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技术白皮书
 Yakit交互式应用安全测试平台



目录
1. 概述······················································································1

1.2 安全融合：新常态下企业的当务之急······················································2

1.1 安全能力“割裂”现状·····································································1

1.3 安全能力基座—Yakit···································································2

2. Yakit—交互式应用安全测试平台·····························································4

2.1 产品架构·············································································4

2.2 专利与核心技术·······································································5

2.3 主要功能介绍·········································································9

3. Yakit基础安全应用解决方案································································18

3.1 网络安全领域CDSL(CyberSecurity Domain Specific Language)的核心优势··················18

4. 关于我们················································································19

2.2.1 MITM交互式劫持技术······························································5

2.2.2 Web应用交互式流量重放与模糊测试·················································6

2.2.3 端口协议复用技术·································································7

2.2.4 基于Yaklang热加载的插件技术······················································9

2.3.1 MITM劫持，却不止于劫持··························································9

2.3.2 灵活多变，且方便编写的插件系统···················································11

2.3.3 支持模糊测试标签语法的Web Fuzzer···············································12

2.3.4 多场景兼容的反连管理····························································14



1

一.概述

1.1 安全能力“割裂”现状

近年来，互联网企业的安全事件频频发生，病毒勒索、网络钓鱼、零日攻击等不法分子的行为给企业

和用户都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与困扰。国家对此高度重视，随即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

2021年无疑在中国网络安全领域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正式迎来个人信息保护以及数

据安全领域的两部专属立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这两部法律与2016年颁布的《网络安全法》共同构建了中国信息安全领域的三大法律框架。对网络安全、

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提出了方向性和基础性指引及监管要求。

      对于企业级用户来说，信息安全能力建设是企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此诞生的数字服务也成为了企

业安全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信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维护网络安全，首先要知道风险在哪

里，是什么样的风险，什么时候发生风险，正所谓‘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而一个企业要进行信

息安全架构的体系建设，需要在网络的各个层次，针对不同的业务场景，进行安全能力部署；从传统的防

火墙规则匹配，到如今的零信任安全平台，这导致企业需要采购或者自研各种安全产品来解决不同的安全

问题。

网络安全产品不仅仅存在基于功能的不同而冗杂的问题，同类产品在不同的安全服务厂商，研发语言

也会不同。所以，这也造成了网络安全产品的一个普遍现象——产品自身非常优秀，但在进行业务场景测

试的时候往往无法通过测试。因为产品与产品间存在割裂不互通，导致业务数据分散，安全能力冗余。由

此引发出新的思考：如何将企业的安全能力进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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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很多年中，企业想要端口扫描的能力，需要使用Masscan+Nmap全家桶，各种安全产品只能

提供一个或两个能力来解决安全问题。企业还需要对许多零散的安全产品进行评估，并考虑它们在当前情

况下是否仍然具有实际效用。每种产品都有资本支出和运营支出。截止至今，许多企业的安全团队仍在继

续使用不同的安全产品。除了他们熟悉这些产品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曾经使用这些安全产品解决过

