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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国 Android 平台新增手机病毒数量达到 1605.2 万个，较 2014 年的 91.7 万

个，同比上涨 16.5 倍； 

 全国 Android 用户感染手机病毒达 4.21 亿人次，较 2014 年的 2.67 亿人次，同

比上涨 58%； 

 Android 新增手机病毒类型以恶意扣费、隐私窃取、资费消耗、流氓行为四类为

主，比例分别为：41.9%、23.3%、17.7%、15.4%； 

 按照城市划分，被手机病毒感染最多的地区为广东省，感染数量高达 8,719 万人

次；河南省紧随其后，感染人次 2,568 万人次； 

 全国垃圾短信总量为 472 亿，较 2014 年的 454 亿条，同比上涨 4%，每人每

月平均收到 8 条垃圾短信。2015 年垃圾短信类别主要以广告促销、运营商、金

融服务、新闻播报为主； 

 全国伪基站短信量达 23.2 亿条，较 2014 年的 11.9 亿条，同比上涨 95%。 

 全国骚扰电话总量为 948 亿，较 2014 年的 605 亿条，同比上涨 57%，每人每

月平均收到 15 个骚扰电话； 

 全国诈骗电话总量为 88.3 亿。25.29%来源于广东省，12.00%来自江苏、10.89%

来自北京； 

 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全国手机网民总数为 6.24 亿，使用手机支付的用户数已

达 3.43 亿,有支付风险的用户占比为 29.2%； 

 2015 年共截获电脑病毒数约为 4 亿， 其中新增木马病毒样本达到 14,217 万余

个。全年人均受到恶意程序感染次数为 253 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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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挂马网站及钓鱼网站拦截量超过8亿次，总量比2014年同期上升了28%。

全年恶意网址访问次数超过 25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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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的战略地位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无论是普通网民还是政府机构都面临着来自网络上的各种

威胁。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以下简称“CNNIC”）统计，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中国网民

数量已经达到 6.88 亿，手机用户数量达到 13.06 亿。随着网络用户群体的不断增加，安全事件的

频繁爆发，网络安全问题已经被我国政府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对于普通网民来说，互联网安全是保护个人财产安全，信息安全乃至人身安全的一道屏障。

对于国家而言，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另一种形式上的竞争。在日

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网络安全更是承担着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职责。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办公室。并针

对互联网安全形势、安全意识、安全人才培养等方面内容， 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出台

《网络安全法(草案)》。这也表明我国已将网络安全问题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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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互联网安全问题 

据 CNNIC ,1 月 22 日发布的《第 3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5 年，

42.7%的网民遭遇过网络安全问题，较 2014 年底下降了 3.6 个百分点。在安全事件中，电脑及

手机中病毒或木马情况最为严重，发生率为 24.2%，其次是账号或密码被盗，发生率为 22.9%，

这两类安全事件的发生率与 2014 年底相比均有所下降。同时，随着网络购物群体的不断增大，

网络消费安全问题明显上升。2015 年，在网上遭遇到消费欺诈比例为 16.4%，较 2014 年提升

了 3.8 个百分点。 

 

 

病毒和木马仍是危害网民的重要隐患。移动端，2015 年全国 Android 用户感染手机病毒达 

4.21 亿人次，恶意扣费成为 Android 手机最具威胁性的病毒软件类型。电脑端，642，327 万人

次的电脑被恶意程序感染，全年人均受到恶意程序感染次数为 253 次/人。 

此外，非法生产、销售、使用“伪基站”设备的违法犯罪活动日益猖獗，虚假广告、电信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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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等严重扰乱群众正常生活，侵犯群众切身利益，导致社会危害性严重。 

“伪基站”设备是一种高科技仪器，由主机和笔记本电脑组成;通过短信群发器、短信发信机

等相关设备能够搜索到以其为中心、一定半径范围内的手机卡信息;之后伪装成运营商的基站，就

可以任意冒用他人手机号码强行向用户手机发送广告推销、诈骗的短信息。 

 

