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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一位新浪微博网友向警
方和相关金融机构报案：凌晨2时至5
时，手机先后收到100余条来自支付宝、
京东金融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短信验证
码，相关账户内的余额及绑定银行卡内
的余额全部“凭空蒸发”。

事后经安全技术专家鉴定，认为这
是一起较为典型的利用短信嗅探技术实
施财产侵害的案例。据中国电子技术标
准化研究院技术专家何延哲介绍，短信
嗅探技术是在不影响用户正常接收短信
的情况下，通过植入手机木马或者设立
伪基站的方式，获取用户的短信内容，这
其中就包括来自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
和移动运营商的短信验证码。

一位业内人士介绍，除了盗取用户
金融账户内的资金外，短信嗅探技术还
可以截获移动运营商给手机用户发送的
验证码，用来办理各类增值扣费业务，从
而盗取手机用户的话费。

公开报道显示，近期，全国已有多
地破获相关案件：7 月，河南新乡公安
机关破获一起利用短信嗅探技术使用
他人金融账户购买虚拟物品实施销赃
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8月，厦
门警方破获一起利用短信嗅探技术盗
刷他人金融账户的案件，抓获犯罪嫌
疑人1名，涉案金额10余万元；同样在8
月，深圳警方打掉一个全链条盗刷银行
卡团伙，抓获10名犯罪嫌疑人，查缴伪基
站等电子设备6套，带破同类案件50余
宗，涉案金额逾百万元。

!"#$%&%'()*+

,-./012

3!"4$&'$ !" /5#$"%6& 7

!"#$%&'()*+,-.

/ 012$ %&'345*

+,-./6$

78$%&'9:;<=>?@

AB$!"#"$#

C?DEFGHI$%#&#'$(#)

*!'+,-.")

JKHLM$NOP QR$S

TU$VW

XJ"Y$

'$#/ Z ' [ '" \] '$#/

Z , [ / \^_`abMcde

./fgabhi^de./j

klmnjk\op '$#/$'',

l3q5rstuvwxmnj

k\op '$#/$'', y3q5

rztuv{wxmnjk\o

p '$#/$,$& y3q5r|t}

~w�mnjk\op '$#/$,$

! l3q5rs�������

��lk+fg�ab���

V��'*+�+h��

��h�^�hl����*+

��3�� ����l st}

v�] ?���lst}v{�

lh����psVh�^��

���6� �¡3 01'/!$2'

$#" m¢£¤�¥|����l

h���p|Vh�^¦§¨©

� �¡3 34567$$$#89'$#

!m¢£¤��

'$#/ Z , [ '/ \^_`ª

e./«¬�h�®¯°�h

��±¯²³°]-o´µ¶i

l·²³°^e./¸¹ºK

»¼½´µ¶i^ ¾�´¿À

ÁÂ '$#/ Z " [ #, \^_`a

JMcEÃ%&'*+�+Ä

ÅÆW`]%&'MÇÈÉ<

=ÊËÌ"ÍÎÏMcÐe.

/fgÑ3hi^ÒÓe./G

ÔjklÎÕ�Ö×�1Ø]�

h�3�l*+Ù�¹ÓÚ�

V¶iÛÜ^e./Ý¹ÞßX

J"Y$

#: e./jkl |t}

v�]|t}v{�àháâã

k+�ähál*+åæç�

�� ��6^ èéêë�ì

##!&&íÂ ';<e./jkl|�

��� Vh�p�3�k+^è

éêëp &$!$íÂ

îï"Y,ßðñòñó$

#=ÓÚhiôõ°& ö¥'=

��÷°" ö¥,=h�®¯°"

ö¥"=ñòøùúñ #(öÂ

_`ÙÔ '$#(Z ([ /\

¹ûÉü®°îªe./«¬

�gÈÍý"þ¯²³°]¿

ñ¯²³°^e./¹bKo-½

¸øáÿï!"]¿ñ£¤Â

e./jklzt}vw]

zt}v{wVh��¡3*+

#$m¢^X%�&'MÇ�

](*+#$J°)*+�,)

0+*-�¥jklz���wV

h�p�3�k+^X%�&

'MÇ�](k+./J°)*

+�,lºKÂ

0ò&'MÇ�](*+

#$J°)?1�+�,)?2

])�23 )?1*+4,)?

2 ̂&'MÇ�](k+./

J°)4+,lºK^_`de

./fgÞßgÈÍý$#= ÍÞ

ý23ì '''%"! í05657

589:;6N<=-¥'=>?e

./*+jk@Añ°0BB$

8>#$/&#$#($$$$%%?¥,=e./

4Z½�ä!C*+jkVD@

A¥"= e./JKHLMNOP

@EöñB$&#$''!#%/'

$&'&,%"%- 4Z½�ä!C*

+jkVD@A^ FGH"*+

jkVDÆWÎÏ3 IJ*+j

kVDKL*+#$ÆWMcÂ

C¹´ÐMÍýNK³O\P

#&\½QRMNK³^SýT2

UÐÎgVWXgÇq¦ËYW

Í0Z[2\$�]'^È`_

U`abc[¥d[g$ÎgVW

XgÇq¦ËYWÍ¥ d[ge

8$ fg¦Ë (,# B¥ ZB$

""$'',&$$%$$(%$#'(/¥ gÈ

aJHI$'#"($$$$-Â ho�

UiýT2l^jò&'MÇ

�](gÈÍýJ°)4+?,

)?�lºK^ _`Ak\lý

2mnl ,AæÍý2^ oS0

J!CMÇJ�pqagÂ

r�sMÍýNK^ A¹´

ÐMÍýNKO\P !$ \½0

Jª�]'MÇÈÉF�tu*

+�+ÄÅÆW`!CgÈvw

F !�[½ª�]VWxykL

dz{MÇJ�P|Â ho�!

