泄露露，不不安全加密算法)
• 登录界⾯面Activity劫持
• 登录凭证窃取(Content Provider权限设置不不
当)

• 敏敏感信息明⽂文传输
• 弱加密传输
• ⽆无效SSL证书
• 忽略略SSL证书异常， 中间⼈人劫持
• 常⻅见Open SSL安全测试 (poodle攻击，

Heart bleed攻击等) 
• 请求与响应完整性检查

• 订单越权查询
• 订单⽤用户信息泄露露
• 订单表单SQL注⼊入，XSS攻击
• ⽀支付⾦金金额篡改
• 积分逻辑问题
• 恶意评价商品
• 恶意刷单
• 越权订单收藏，删除，修改
• ⽀支付请求并发测试
• 篡改正常⽀支付业务流程
• 外挂抢红包

登录模块 传输模块 ⽀支付模块



安全服务流程示例例——等保测评

系统定级 系统备案 安全建设整改 等级测评 安全⾃自查与监督检查

定级咨询服务
⻛风险评估服务
差距分析服务

安全规划与整改⽅方案
设计服务

整改集成
服务实施

协助测评
服务

安全运维
服务

系统调查
系统定级
定级报告
专家评审
协助备案

评测准备
⽅方案编制
现场评估
报告编制

安全需求分析
安全策略略设计
解决⽅方案设计
安全建设规划

技术整改
管理理整改
安全加固
安全培训

评测准备
协助评测

安全巡检
应急响应
安全通告
售后服务



历史漏漏洞洞情况

是否已经实施安全编码规范

是否已经实施上岗前安全培训

主要开发语⾔言，以及上线后防护策略略

待审计源代码与上线业务系统的关联深度

客户期望效果？等等

安全服务流程示例例——代码审计

利利⽤用⼯工具遍历输⼊入输出点

阅读源代码，根据特点编写测试策略略和规则

跟踪代码执⾏行行流程，发现常⻅见的安全问题

威胁建模，识别更更多代码缺陷

UAT测试环境复现代码缺陷
代码缺陷归类，深度分析业务逻辑漏漏洞洞

了了解客户诉求，制定审计策略略 识别和跟踪代码逻辑，发现代码缺陷

客户需求分析 制定审计⽅方案

需求沟通

遍历输⼊入输出 跟踪代码流程

代码审计

安全问题枚举

报告输出



我们的安全服务列列表

服务名称 服务描述

⻛风险评估服务 对系统进⾏行行全⽅方位的评估服务，⽤用以发现⽤用户信息系统的安全⻛风险，开发⽤用户的安全需求

渗透测试服务 通过模拟⿊黑客攻击，发现系统存在的深层次安全问题

安全加固服务
根据系统情况制定相应测试⽅方案、加固⽅方案与回退⽅方案，通过安装补丁、修改安全配置、增加安全机制等⽅方法，

增强信息系统抵抗⻛风险的能⼒力力，从⽽而提⾼高整个系统的安全性

⽹网站安全检测服务 专⻔门针对⽹网站安全评估服务，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发现⽤用户⽹网站存在的安全问题