根据百度安全数据显示，伪基站短信最爱伪装成普通用户手机号码实施诈骗。此外以 106、

400、955 为开头的号码也是伪基站短信的重要伪装，这些伪装成“服务平台类”号码的伪基站短

信，内容多是广告促销、色情服务、房屋中介类的信息，骚扰性为主，危害较小。但是，随着不

法分子手段层出不穷，利用伪基站短信实施诈骗的行为越来越多，危害性变得不可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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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网络安全安全分析 

 

 

Part1 移动安全 

一、手机病毒 

（一）病毒数据情况 

1.Android 平台新增手机病毒软件量巨幅增长 

据百度安全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全国 Android 平台新增手机病毒数量达到 

1605.2 万个，较 2014 年的 91.7 万个，同比上涨 16.5 倍。 

2. Android 用户病毒感染人次同比上涨 58% 

2015 年，全国 Android 用户感染手机病毒达 4.21 亿人次，较 2014 年的 2.67 亿人次，同

比上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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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机病毒类型分布 

1.超 4 成手机病毒以恶意扣费为目的 

据百度安全数据显示，201５年 Android 新增手机病毒类型以恶意扣费、隐私窃取、资费消

耗、流氓行为四类为主，比例分别为：41.9%、23.3%、17.7%、15.4%。 

其中，恶意扣费仍稳居榜首，成为 Android 手机最具威胁性的病毒应用类型。此外，其他恶

意病毒应用还包括系统破坏、诱骗欺诈、远程控制、恶意传播等行为，均对用户利益造成威胁。 

 

就各类病毒应用的表现形式来说，恶意扣费，顾名思义，就是操控用户手机发送短信、窃取

流量等。因病毒应用入侵，而导致财产损失的案例并不少见，这类病毒具有恶意扣费行为，通过

诱惑性的应用图标或应用名称来刺激用户下载，进而实施恶意行为，由于此类病毒能够直接获益，

备受不法分子青睐，用户需提高警惕。 

而隐私窃取，就是窃取手机用户的个人隐私信息、联系电话等。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手机金融、购物、社交等功能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承载着大量的个人信息。近

两年，窃取用户个人隐私正在成为病毒应用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电信诈骗的上游犯罪，骗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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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掌握如此准确、详尽的个人信息，对受害者进行欺骗，是因为他们购买了大量准确的个人

信息，而侵入手机的病毒应用就是窃取隐私的源头。 

其次，流氓行为占病毒分布的 15.4%，位居第四。“流氓软件”的泛滥，不仅给手机用户带来

不便，更严重威胁个人信息安全。但是，对于软件商而言，其背后却具有极大的利益空间，不同

软件之间的捆绑，往往意味着丰厚的利益回报。虽不直接产生对用户的资费消耗，但是其恶意行

为为移动用户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干扰与体验上的诸多影响。 

2.游戏类病毒应用最猖獗 

2015 年，游戏、生活实用、主题壁纸软件以 47%、13%、13%的比例分列病毒应用的前三

名。 

 

具体来说，游戏类病毒应用散布在手机论坛、下载站以及无安全措施的电子市场供用户下载，

伪装成正版游戏，恶意行为主要分为资费消耗类、恶意推广类、诱骗欺诈类、恶意扣费类。资源

消耗类病毒会偷偷联网，消耗用户的手机流量，产生巨额上网费；恶意推广类病毒，激活后会在

通知栏弹窗提示用户下载应用，赚钱应用推广费;欺诈诱骗类病毒主要是会通过伪装把恶意代码巧

妙地嵌入软件，让用户不知不觉就中毒；而恶意扣费类病毒，会私自发送订制业务短信，实施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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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行为。 

生活实用类病毒应用是通过让用户安装各种人格测试、心理测试、天气日历等类型的软件，

在后台进行发送短信，进行扣费类业务的操作，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经历被扣费的过程。 