某一问题。但现在，使用多种产品或工具会增加复杂性，阻碍敏捷性，甚至可能无法解决一些特定问题。从

最基础的“实现”角度来说，研发在使用Python/Golang去完成各种功能连接的时候，因研发能力不一，完成

度不一，造成了众多重复编写和人力的浪费。  

但基于企业视角的“安全融合”必定是一场惨烈的厮杀。没有任何一家安全厂商能统一各大优秀公司的

产品，也没有任何一个平台统一各类安全工具。如果企业要成功地使用工具，并从产品和安全服务的融合

管理和运营中获得全面的效益，安全能力融合势在必行！Yaklang以全新的网络安全领域垂直语言为基础，

通过构建安全底层能力基座，协助企业进行网络安全生态共建。

安全融合是新常态下企业的一项安全运营与安全管理的改革，也是新常态下企业的当务之急。

1.3 安全能力基座—Yakit

基于安全融合的理念，Yaklang.io团队研发出了安全领域垂直语言Yaklang，对于一些无法原生集成在

Yak平台中的产品/工具，利用Yaklang可以重新编写他们的“高质量替代”。对于一些生态完整且认可度较高

的产品，Yaklang能直接编译融合，并对源码进行必要修改，更好地适配Yaklang语言。对于一些不想写代

码的安全从业者，Yakit会为Yaklang中所有的能力提供合适的GUI，随着版本更迭，GUI会更加成熟。

当把上面三件事做好之后，Yaklang将全面提升企业的安全能力，成为企业的安全能力基座。Yaklang

从语言层面把安全能力融合在一起，各种能力之间可以通过语言本身的语法和接口互相调用。

1.2 安全融合：新常态下企业的当务之急

Yakit上层支持

Db Yakit数据库

上层能力模块

网络空间引擎支持Shodan/FOFA/Hunter/QuakeSpaceengine

子域名扫描/域传送/爆破/互联网收集Subdomain

传统爬虫/支持表单识别/链接爬取/资源限制Crawler

Project Discovery风格的Yaml PoCNuclei

Yak Bridge机制

Wsm

DNSLog/RMI/HTTP/LDAP/穿透

XieCat风格的WebShell管理（计划）

Yakit报告系统Report 

Risk 漏洞验证辅助

插件辅助工具包Yakit

Hook 插件辅助调用

HTTP Fuzz模块

Fuzz 模糊测试支持

HTTP底层支持PoC

Fuzztag 模糊标签渲染

插件辅助工具包Yakit

Httpool HTTP请求池

(图1: Yaklang能力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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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Yaklang能力图谱)

语言基础执行环境

Yak Grammar
（Golang风格） Yaklang字节码 Golang Native

 Reflection技术

基础能力

cil 命令行处理

编解码/加解密codec

context 上下文管理

DNS请求DNS

file 文件读写

cync 同步管理

JSON JSON支持

格式辅助judge

str 字符串处理

dyn 动态加载

环境变量env

exec 命令执行

压缩协议Gzip

xhtml Html词法解析

mmdb GeoIP

Token认证jwt

x 函数式编程反射辅助

HTTP 基础协议

时间辅助time

HTTP server 服务器

I/O辅助模块IO

OS 操作系

TLS TLS

XPATH HTML处置

SMB SMB协议

log 日志输出

正则处理re

TCP/UDP 传输层协议

ZIP Zip协议

Windows MacOS Linux

主机扫描能力

synscan SYN端口探测

服务指纹扫描servicescan 

ping ICMP/TCP-Ping 
主机存活扫描

基础协议爆破brute

MITM 中间人劫持协议

跨语言协议

JS JavaScript执行

序列化与字节码协议JAVA 

LDAP LDAP协议支持

Weblogic T3协议T3

YSO YSoSerial支持

Facades 综合服务支持



真实运行在用户电脑上的客户端，联入Yak gRPC执行功能

用户区

与用户平台无关，可远程部署，可随客户端启动在用户主机中

Yakit用户入口

客户端使用Electron+g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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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Yakit—交互式应用安全测试平台

2.1 产品架构

(图2: 产品架构)

外部生态

nmap指纹库、wapplayzer指纹库、
nuclei yaml poc体系...等成熟生态

Yak gRPC
核心引擎

认证服务

本地数据持久化

操作系统交互区 Yak语言核心能力区

MITM Web Fuzzer Golang Native Yak语言引擎 第三方深度集成模块

cli
 （命令行处理）

codec
（编解码/加解密）

context 
（上下文管理）

dns
 （DNS请求）

sync
（同步管理）

dyn
 (动态加载)

io
 （I/O辅助模块）

tls
 （TLS协议支持）

zip
 （Zip协议）

ZIP

jwt
 （Token认证）

x
 （函数式编程反射辅助）

env
 (环境变量)

xhtml
 (Html词法解析)

mmdb
(GeoIP)

httpserver
（服务器）

核心功能区

······

     为了让Yaklang本身的安全能力更贴近大家的实际使用，我们为Yak编写了gRPC服务器，并使用这个服

务器实现构建了一个客户端：Ya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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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专利与核心技术

