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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互联网欺诈现象泛滥，盗号木马、网购木马、网购钓鱼等各种欺诈形式花样繁多。技术

方法与社会工程学手段相结合是当前网络欺诈的主要形式；而高校大学生则是网购欺诈

的主要受害者。

� 网游交易是钓鱼欺诈的重灾区。骗子通过游戏聊天频道不停“喊话”，出售一些明显低

于市场价格的“装备”和“游戏币”。一旦玩家误信购买，游戏装备和金钱将被盗取。

� 虚假团购网站是一季度末增长速度最快的网络欺诈形式。与一般的网络欺诈相比，由于

低价本来就是团购网站的特点，所以虚假团购更难识别。

� 二手数码产品交易是网购木马攻击的重灾区。骗子会通过发送“实物照片”的方式诱骗

受害者接收和运行木马程序。

� 网络兼职欺诈是一季度报告案例最多的网络欺诈形式，兼职刷钻欺诈、兼职钓鱼欺诈和

兼职保证金欺诈是三种最主要的形式，受害者 80%以上是在校大学生。

� 使用淘宝备忘功能进行欺诈，是一季度末流行的一种欺诈形式。而推销“消费者保障计

划”则是专门针对淘宝新手卖家的一种欺诈手段。

� 某些高级网络骗子还会使用社会工程学和心理学手法，通过连环陷阱诱使受害人多次上

当，并在最后手动放行骗子发送的木马程序，结果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 “授权支付”欺诈是一季度截获的一类新型高危骗术。骗子诱使受害者进行“网银授权

支付”操作，一旦操作完成，骗子就会在极短时间内，洗劫受害人网银账户，受害者损

失高达数千甚至数万元。

关键词：盗号木马、网购钓鱼、网络欺诈、兼职、二手数码、团购、授权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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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网购先赔”数据统计

2012年 7 月，360安全卫士开通网购先赔服务。2013年第一季度，360网购先赔服务

共收到用户理赔申请 926例，涉及钓鱼网站、木马、“客服”聊天等多种网络欺诈形式。

从地域分布上看，广东、山东、江苏和北京是 2013年第一季度国内网购被骗案例最为

高发的地区，受害用户数分别占到全国受害用户总数的 10.2%、9.7%、7.9%和 7.4%。

从案例类型上看，虚假兼职是 2013年第一季度最为高发的网络欺诈形式，其次是网购

钓鱼和网购木马。在网购钓鱼案例中，虚拟商品（如电话充值卡、游戏点卡、游戏装备等）

交易的欺诈案例最为常见。一季度末出现的“钓鱼木马连环欺诈”和“网银授权支付欺诈”

最值得警惕，受害者往往会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网银资金就被洗劫一空，用户损失少则几

千，高则上万。此外，一季度末开始大量涌现的团购欺诈案例，迷惑性更强，普通人更加难

以识别。

从受害群体来看，超过半数的网络欺诈受害者是高校大学生，而在网络兼职欺诈的受

害者中，高校大学生的比例更是高达 80%以上。大学生往往会追求超低价商品、也是二手

数码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因此很容易成为网购钓鱼和网购木马的主要攻击目标。而既轻松，

又赚钱快的“网络兼职”工作，对在校大学生的吸引力也最强。

从损失程度上看，网络欺诈的受害者少则被骗几十元，多则被骗上万元，损失最大的

一位用户被骗金额更是高达两万余元。而其他被骗万元以上的用户也有十余人之多。网络欺

诈的危害性和反网络欺诈的艰巨性可见一斑。

从欺诈手法上看，骗子越来越多的将木马病毒、钓鱼欺诈等技术手法与各种社会工程

学手段相结合。“人骗人”仍然是网络欺诈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些骗子甚至会运用各种心

理学手法，诱使受害人反复上当，手动放行木马程序、关闭安全软件，主动发送帐号密码。

各种网路欺诈陷阱让人防不胜防。

本次发行的防骗报告，将主要针对 2013年第一季度最为流行的八大类，12个典型案例

进行详细介绍和分析，希望能够借此帮助网民提高警惕，增强防骗意识和防骗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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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低价装备钓鱼游戏玩家

核心提示

在游戏类钓鱼欺诈案例中，骗子通常会利用游戏公共频道、玩家私信、游戏 QQ 群等渠

道密集喊话。出售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游戏装备、游戏币、游戏点卡等虚拟物品。贪图便宜