CgÈvw¾�ªMÇJ�P

|^}�~gÍýNK^_`S0

J!CMÇJ�pqagÂ

�]'*+�+ÄÅÆW`

'$#(Z #$[ #$\

8 9

�t(��]��Î�,-�J./�\�áÓ,M·

���_./.�l��^�G_./l2�fg�J��?

"^�zL���ó$

#3 �t(��]��Î�,-�J./H¸����÷

���M���Î�wÂ

'3dÔ �ÙVzÓ,M�G./2�fg�J��?"^

./� f?¡¢ùJ£¤�l¥¦^Þ§¨./l3J¥©Â

¹ª«¬ø$®¯��t(��]��Î�,-�J.

/fgLU°±l÷�]�M^r,J²³´^C�»Ñµ_

÷�Â ÑµÀÁ$$'(2(""&%!!'^�ª�ó

�t(��]��Î�,-�J././

'$#(Z #$[ #(\

!""#"$!!

$%&'

:;<=

!"#$%&'()*+ !" ,-./01234 #$%& 5 ''# (()*)*+,%*

>?@AB''C (, (D3"&E ",F

GHIJBM¶·p¸¹º»

ø¸F¼½¾^ ¿,F¼�p¶

ÀGÁgø¸Â Â[ÃÄ�Ci

����Å]ñÆÂ M¶�d¿

¶ÀF¼��±ÇIJ£�JÂ

KLMN:;

OPQRBSTUVWXYZ:;[\]^

!&È�ÉÊÖ,-./ 01

2$ �tîËÊÖÎ�,-.

/-^UÌG�0BB$&#,''#

&$#!%!&-^ÄÍÎJM�0B

B$&#,''#&$#!%!/-l?Ïñ

óÐÑ^�óÏÒ

!ÓÔzÕ $#/"/(,(ÐÑÏÒ

!�tg'TLÖ�×Ø©Ù

0EöñB$&#,,,(#%%($,$!$

$#&-ÖjñÐÑ

!ÚÛjÜÝö,-./)?

ãÞßàájk×âúñ0×â

BB$tã*�Äájk× '$#

/$$#&B-ÐÑÏÒÂ

!�täåæç�èéêxy

,-./^ëì^�íî»nï

Êðñ 0ñ³BB$$$#(&,'/B

ÌL$ÊÈ-ÐÑ^�óÏÒÂ

!�tòóôxzõ,-./

îö÷UÌG�@öB &#$#$($

$,%/#%CÐÑ^�óÏÒÂ

!¦øùú1;ûüýkF¼

þÿsU!DLaÆ $&#$#'%!

$$#'""#(BÐÑÏÒ

!VW{"#$%&'()*

÷UÀ+ñ÷B &###$'#%//$

"'&!&'"$#(÷,MÐÑÏÒ

!VW{?-./0*0÷B$

%'&#$#$$)*!'D+E5%0-zÕ

H I $$&#$$#($$#$/ z Õ B

I$#"!(',,$3#"!(',,#3#"!(

',&#9#"!(',&"3#"!(',(&3#"

!('"$$ÐÑÏÒ

!ûÉW{�]1{'&2e

345678*lzÕ9:;^

BB$#&#$#',%'&#$#$$)

*!'31+*$($$#ÐÑÏÒ

_`];

�t<æ=Þßàá>?,-

./0C?DEFGHI$%#&#

$#(')*!#.*DE'!- VÝ@N

Kn?^CA¥AUMÁM.¯

B®O\P "& \½ª_./C

a@!®A¥AUÂ

!)DE{)DÊÌFGHIJ

+*÷UÀ+ñ�Mt÷K &#$

##'#%//$'$"'/'/ÐÑÏÒ

!V�t]?LÀÖ×,-.