2.2.1 MITM交互式劫持技术

      Yakit的MITM模块原理是启动一个HTTP代理，自动转发流量，当用户启动手动劫持后，会停止自动转

发，阻塞请求，并将请求出栈，做解Gzip、处理chunk、解码等处理，让请求变得人类可读，并显示在用

户前端，用户可以对请求做查看、修改或重放。重放时，会对用户构造的HTTP请求数据包做修复，保证

请求包的有效性。Yak引擎手动实现了HTTP库，所以用户可以自定义畸形的请求包、响应包，应用于一些

特殊场景下的漏洞利用。

      为了让自主研发的安全领域CDSL(CyberSecurity Domain Specific Language)更贴近实际使用场景，

我们为Yaklang编写了gRPC服务器，并基于gRPC服务器构建了客户端Yakit。

实际上就是通过Yakit的GUI去操控引擎的能力。Yakit的gRPC服务器，让用户部署更加方便快捷，与

平台无关，可选择远程部署或直接本地启动在主机中使用。同时，Yakit集成了Yaklang的所有特性：可百

分百替代BurpSuite的MITM劫持平台；难以复制的MITM被动扫描GUI；嵌入Yaklang脚本来实现MITM动

态调试流量; 随时动态执行代码；全球第一个可视化的Web模糊测试工具—Web Fuzzer；Yakit插件商店；

可在渗透测试任何步骤内执行自定义的Yaklang脚本或插件，想实现的功能应有尽有。

(图3: MITM交互式劫持技术)

劫持目标

被代理的请求

Yak核心引擎

中间人劫持平台

Yakit Electron

MITM平台

MITM插件镜像HOOK

hilackRequest..

MITM插件镜像HOOK

mirrorFlow....

公网服务

公网服务/api/v1

GET/api/v1/item

gRPC: 热加载MITM插件

gRPC: 劫持请求

gRPC: 放行/修改/丢弃

GET/api/v1/item(修改后)

HTTP/1.1 200 Ok

gRPC: 劫持响应

gRPC: 放行/修改/丢弃

Yak: 触发HOOK

Yak: 触发HOOK

HTTP/1.1 200 0k(修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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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Web应用交互式流量重放与模糊测试

Web应用交互式流量重放

Web Fuzzer模块支持用户自定义HTTP原文发送请求。为了让用户使用简单，符合直觉，只需要关心

数据相关信息，Yakit后端做了很多工作。HTTP原文中一些保证数据传输和解析的信息都是由Yakit后端修复

补全的，例如修复CRLF，补全Content-Type、通过chunk方式传输、补全boundary、修复Content-Length

等等。

(图4: Web应用交互式流量重放)

Fuzz标签

Web Fuzzer模块支持通过Fuzz标签，自然且完美整合了Host碰撞、Intruder、目录爆破等功能。例如

单参数爆破场景，以爆破用户id为例，可以使用{{int(1-10)}}标签自动生成爆破的id。面对多个参数爆破的

场景，采用笛卡尔乘积的结果作为爆破参数，相较于BurpSuite的Intruder模块，免去了选择爆破方式，导

入字典等步骤，极大的减少了用户的操作路径，符合用户使用习惯。当然Web Fuzzer模块除了使用标签自

动生成参数，也支持导入外部字典，例：{{file(/tmp/username.txt)}}。面对一些更复杂的数据场景，Web 

Fuzzer模块支持插入热加载标签，例如需要爆破某地区的身份证号，可以直接在Web Fuzzer模块插入Yak

脚本生成数据进行爆破。而BurpSuite的Intruder模块，面临这种场景，需要编写代码生成字典，再导入

Intruder模块。

Yaklang Engine

gRPC HTTPFuzzer

预处理与动态热加载

HOOK:beforeRequest

HOOK:afterRequest

Yakit

Web Fuzzer

WebFuzzer参数

Https

带Fuzz标签的数据包
热加载代码
延迟配置
Host (*）额外配置

访问目标

http://www.example.com
gRPC/HTTPFuzzer

GET/target HTTP/1.1
Host: example.com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可渲染多个数据包

······
保存入库

gRPC Stream FuzzerResponse

调用Yak引擎



7

爆破优化

Web Fuzzer模块支持可控制速率的并发重放数据包，同时也支持随机延迟发送数据包规避对网站负

载的影响，这是BurpSuite不具有的。爆破结果的处理上，Web Fuzzer模块支持多维度对响应包筛选，可

以清晰简单快捷的筛选出所需要的信息。在爆破过程中，由于请求次数过多，导致ip被封禁的情况也很常

见，Web Fuzzer模块支持设置代理解决此问题。

(图5: 爆破优化)