主题壁纸类病毒应用是指不法分子通过伪装成美女帅哥的壁纸吸引 Android 手机用户下载。

这些伪装成壁纸类软件的病毒通常含有恶意行为，如申请 Root 权限、发送短信、窃取用户通讯录

等隐私资料并进行上传、私自下载推广软件等，以其华丽的外表吸引用户进行下载安装，使用户

在完全不知道的状态下，造成话费的大量损失，并存在将通讯录等隐私泄露的风险。 

其他的例如影音播放、办公学习、经营养成、社交通讯、理财购物等病毒应用大致上也是通

过类似于游戏、主题壁纸、生活实用的扣费原理来对用户的手机进行扣费操作。 

3.手机病毒应用 top10 

 

4.感染手机病毒人次广东居高 

百度安全数据显示，按照城市划分，被手机病毒感染最多的地区为广东省，感染数量高达 8,719

万人次；河南省紧随其后，感染人次 2,568 万人次；浙江省、江苏省、湖南省、山东省、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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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紧随其后，感染量均超过 1800 万人次。 

 

二、垃圾短信 

（一）2015 年垃圾短信总量小幅增长 

2015 年，全国垃圾短信总量为 472 亿，较 2014 年的 454 亿条，同比上涨 4%，每人每月

平均收到 8 条垃圾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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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安全数据显示，按照城市划分，收到垃圾短信最多的地区为广东省，数量高达 41 亿条；

北京市、河南省、山东省、江苏省、四川省收到垃圾短信的数量均突破 20 亿条。 

 

（二）广告促销短信的骚扰最甚 

2015 年垃圾短信类别主要以广告促销、运营商、金融服务、新闻播报为主，其中广告促销类

占比最大高达 31.05%，运营商类占 25.04%，金融服务类占 11.80%，新闻播报类占 10.42%。 

 



 

 10 

1.打车类广告短信占比最多 

通过数据显示，2015 年广告类垃圾短信的类型分布较为多种，其中打车类占比 18%，团购外

卖占比 9%。此现象与相关产业的发展密不可分，打车、团购、外卖类应用深入人们日常生活。此

外，化妆品占比 7%、汽车销售占比 6%。教育、服装、医疗、美食、电子产品、旅游等各类垃圾

短信也层出不穷。 

 

2.近半诈骗短信冒充银行诈骗 

诈骗短信是电信诈骗的一种主要形式，诈骗者通过向受害人发送虚假信息，诱导受害人汇款

等行为进行牟利。根据数据显示，诈骗短信中 52%为冒充银行进行诈骗，诈骗者冒充银行工作人

员 “955××”发来的短信，内容是“某银行的积分已经达到 5000 分，可以兑换 5%的现金”，且

后面还有一个网络链接，当受害者警惕性不高时，既有可能上当受骗。此外，冒充电商的诈骗短

信、冒充运营商的诈骗短信分别占比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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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违法短信中赌博类短信最多 

在色情违法类垃圾短信中，赌博占比最高，达到了 24%。其次为代开发票、违法贷款，分别

占比 22%、16%。代办证件、色情服务排在第四、第五位，达到了 16%和 7%。 

 

（三）106 开头号码成垃圾短信重要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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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数据结果显示，将垃圾短信的号码源进行了分类。其中以 106 开头的号码占比最大，高

达 66%。来自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垃圾短信分别占比 5%、3%、1%。此外，固定

电话占比 2%。 

 

（四）伪基站短信 

伪基站，是一种伪装成运营商基站的无线电发射装置。它利用局部功率大的优势，干扰屏蔽

运营商通信信号，然后伪装成运营商的网络，骗取用户手机连接到它自己建立的手机网上，以达

到“获取手机信息、发送垃圾短信”的目的。犯罪分子通过伪装成运营商的基站，任意冒用他人

手机号码强行向用户手机发送诈骗、广告推销等短信息。据百度安全专家介绍，2015 年，全国伪

基站短信量达 23.2 亿条，较 2014 年的 11.9 亿条，同比上涨 95%。 

1.伪基站短信以色情违法类为主 

通过数据显示，伪基站短信分类主要以色情违法、诈骗、广告、房产中介、金融服务这几类

为主，其中色情违法类伪基站短信占 48.51%，位列第一；诈骗、广告、房产中介、金融服务类伪

基站短信分别占比 22.55%、15.59%、5.6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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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省份接收伪基站短信均超 1 亿条 