安全巡检服务
通过专业⼯工具和⼈人⼯工检查的⽅方法，周期性安全检查安全设备、主机、系统、应⽤用等的安全性

服务的频率可分 2次/年年、4次/年年、6 次/年年和⼀一年年不不限次

移动应⽤用安全检测服务 针对移动APP的服务端数据接⼝口进⾏行行安全检测；针对移动APP本身进⾏行行逆向等安全检测分析

等级保护咨询服务 遵循国家等级保护各级要求，帮助客户进⾏行行信息系统达标建设



安全服务案例例

2013年年以来，完成80 +个安全服务及透测试项⽬目，包括:上海海教委信息中⼼心、复星集团、中国太平、太平洋保险、上海海地

铁、南京市⼈人⺠民政府、顺丰快递、韵达快递、住商电⼦子商务(上海海)有限公司、平安科技SRC、上海海108所职业院校等众多安

全测试项⽬目。

200+业务系统 1000+重⼤大漏漏洞洞 5000+中低危漏漏洞洞



安全服务案例例

复星集团及多家成员企业进⾏行行渗透测试服务

初测共计发现142个中⾼高危漏漏洞洞，复测修复113个，修复未成功或未修复29个

主机层

⾼高危

中危

低危

总共57

24

33

75

应⽤用层

⾼高危

中危

低危

总共85

33

52

80

⾼高危

中危

低危

总共11

3

8

5

⾼高危

中危

低危

总共18

6

12

21

应⽤用层主机层

初测 复测



2.2 ⼈人才培养

—企业合作



⽹网络安全技能培养与鉴定⼀一站式解决⽅方案

成熟的竞赛及课程体系

解决企业内部⼈人才选拔

培训＋实操＋竞赛专业能⼒力力评估报告

专业能⼒力力更更新认定

录播＋直播＋在线考核



课程体系

系统安全

CCSE-SSS
System&Service Security
定位：掌握系统安全技能

⽆无线安全 移动安全 Web安全 计算机取证
和应急响应

⼯工控安全

CCSE-WIS
Wifi Security
定位：掌握⽆无限安全技能

CCSE-MAS
Mobile App security
定位：掌握移动安全技能

CCSE-WAS
Web Appplication security
定位：掌握Web全技能

CCSE-CFI
Computer Forensics 
Investigations
定位：掌握取证及应急响应

CCSE-ISB
Lot Security Basis
定位：掌握⼯工控安全基本技能

安全研究

CCSE-SRT
Security Research Techniques
定位：逆向⼯工程、漏漏洞洞挖掘和
分析等

安全基础

CCSE-STB
Security Techniques Basis
定位：技术⼊入⻔门，兴趣提升，
职业规划，政策解读，法律律法
规

安全技术
和⼯工具

CCSE-STT
Security Techniques Tools
定位：⼯工具的安装,功能说明、
使⽤用及特定场景的应⽤用

软件开发
技术

CCSE-SDT
Software Development 
Techniques
定位：基础编程语⾔言的掌握

⽹网络安全

CCSE-NS
Network Security
定位：掌握⽹网络安全开源⼯工
具的使⽤用，掌握⽹网络渗透测
试技术

CCSE-SDL
Security Development 
Lifecycle
定位：掌握安全开发技能

安全开发

CCSE-CSB
Cloud Security Basis
定位：掌握云安全基本技能

云安全



2.3 ⼈人才培养

—院校合作



信息安全学⽣生⼯工作室

线上 +线下创新形式，⽆无论院校是否有信息安全专业

第⼆二课堂培优形式（亦可课程置换）

免费为全国中、⾼高等院校提供全⽅方位教育、课程技术⽀支持

体验 实战 创新教育



实训类产品

E a s y L a b s实训平台：
按技能知识点分类的实战型⼈人才训练系统，涵盖 2 1个领域的 1 0 0 0 +
实验训练内容，包含：⽹网络安全、W e b安全、移动安全等热⻔门领域

E a s y R a n g e攻防演练平台：
常规的知识赛和C T F赛、建⽴立红蓝队模拟场景进⾏行行攻防对抗，锻
炼攻击和防御能⼒力力，更更深刻理理解 “业务 +安全 ”的特性

E a s y E x a m能⼒力力评估系统：
细分安全技术知识点，对应到技能岗位职责，对学⽣生进⾏行行实
战能⼒力力考核

实⽤用性

课程与设备配套

易易⽤用性



中、⾼高等院校专业建设完整解决⽅方案

⼈人才实习、就业推荐

专业拓拓展课

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

基础课程

⽹网络安全⼯工程师 Web安全⼯工程师 移动安全⼯工程师 运维安全⼯工程师

⽹网络安全专业讲座 ⽹网络安全项⽬目实战 安全服务项⽬目实战 Web安全项⽬目实战 移动安全项⽬目实战

⽹网络安全 系统安全 应⽤用安全

⽹网络设备安全配置 ⽹网络攻防技术

防⽕火墙与VPN技术 云安全

Windows系统安全实训

Linux服务与安全管理理

Web应⽤用安全 数据库安全管理理

移动应⽤用安全 渗透测试

安全意识讲座 信息安全基础 从业⼈人员职业引导 Python编程从业⼈人员职业素养 Web应⽤用开发技术

计算机系统配置 计算机⽹网络技术 Windows系统管理理与应⽤用 ⽆无线⽹网络与⼴广域⽹网接⼊入路路由与交换技术



⼈人才培养策略略

兴趣

实践

社区

竞赛

兴趣是最好的导师，多数安全从业⼈人员都源⾃自兴趣和对⿊黑客技术的追求

只有更更多的理理解攻击⽅方法，才能更更好的掌握防御

必须有沟通和讨论，将共同兴趣和努⼒力力⽅方向⼀一致的⼈人放在⼀一起，学习进度将快速增⻓长

以赛代练，不不断磨练真实场景下的攻防能⼒力力



2.4 信息安全⾏行行业全国性活动
                        —组织策划者



ISF互联⽹网安全研讨会

肖新光 安天实验室创始⼈人，习总书记参观考察的第⼀一家⺠民营安全公司

吴⽯石 腾讯科恩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国际漏漏洞洞研究领域顶级专家

⻙韦韬 百度⾸首席安全科学家

⽯石晓虹 奇⻁虎360公司副总裁，3721的创始⼈人之⼀一，曾任3721的CTO

万涛 中国鹰派创始⼈人——“⿊黑客教⽗父”

Raoul Chiesa 欧盟ENISA信息安全组织⾸首席顾问

由 举办

历届参会嘉宾



ISF互联⽹网安全研讨会



2009年年⾄至今，豌⾖豆科技承办上海海市信息安全技能竞赛；并先后承接：⼭山东省银⾏行行系统攻防竞赛、江
⻄西省⼤大学⽣生攻防对抗赛、中国信息安全技能竞赛、公安部CFF⿊黑客攻防对抗赛等全国性赛事

各类信息安全竞赛



Part 03 客户案例例



教育类



安全类



感谢观赏
Wand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