许多漏洞利用场景需要用到不同协议服务的反连，传统漏洞利用工具需要在公网服务器为每一个服务

监听一个端口，如LDAP类型的漏洞利用，需要启动HTTP服务、LDAP服务，然后发送攻击请求，才能完

成一次漏洞利用。传统服务需要为每一个服务分配唯一端口，而Yaklang的端口协议复用技术可以监听一

个端口，识别请求的协议，作出相应响应。Yaklang端口协议复用技术优势除了节省系统资源，便于手工

测试等外，由于底层原理是手工识别了各种协议头，基于协议标准对各种协议进行手工实现，从而可以灵

活的构造各种协议的数据包。例如可以构造一些畸形的协议进行漏洞利用，或通过DNS协议、ICMP协议

等携带数据，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作为后门的权限维持或绕过一些TCP协议不出网情况下的漏洞利用。

 2.2.3 端口协议复用技术

渗透测试 完成

Intruder

Host碰撞

路径爆破

数据预处理

发现问题 使用Yakit

传统渗透测试的方式

······

设置各种参数

操作路径长且复杂

需要其他工具配合使用

Yakit
Fuzz标签、热加载标签

丰富的协议支持

传统漏洞利用工具由于语言的特性，不同语言对不同协议支持或使用便捷性不一，在某些场景下的漏

洞利用需要多种语言工具结合使用，如常见的Fastjson漏洞利用流程：

       (1)用Java语言编译一个恶意class。

(2)在公网通过python启动一个HTTP服务，将恶意class放在HTTP服务器根目录下。

(3)通过LDAP利用工具启动LDAP服务，输入python的Web服务地址作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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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是通过多种语言结合使用，攻击目标在Java工具输入，而回显记录在RMI工具或HTTP服务的主机

上。此类工具利用过程繁琐，需要在服务器配置多种语言环境，漏洞检测也需要人工检查，所以很难实现自

动化，更不能实现批量漏洞检测。Yaklang提供了一些对各种协议支持的内置库，如HTTP、ICMP、LDAP、

RMI、T3、IIOP等协议。通过"端口协议复用"技术，只需监听一个端口，就可以自动识别连接目标的协议，

作出响应，可支持各种协议的反连。上文的Fastjson漏洞场景利用，在Yak插件中只需要监听一个端口，设

置LDAP资源、HTTP资源，并用HTTP协议发送Paylaod，即可实现漏洞利用。而且可以通过HTTP资源访

问记录，实现漏洞检测自动化，甚至此类漏洞的批量检测。通过Yaklang，一个脚本即可实现批量自动化

检测或利用。

       随着Java语言的兴起，Java应用漏洞随之暴露。一些Java漏洞利用需要使用Java官方库或Java框架等内

置的协议。使用非Java语言编写利用工具需要手动实现协议，耗时耗力，适用场景也有限，且回报率低。所

以市面上流传的Java应用漏洞的利用工具都是基于Java，因此，此类工具不能构造畸形的协议，无法应对

一些场景下的Java漏洞。Yaklang为了实现对Java的漏洞利用，提供了对RMI、T3、IIOP等协议支持的内置

库，并为用户提供了简洁的调用库，编写漏洞利用工具时，用户可以专心于漏洞利用逻辑而不是协议相关

内容，漏洞利用工具编写效率和插件执行效率大大提高。由于Yaklang编写的Java漏洞利用插件不受标准

库限制，所以可随意构造畸形的Payload，改善了Java漏洞利用工具由于受标准库限制而无法解决一些漏

洞场景的缺陷。

（4）启动Java利用工具，输入攻击目标和LDAP服务器地址，完成漏洞利用，当漏洞存在时，RMI

       服务或HTTP服务可以看见目标主机的回连记录。

反连核心技术

Yakit基于端口协议复用技术实现了反连模块，其中包括Reverse Shell、反连利用、反连检测功能。

Reverse Shell可以监听指定端口，作为反弹Shell的接收端，收到反弹Shell后，可以和ssh一样控制远端服

务器。传统渗透测试的反连需求中需要使用Nc监听端口，但一些按键如退格键、方向键会有乱码的情况，

反弹的Shell使用起来和原生的ssh还有很大区别，而Yakit的Reverse Shell可以做到类似原生ssh的使用体

验。反连利用部分可以通过监听一个端口，为不同协议的回连设置Payload，收到请求后便会自动识别请

求的协议，返回相应Payload，实现漏洞利用。反连检测功能提供了TCP、DNSLog、ICMP反连的检测，

可用于一些命令执行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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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反连核心技术)