2015 年四川省成为接收伪基站短信最多的地区，全年共计 2.9 亿条伪基站短信，其次还有北

京市、山东省、河南省、广东省、辽宁省、吉林省、重庆省、湖北省、湖南省接收伪基站短信均

超 1 亿条。 

 

3.伪基站短信经常伪装成普通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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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基站设备以冒用普通手机号码的情况居多，占比高达 43%；冒充“106”、“955”、“400”

以及“10086”系列官方号码总占比 57%。其中 106 开头的短信平台号码所占比例最高，达到 27%。

这些伪装成“服务平台类”号码的伪基站短信，内容多是广告促销、色情服务、房屋中介类的信

息，骚扰性为主，危害较小。但是，随着不法分子手段的更新，利用伪基站短信实施诈骗的行为

越来越多，危害性变得不可预估。“955”系列号码的伪基站短信占到了 22%，此类号码通过冒用

银行客服进行诈骗。 

 

三、骚扰电话 

2015 年，安卓手机用户量不断增长，骚扰电话数量也随之增长。2015 年，全国骚扰电话总

量为 948 亿，较 2014 年的 605 亿条，同比上涨 57%，每人每月平均收到 15 个骚扰电话。  

 

（一）骚扰电话的分类 

通过百度安全数据显示，以骚扰为目的的电话占比 75.2%排行榜首位。诈骗电话占比 12.7%，

较年中有所增长，诈骗电话给用户造成的危害更大，用户一旦被骗，会蒙受直接经济损失。此外，

中介骚扰，广告骚扰、分别占比 6.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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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东省为骚扰电话主源头 

骚扰电话，20.7%来源于广东省，10.5%来自上海、10.0%来自江苏、8.9%来自北京。 

 

（三）工作时间成骚扰电话高峰时段 

经过分析，骚扰电话的拨打时间主要集中于 9 时至 1８时的工作时间，其中 11 时和 15 时为

骚扰电话的高峰期，共计占全天骚扰电话量的 15.4%。晚间及清晨，骚扰电话量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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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东省全年接收骚扰电话超百亿 

以地区统计，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四川省、湖南省、河南省、湖北省、河北

省、山西省是国内 2015 年接收骚扰电话最多的 10 个省份。广东省以 133 亿个骚扰电话接受量居

于首位。 

 

四、电信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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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安卓手机用户量不断增长，诈骗电话数量也随之增长。2015 年，全国诈骗电话总

量为 88.3 亿。 

电信诈骗不仅有针对人们贪财逐利心理的诈骗，还有针对人们情义救助心理、惧损避害心理

的，让人防不胜防。这些电信诈骗的诈骗手段主要包括：丧葬抚恤金；广告诈骗；网上贷款、办

理信用卡；冒充公检法诈骗-涉案-洗黑钱；网购诈骗；网银问题诈骗；电话购物诈骗；残疾补助诈

骗；冒充 10086 短信诈骗；冒充 95588 短信诈骗；汽车退补贴-燃油补贴诈骗；机票改签诈骗等。 

（一）诈骗电话 

1. 广东省成为诈骗电话重灾区 

以地区统计，广东省、江苏省、四川省、河南省、山东省最多的 5 个省份。广东省以接收了

11 亿个诈骗电话居于首位。 

 

2. 中午诈骗电话最多 

经过分析，诈骗电话的拨打时间主要集中于 9 时至 17 时的工作时间，其中 11 时为诈骗电话

的高峰期，共计占全天诈骗电话量的 7.5%。清晨，诈骗电话量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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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4 的诈骗电话来自广东省 

诈骗电话，25.29%来源于广东省，12.00%来自江苏、10.89%来自北京。 

 