/Ý@ENw!Cn?ÂM.¯

B®O\P "& \½CM./¿

,A¥AUM�±ÌW,��

Å^hoSl��ºKÍWÂ

!t¦fgMNÓ ÿOP QR

ST M¦UÖjñÑ

!QPV��:¦øùWXý

ekdz,-./ ! Y # ÷í

'&Z #B:ý[òÐÑÏÒÂ

!M\F]rt *""G'H<ÐÑò

#�^�÷$,&#$##($,$!$$##

#",�ª�óÂ

!)DE{)DÊÌ1._`

a÷UÀ+ñ�,Mt÷K &#$

##'#%//$'$"'/'/$'ÐÑÏÒÂ

!bOcÐÑ¹½d7¬&e

'g:f *' { / Y ' B #!$"

ý:ýKê[ò^ÕB $$',#&$

^ên #$$$$í^go2[ò^B

B $$',$&&^ ên #!(#$/ í^

HÌh[ò^ BB $$##$/$^ê

n #!$í^�óÏÒ

!�]F¼Î�¦ÖijkÖ

jñ0ÖB '$#&'",$/'-ÐÑ

!�]4]lÎ,-�J./

0i÷MmRB %#&#$##'$&$$&

'!#D-'$#(Z ([ #&\dÕn

�]opÊq,-./�tré

÷ÌGzÕ@zÕHI &#$$#/##

,$ zÕBI $$'(/"$$ ên

#,!(#;'&íCstÑ3zÕÑÐÑ

!�]�OuU,-./ÊÈ

KLv.ñ³0,M ! M-0ñ

³BB$>#$%"$&#$#$/$$2#'$

(-ÐÑ^�ª�óÏÒÂ

!�]']wx,-�J./t

*I#>$&Ëyz{ñ^ tÃzÆ

�K '"$$($BÐÑ^�óÏÒ

手机信号突然降2G还收验证码 要当心哦
可能是犯罪分子隔空取物，全国各地近期已发生多起利用短信嗅探技术窃取钱财的案件

凌晨，突然发现手机信号
从4G降为2G，接收来自银
行、支付宝和移动公司的各
类短信验证码。随后，银行
账户被转空、支付宝余额被
转走、手机自动订购了一堆
无用的增值业务……这并非
科幻电影中的场景，而是现
实世界中短信嗅探设备对手
机用户实施不法侵害。

近期，全国多地发生利用
短信嗅探技术窃取钱财的案
件，有的涉案金额逾百万
元。“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
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社交
网络兜售相关技术及设备。

非法买卖、使用短信嗅探设备触犯哪些法
律法规？福建省瀛坤律师事务所张翼腾律师认
为，由于出售人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未取得
电信设备进网许可等资质，非法生产、组装、销
售“伪基站”设备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如购买者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
者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
造成公用电信设施不同程度中断，使不特定多
数的个人无法正常进行通讯联络活动，其行为
可能构成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
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

此外，若使用者实施了盗刷银行卡的行为，
则可能同时构成盗窃罪、信用卡诈骗罪等。

何延哲表示，在2G通道下进行的短信和通
话信息使用明文传输。为成功劫持信号完成短
信嗅探，不法分子有时还会干扰3G和4G信号，
强制让用户“降维”到2G网络状态。

腾讯安全玄武实验室负责人于旸建议，用
户可以要求运营商开通VoLTE功能（一种数据传
输技术），让短信通过4G网络传输，防范无线监
听窃取短信。于旸表示，在网络安全领域存在一
个“不可能三角”，即无法同时实现安全、便捷和
廉价三个要素。从短信嗅探技术盗刷他人金融
账户的案例来看，目前，被多数金融机构采用的
基于账户登录密码和短信验证码的“双因子安
全认证”虽然方便，但在该环境下有失效风险。

何延哲等业内专家建议，通信运营商应考
虑加快淘汰2G网络技术，确保用户的短信和通
话内容不被他人截获窃取。此外，有关专家建
议，在“双因子安全认证”出现漏洞的情况下，包
括银行和第三方支付平台在内的金融机构应加
强安全因子的多重验证，推出更为完善可靠的
校验手段。 （据新华社）

这些非法设备从何而来？记者
在互联网和社交软件搜索，发现大量
嗅探设备交易帖和交流群。

在一个名为“嗅探吧”的百度贴
吧中，不少卖家除了介绍嗅探功能，
留下QQ、微信等联系方式外，还时常
分享一些拦截短信成功的截图，诱导
他人购买相关设备。

根据一篇交易帖的指引，记者
添加了尾号为 0960 的 QQ 用户。
对方称，只需要 8500 元即可将盗
取话费的全套设备软件卖给记者，
盗取支付宝账户余额的相关设备
则需2万元。为打消记者的顾虑，
对方甚至还表示可以通过快递公
司“货到付款”，在快递网点开机
现场验证设备性能后再付款，并
承诺将通过傻瓜式教程“包教包
会”。

一位售卖设备的卖家告诉记者，
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工作室，有人负责
制作硬件，有人负责软件编程。

有卖家提醒记者，要遵守“行
规”。例如，在盗取他人话费时，一
天盗取的话费上限不能超过 3000
元。

还有卖家给记者发来了大量的
照片和视频录像，证明所售卖的设备
真实可靠。在一段视频影像中，嗅探
设备正在运行，对方还演示了如何操
作软件，并成功截获了一条发自银联
的短信验证码。

网络售嗅探设备软件
声称“包教包会”

犯罪分子“隔空取物”
短信验证码也被劫取

利用嗅探技术 记者暗访 专家建议
加快淘汰2G 网络技术
加强安全因子的多重验证

银行账户

手机自动订购

支付宝余额

短信
验证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