(图7:MITM劫持)

Yakit Ul

发现xxx漏洞

xxx漏洞利用成功

Yakit脚本

攻击代码

目标Facade server

LDAP Payload RMI Payload

HTTP Payload ICMP

TCP ······

LDAP漏洞

RMI漏洞

Web漏洞

······

启动Facade server

发送Payload

收到xxx协议请求 RMI/LDAP/HTTP/….请求

发送Payload

漏洞利用结果

MITM模块前后端使用流式传输，当前端勾选或取消新插件时，后端会受到前端请求，更新加载的插

件，以达到热加载的目的。所以MITM模启动时，可随时勾选或取消被动扫描插件且立即生效，除此之外，

用户可以自己编写或在已有插件基础上对插件进行修改调试。

2.2.4 基于Yaklang热加载的插件技术

2.3 主要功能介绍

2.3.1 MITM劫持，却不止于劫持

MITM操作台可百分百替代BurpSuite执行所有操作(下载并安装证书、劫持请求、响应、编辑劫持到的

数据包等)。并且提供一整套顺畅的工作流，劫持=>History=>Repeater/Intruder，劫持数据，在History查

看历史数据，选择需要“挖掘”的数据包，发送到Web Fuzzer进行Repeater/Intruder操作。除了这些典型的

操作场景外，MITM还提供了插件被动扫描、热加载、数据包替换、标记等更灵活的功能。

用户

中间人

服务器

正常访问

返回请求结果

拦截用户信息 发送篡改后的信息



被动扫描与热加载

被动扫描支持在劫持流量的过程中，使用插件对流量进行扫描。 插件可由用户灵活定义，比如：

·在劫持的过程中进行漏洞检测、敏感信息检测等等；

·兼容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多种场景；

·使用插件可随时进行热加载(在劫持过程中可随时调试插件或根据劫持的情况随时调整插件，通过   

  嵌入Yaklang脚本来实现MITM动态调试流量，随时动态执行代码)。

10

匹配/替换/标记

       在劫持过程中可匹配、替换或标记数据包中的信息，如匹配敏感数据，标记危险JS操作(DOM、XSS)，

替换敏感信息等，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去写规则，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一个非常考验MITM技术细节实现的功能。

(1)需要正确识别并解码chunked数据包，正常解码gzip/flate/zlib-flate等数据。

(2)在解码之后，正确修复数据包的Headers。

(3)在修复了数据包之后，可以对res ponse进行替换。

(4)在替换之后，合理修复数据包Content-Length；在UTF8作为通用编码的情况下，灵活处理遇到

    GBK/GB2312/GB18030的情况等等。

(图8: MITM被动扫描与热加载)



(图9: 匹配/替换/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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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灵活多变，且方便编写的插件系统

灵活多变

Yaklang的“零依赖”、“嵌入执行”、“自动代码补全”等特点，为Yakit的插件系统提供了优秀的可扩展能

力与可实践特性。Yakit的插件系统实质上是将编写的Yak脚本发送到Yak引擎，引擎将会启动一个进程来执

行，执行过程的输出将会通过gRPC的双向数据流返回。这就意味着，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平台编

写各种符合自己实际使用场景的插件。

自带UI与绘图API

Yakit提供了一整套插件的使用页面，无需用户担心如何编写“前端”。只需将参数预设好并写好Yak脚

本，将参数与脚本保存在引擎中，填写相对应的参数，就可以做到在Yak引擎中执行。Yakit除了有提供配

套的插件UI外，也提供了超强的绘图能力，只需要调用Yakit的绘图API仓库，直接执行，即可在插件输出

中看到绘制的图表，用户无需消耗精力去制作图表。

插件联动

插件的灵活性也与Yakit本身的功能进行了结合，比如可以在使用MITM劫持、端口扫描的过程中去灵

活使用插件，达到漏洞扫描、敏感信息检查等等各种各样的能力。且插件与插件间也可进行联动，只需在

编写插件时启用联动UI，则在使用该插件时，也可使用其他的插件，达到多重使用的目的。

(图10:插件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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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插件生态）