（二）短信诈骗 

诈骗短信是电信诈骗的一种主要形式，诈骗者通过向受害人发送虚假信息，诱导受害人汇款

等行为进行牟利。根据数据显示，诈骗短信中 52%为冒充银行进行诈骗，诈骗者冒充银行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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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955××”发出短信，内容是“某银行的积分已经达到 5000 分，可以兑换 5%的现金”，且后

面还有一个网络链接，当受害者警惕性不高时，既有可能上当受骗。此外，冒充电商的诈骗短信、

冒充运营商的诈骗短信分别占比 21%、11%。 

 

（三）电信诈骗常用手段 

 从近几年来的诈骗事件中发现，骗术花样不断翻新，例如“中了大奖”、“房东催讨”、“子

女车祸”、“老友相认”、“缉毒牵连”、“快递未取”“信用卡被恶意透支”等等，都是骗子惯用的手

段。 

【“汇钱救急”诈骗】不法分子在掌握受害人的家庭成员信息后，首先通过反复骚扰或其他手

段使受害人手机关机，再以老师、医生或警察的名义向受害人家属打电话，谎称受害人发生意外，

需要抢救，要求汇钱救急。 

遇到此类诈骗者应该及时跟家人核实信息，平时留存家人单位、好友电话，如遇联系不上本

人的情况，向他们咨询，一定不能轻信谣言轻易汇款。 

【“刷卡消费”诈骗】不法分子通过手机短信“温馨提醒”手机用户，称该用户银行卡刚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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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刷卡消费（或是购买机票等）数千元，如用户有疑问，可致电××号码咨询，或者登录假冒网

站链接进行诈骗。 

【“退税退款”诈骗】不法分子冒充税务局、邮电局、银行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谎称要进行退

税、退款等活动，吸引用户点击诈骗链接。 

【“幸运中奖”诈骗】不法分子冒充热门综艺节目进行诈骗，通过拨打电话、手机短信通知或

网络通知的方式，通知受害人中了大奖。一旦受害人相信后回复查询，不法分子便称兑奖必须另

外交纳所得税、公证费等各种名目的费用，否则不予兑奖。 

【“冒充领导”诈骗】不法分子假冒领导身份，打电话给基层单位负责人，以划拨款项、配车、

帮助解决经费困难等为由，让受骗单位支付订购款、配套费、手续费等到指定银行账号。 

【“老公出轨照、裸照艳照门”诈骗】利用好奇心理，发布裸照等信息，配合病毒链接引诱用

户点击。 

【红包诈骗】随着移动互联网收发红包活动日益火爆，红包诈骗也应运而生。不法分子利用

朋友圈熟人关系大量发放假红包，由于伪装性极强，再加上存在利益陷阱，市民很容易落入骗子

圈套。 

 

五、移动支付 

（一）移动支付风险用户不断增多 

据百度安全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全国手机网民总数为 6.24 亿，使用手机支付

的用户数已达 3.43 亿。 

百度安全数据显示，有支付风险的用户占比为 29.2%。 

（二）移动支付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移动支付安全的风险主要来自恶意山寨应用、不明 WiFi 网络环境、支付应用自身漏洞、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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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不安全四大方面，同时新兴的支付通道也成为不法分子着手的新途径。 

【风险 WiFi 无处不在】 

黑客通过免费 WiFi 设置陷阱，诱骗用户登陆后，监视并窃取用户网银等隐私信息，进而盗取

用户财产。 

【恶意二维码伪装植木马】 

随着二维码的用途越来越广泛，手机用户随手扫码渐成习惯。一些手机病毒开发者趁机也把

二维码当成了传播病毒的新战场。 

【网银、社交应用等本身的漏洞】 

百度安全发现，此类应用通过读取短信，钓鱼网站和诈骗电话等方式获取用户手机号码、身

份证，支付宝账户等信息，进而通过修改支付宝账户和密码的形式，窃取用户支付宝、绑定银行

卡中的费用，并且拦截银行、支付宝的验证码短信，让用户无从知晓。 

（三）广东省成为移动支付安全问题的重灾区 

据数据结果显示，广东省、北京市、浙江省、江苏省、湖南省为支付风险较高的城市。其中，

广东省以 1,608 万风险用户数，位居榜首，成为移动支付安全问题的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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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PC 安全 
 