用户区域

开始

自动打包上传到
官方插件商店

是否合并到
  官方源？

上传打包到
插件商店仓库

用户有了想法

调试插件 导出插件

在Yakit 编写了
Yak 插件

官方源

用户本地数
据库

通过测试

通过测试

不合并

Github PR

2.3.3 支持模糊测试标签语法的Web Fuzzer

MORE than Repeater+Intruder 

Yakit使用Yaklang的核心模糊测试标签语法，实现了对Repeater和Intruder的完美整合，甚至可以免

配置实现批量发包模糊测试 。

在使用Web Fuzzer进行爆破时，通过一个特殊的Fuzz标签，标签简单灵活并且可以支持非常多的种

类。若要进行一个参数遍历1-10，在Yakit中只需要{{int(1-10)}}即可把这个位置用数字1-10依次替换。如果

需要用到字典，通过{{x(your-dict)}}即可把字典内容依次替换标签位置内容，从而达到Fuzz/爆破的目的。

如果单纯只是想测试少数的几个路径，无需上传字典，在Yakit中我们可以通过{{list(element1|ele-

ment2|...)}}来测试几个特定的值。

支持可以针对Host的Intruder配置，将Fuzzer作为扫描器。Fuzzer可以静态设置Host，这个Host是

实际请求将会采用的Host，如果设置了，意味着发包过程中，Web Fuzzer不会根据数据包的Host字段去

决定给谁发送请求。通过固定Host，再在数据包中，对Hosts进行Fuzzer标签标记，就可以轻松达到

Host碰撞的目的。

插件生态

Yak的生态并不是封闭的，出教程与公开源码都是为了鼓励个人或者技术团队把自己的知识/经验沉淀

下来，可以用于团队分享或开放供互联网用户使用和学习。随着插件数量和种类的增加，可以完成的细节

操作也会越来越多，直到网络安全常见的操作和能力模块都可以在Yakit中找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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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MORE than Repeater+Intruder ）

       {{net(network_block)}}和{{port(portstr)}}渲染一段网段或渲染几个端口，把渲染出的结果进行笛卡尔

乘积，即可达到批量扫描的目的。比如说，我们只爆破admin/, login.php, wp-login这三个目录，针对某

一个网段的80、443、8080端口，效果如下。

(图13:MORE than Repeater+Intruder ）

热加载标签 

     往往在实战中，需要面对的参数是非常复杂的，上述简单的标签只能覆盖百分之六十的情况，为了解

决更复杂的场景，最好的方案就是让标签 “图灵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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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Yakit MITM插件中，热加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定，在劫持过程中，任何用户输入的Yak代码均可

以随时加载到MITM过程中执行。基于这项技术，在Web Fuzzer执行数据包修复和渲染之前，让用户输入

一段Yak代码，利用MITM插件的热加载技术，编写回调“函数”，让Yak成为Web Fuzzer和用户自定义代码

中的桥梁，在恰当的时候执行这个回调“函数”，就可以很好的实现标签核心代码 “图灵完备”。

(图14:热加载Fuzz ）

2.3.4 多场景兼容的反连管理

多协议复用端口 

人为设置一个子域名，任何查询到这个子域名的请求被集合展示，这就是DNSlog.cn的核心原理。目

前实现了记录RMI/LDAP/TLS/HTTP/HTTPS反连时携带的相关详细信息。这些协议都监听在了一个端口，

通过识别不同的协议头来判断是哪一个协议，实现了拟态反连服务器(协议复用除了使用方便以外，更重

要的是，通过反连平台返回的未知协议，能让用户知道目标此处真实存在一个反连问题)。

内网穿透

在Yak中实现了一套机制，叫cybertunnel, 即使用gRPC构建了一套端口穿透技术，可以实现映射本

地TCP/UDP协议端口到远端。甚至可以映射本地DNSlog服务器到远端(远端需要域名提供商配置解析记

录）。

服务器上安装了Yak核心引擎，使用Yak tunnel映射本地任何端口出去，包括Yak gRPC，在内网进行

渗透的时候，只需运行一个Yak gRPC，再通过Yak tunnel穿透出去，就可以使用Yakit连接，达到内网穿透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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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k除了支持任意端口的映射之外，也可以支持Yakit把反连服务器映射到远端。对于Yakit来说，减轻

用户的操作负担才是最核心的诉求。

(图15: 内网穿透）

ICMP Size Logger

ICMP最简单的触发是ping命令，在受害主机上ping自己控制的公网服务器，ping通了，ICMP就会马

上尝试测试TCP反连之类的各种操作。使用ping命令的ping -s [len] yakbridge可以ping到目标主机，在用

户ping命令执行后，可以自动观测到 “谁ping了我”。

攻击者

攻击者

受害者服务

受害者

Risk Database

发现反连触发

!