一、木马病毒数据分析 

（一）64 万台电脑被恶意程序感染 

2015 年百度安全中心共截获病毒数约为 4 亿， 其中新增木马病毒样本达到 14,217 万余个。

全年人均受到恶意程序感染次数为 253 次/人。 

 

（二）感染性病毒成恶意程序主要类型 

据百度安全中心统计，2015 年恶意程序可大致分为七个类型，即：木马病毒、后门病毒、病

毒释放器、蠕虫病毒、感染性病毒、恶意广告、其他。其中感染型病毒、木马病毒和恶意广告占

比分别达到：63%、23%、10%。居所有恶意程序类型的前三位。 



 

 23 

 

 

（三）一线城市是恶意程序的重点受害地区  

报告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是 2015 年恶意程序的重点受害地区，其中北

京全年共收到 8312840 次攻击位居首位；其次分别为深圳（6552983 次）、上海（5569645 次）、

广州（5316302 次）、郑州（3965246 次）、重庆（3820066 次）、成都（3632563 次）、杭州（3631247

次）、东莞（3467218）次、天津（3226390 次）。这也证明恶意程序会重点攻击城市规模较大和

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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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恶意程序分布的省份来看，广东省、山东省、浙江省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三个省份。 

 

（四） 2015 恶意程序 TOP10 

根据恶意程序的感染人数、变种数量和代表性，百度安全中心在进行全面综合评估后，发现

恶意程序最常见的非法行为是：修改默认浏览器、主页、搜索引擎，静默安装推广程序，弹窗展

示广告。通过上述行为，不难看出：为网站倒流，抢占浏览器市场份额，诱导点击广告才是恶意

程序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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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恶意程序中，最具电脑破坏性的木马病毒对用户电脑的破坏造成极高威胁。其威胁系数远

高于其他行为，恶意程序 Top10 详见下表。 

 

二、挂马网站及钓鱼网站数据分析 

（一）恶意网址访问量超过 25 亿 

2015 年百度安全中心共拦截挂马网站及钓鱼网站 8 亿 次，总量比 2014 年同期上升了 28%。据统计，全

年恶意网址访问量超过 25 亿。百度杀毒进行风险提示弹窗 6200 万次，成功保护 2000 万人次用户不受到挂马

网站及钓鱼网站侵害。 

1. 香港、广东最易受到攻击 

报告显示，2015 年挂马网站及钓鱼网站在攻击地域分布上，香港地区以 28.46%占据第一名、随后广东、

北京 分别以 20.11%、17.94%分列二、三位。浙江、江苏也以 16.48%和 13.31%的比例进入到攻击地域的前

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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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挂马及钓鱼网站大多假冒购物平台 

根据数据显示，2015 年挂马网站及钓鱼网站最多的前三类为，虚假购物、模仿登录、金融证券。 

虚假购物：一般指不法分子通过建立的山寨网站、贩卖知名品牌产品，并以低价、促销、优惠、尾货等低

于市场价的价格，诱导用户进行购买。 

模仿登录：是指不法分子通过模仿知名网站的相关页面，让用户在分不清真假的情况下进行登录，致使用

户个人信息泄露或资金损失。 

金融证券：不法分子以高利率、高回报为诱饵，致使不明真相的消费者购买虚假理财产品，用户一旦受骗

损失金额较大。下图为具体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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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挂马网站 

1.节假日为挂马网站爆发高峰 

据统计，拦截挂马网站在 2015 年第一季度较为平稳，每月为 1,475.030，从第二季度开始挂马网站成波峰

趋势。其中 5 月份、7 月份、9 月份、11 月拦截的挂马网站都在 1,687.022 以上，该时间段与黄金周、暑假、

开学和双 11 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不法分子借助节假日开展较大范围的攻击，也是挂马网站被拦截次数增加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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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5 年挂马网站 Top10 

据百度安全统计，2015 年挂马网站大致分布在色情、赌博、购物等相关网站。下图为十大挂

马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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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钓鱼网站 