EXEC ping -s 123 yakbridge

ICMP?len=123

ICMP len=123

INFO ICMP ACCEPT

Yak Bridge

ICMP 监听器

(图16: ICMP Size Logg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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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ICMP Size Logger  ）2

TCP Random Port Logger     

实际上，除了DNS外的大多数场景来说，绝大多数反连的“检测”都是以TCP作为基础协议的，通过对

TCP的协议实现，从而实现多种复杂应用的兼容。

(1)常见的HTTP反连检测，一般使用Path作为Token的标注位置，来识别“到底是哪个漏洞触发”：

       http://example.com/[token]

(2)常见的RMI类似jndi:rmi://example.com/[token]

(3)......

但实际上，上面的各种用例都需要用户具体监听某个端口来实现的，经过思考，实现了一种更通用的

检测手段，并成功把它进行了工程化实现：

(图18: TCP Random Port Logg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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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结束

反连服务器
准备一个随机端口

随机端口并不需要监听
需要检测网站所有经过的流量

反连服务器通过抓包
记录SYN包

Payload发出，目标响应
访问随机端囗

端口并未开放，访问被拒
不会对目标产生额外影响

使用随机端口生成Payload

(图19: TCP Random Port Logg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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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Yakit基础安全应用解决方案

      针对企业使用，Yakit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包括身份认证、管理以及协同的功能，让企业更好

地管控数据，管理人员，沉淀知识。同时为了数据的安全性，插件商店及反连平台（漏洞检测辅助）可以

进行私有化部署，部署在企业自有的服务器上。

       Yakit也可根据企业的需要提供EXP服务、菜单配置等用户配置服务，以及为企业的实际使用场景提供

定制服务。

(图20: Yakit基础安全应用解决方案）

私有化部署

普通用户

EXP Online Profile Reverse

漏洞辅助检测

插件

用户配置

协同

3.1 网络安全领域CDSL(CyberSecurity Domain Specific Language)的核心优势

Yaklang最核心的思路不仅仅是解决企业的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注重安全行业人才的培养与建设。

通过学习Yaklang，安全从业人员能力可以得到质的飞跃。企业安全团队也能在整个安全建设中，不断筛

选、不断调整，降低整个安全团队的用人成本。

知识沉淀，解放企业安全团队生产力

      Yaklang以全新的网络安全领域垂直语言为基础，通过构建安全底层能力基座，让技术、运维、运营、

管理完美融合，建立企业网络安全生态。

全新思路让安全更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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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性是一个安全产品的必备属性。但对于网络安全语言来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可以灵活多变的

衍生出各种安全工具和产品。同时，Yakit本身具备传统安全产品的各种能力，在不具备构建信息安全部门

的基础下，也能保障企业的基本安全。

扩展性、灵活性、高可用性，保障企业安全

    Yaklang.io团队为企业用户可提供专属一对一保姆式教学服务，同时针对企业用户，还有专属的产品使

用手册。“做难而正确的事”是我们的口号，也是我们不变的初心。

贴心服务，保姆式一站教学

四. 关于我们

四维创智作为全球最早提出网络安全生态共建的高新企业，首次提出使用CDSL(CyberSecurity   

Domain Specific Language)模式向行业输出优秀的安全能力基座和技术解决方案。

公司多年来一直在AI+安全、移动安全、内网安全等领域精耕细作，先后推出多款自研安全产品，并

针对行业的不同安全需求，提供不同的行业解决方案。同时也向全行业提供安全检测、渗透测试、风险评

估、网络安全培训等服务。与能源(电力)、军工、金融等领域有广泛合作，客户及合作伙伴来自政府、军

工、通信、电力等各领域。

立足于攻防一线，以“图灵完备”的Yaklang语言作为底层能力，为客户提供攻防一体的产品与服务。未

来，四维创智将致力于为安全行业输出专业的基础设施，帮助客户解决安全融合问题，为客户带来全新的

安全体系建设思路，打造网络安全生态产品共建体系。

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凭借先进的技术理念，帮助企业进行安全能力建设，帮助用户应对变化多端

的互联网安全威胁。让世界更安全，让安全更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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