（1）2015 年钓鱼网站 Top10 

钓鱼网站是目前不法分子获取非法收益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建立钓鱼网站的成本和技术并

不高。2015 百度安全中心共收到用户举报的网站 38000 余个。网站 TOP10 如下图所示 

 

（2）钓鱼网站经常选取.com 作为域名 

据百度安全中心统计，57.19%的钓鱼网站会选取用户最为常见的.com 作为域名。其他占比

较高的域名为.pw12.60%.tk8,86%。详情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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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诈骗者主要通过聊天软件传播欺诈网站 

钓鱼网站为了利益最大化通常会进行一番精心的设计，并通过聊天软件、电子邮箱、搜索引

擎、大众论坛、网址导航等方式，诱骗用户进行登录和支付操作。其中排名前三的类型为：通过

聊天软件传播欺诈网站（41%）、通过网站上的低价陷阱诱使用户上当受骗（22%）及通过电话、

短信、邮件方式进行欺诈活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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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节假日是拦截钓鱼网站的高峰期 

2015 年百度安全中心统计，在热点节日中，春节、五一劳动节、端午节、母亲节期间是拦截

钓鱼网站的高峰期。其中假商品、恶意飞机票销售、虚假火车票销售发生拦截行为最高。这也非

常具有节日特色，不法分子正是利用回家、买礼品等用户行为，建立特定的钓鱼网站。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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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2015 互联网安全大事记 

1 月： 

推行《电话“黑卡”治理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1 月 5 日，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印发《电话“黑卡”治理专项行动

工作方案》，决定在全国范围联合开展为期一年的电话“黑卡”治理专项行动。截至到

今年 10 月，全国公安机关共发现涉“黑卡”线索 629060 条，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联合

检 35519 次，关闭违法、违规网店 30644 家，打掉犯罪团伙 1654 个，破获刑事案件

14035 起，查处治安案件 5091 起，抓获人员 20984 人，治安处罚 6543 人。 

 3 月： 

工信部约谈三大运营商 

在今年的 3.15 晚会上，三大电信运营商均“榜上有名”。其中，中国联通被指利用

消费者信息开卡并随意贩卖；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则被曝为骚扰电话提供便利、开绿灯。

对此，3 月 16 号，工信部表示已经约谈三大运营商，责成其立即调查，依法严肃处理

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4 月： 

公安部打掉百余网络金融诈骗平台 

截止至今年四月，公安部已打掉网络金融诈骗平台 133 个，抓获 2000 余名违法

犯罪分子，冻结涉案赃款 1.3 亿。 

5 月携程事件 

今年 5 月的携程网由于员工错误操作导致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宕机，大量用户无法

访问网站，直接损失达数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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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广东省某公安局刑侦大队，在百度移动安全部门伪基站监控、定位等技术的帮助下，

顺利侦破一起伪基站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谭某被当场抓获，这是国内第一期互联网公

司。 

7 月 

新国家安全法实施。新法要求建设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提升网络与信息安全

保护能力，实现网络和信息核心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信息系统及数据的安全

可控。 

8 月 

在线票务销售平台大麦网 600 余万用户账户密码泄露并在黑产论坛公开售卖。 

9 月 

17 日，网上消息曝光非官方下载的苹果开发环境 Xcode 中包含恶意代码，会自动

向编译的 APP 应用注入信息窃取和远程控制功能。经确认，包括微信、网易云音乐、

高德地图、滴滴出行、铁路 12306，甚至一些银行的手机应用均受影响。App Store 上

超过 3000 个应用被感染。 

10 月 

乌云平台曝光网易用户数据库“疑似泄露”，数量近 5 亿条。虽然至今没有证据证

明这个数字，但许多普通网民纷纷表示自己的邮箱被登录篡改，甚至由于用网易邮箱注

册苹果账户，而导致手机网络犯罪分子锁住，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1 月 

工商总局印发《关于加强网络市场监管的意见》，全面加强网络市场监管。推进“依

法管网”、“以网管网”、“信用管网”和“协同管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