的玩家一旦上钩，骗子会想方设法诱骗玩家到钓鱼网站上进行交易，从而实施欺诈。

案例回放：便宜装备不便宜

案例 1：

王先生是“神曲”游戏的玩家。他在聊天频道看到有人留言，低价出售游戏币和游戏

装备， “200元=50万钻+1亿黄金+VIP紫装+军装+战魂”。

王先生通过 QQ与留言者联系后，对方要求使用第三方交易平台“5173”进行交易。王

先生立刻到 “www.5173.com”上进行了用户注册。

完成注册后，对方便发来了“商品”的链接。王先生点击购买后，对方却自称没有收到

购买信息，并告诉王先生：此网站需要开通一个自动发货功能才能付款。自动发货功能可以

长期使用，但是需要支付 480 元费用。同时对方又给王先生发来了一个开通自动发货功能的

链接。

王先生心生怀疑，仔细查看对方发来的链接，才发现自己购物的网站并不是自己刚刚注

册的 5173 官方网站，自己被骗了。

案例 2：

李先生在玩网络游戏“龙之谷”时，看到游戏公共频道有人不停在喊“XX 搜索《龙之

谷精彩礼盒》各种给力时装大翅膀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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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于是就到搜索引擎上搜索相关内容。并点击进入了排在首位的搜索结果。

李先生在该网站点击领取礼包，系统提示需输入游戏帐号和密码，李先生按提示输入，

结果系统却没有反应。李先生以为网站出了故障便没再理会，结果几个小时后，李先生再次

登录游戏时发现，自己帐号的“装备”和“金钱”都已经被洗劫一空。

专家分析

网游交易是 2013年第一季度钓鱼欺诈的重灾区。由于网络游戏玩家成分复杂，游戏内

交易市场变化迅速，所以也成为钓鱼欺诈者的重点聚集区。骗子们在各个知名网游中乐此不

疲的“喊话”，甚至花大价钱购买专用全服喊话的喇叭喊话,出售一些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装

备”、“游戏币”以及冒充游戏官方送礼包等，利用一些玩家贪图便宜的心理和某些搜索引擎

的功能不完善，诱骗玩家到钓鱼网站上进行付款或到钓鱼网站上登录，从而实现盗号并窃取

游戏“装备”和“金钱”。

在案例 1中，玩家虽然是在真实的第三方交易平台上进行的注册。但对方发给他的商

品链接却是一个高仿真的仿冒网站商品链接，玩家在这个链接上进行支付，实际上是将钱直

接转账到了对方的账户中，而不像我们通常网购商品那样，需要“确认支付”后，第三方支

付平台才会将货款打给卖家。下图给出了正常网购和网购钓鱼在支付流程上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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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例 2中，骗子使用了一种非常具有迷惑性的骗术：它并不是直接把钓鱼网站的链接

发给玩家，而是让玩家自己去知名的搜索引擎上搜索，自己去找结果。一些有经验的玩家不

会轻信 QQ 或邮件中收到的中奖、礼品和打折信息，但对于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则往往缺乏

警惕。在这起案例中，李先生就是通过搜索引擎进入了一个仿冒登录类的钓鱼网站。在这个

钓鱼网站上输入帐号和密码，帐号密码就会发送给躲在幕后的钓鱼网站作者，俗称“鱼老板”。

此类骗术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制作钓鱼网站、搞定搜索引擎和在游戏平台发消息。其

中的关键在于搞定玩家信赖度较高搜索引擎。因为只有确保钓鱼网站列在搜索结果的第一

条，才能保证钓鱼欺诈的成功率。下图给出此类欺诈的全过程示意图。

总结 2013 年第一季度的虚拟交易欺诈案例，在游戏的聊天频道发布虚假消息，是绝大

多数此类欺诈的共同特点。骗子们通过长篇的喊话和反复的刷屏，占据着聊天频道的大部分

页面。同时聊天工具和搜索引擎也成为钓鱼链接传播的主要途径。另外，这些钓鱼网站对游

戏官网的仿冒程度非常之高，除非认真比对网址，否则仅凭肉眼很难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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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警惕的是，目前游戏钓鱼欺诈有集团化、产业化的模式。通常幕后有“鱼老板”，

招募“马仔”加盟，“鱼老板”提供钓鱼网站源码、骗术培训等，马仔则去游戏内“引鱼上

钩”，得手后双方按比例分赃。

下图给出了网游交易钓鱼的一般流程：

防骗指南

1） 明显低于市价或官方售价的交易信息，基本上都是欺诈信息，不可轻信；

2） 在游戏的聊天频道或 QQ群喊话的交易信息和送礼信息，明显低于市价的，基本上

都是欺诈信息；

3） 对号称游戏官方活动送礼的信息要与游戏官方客服确认，不可轻信；

4） 一旦发现自己登录的是钓鱼网站，应尽快修改自己的游戏密码。如果能抢在黑客动

手之前修改密码，就可以避免自己的损失；

5） 小技巧：通常来说，真实的促销信息在不同的搜索引擎中都能搜到。但黑客只有针

对性的优化（SEO）或参与竞价，才有可能把钓鱼网站排到这个搜索引擎搜索结果的首条。

所以经常换换不同的搜索引擎比较一下搜索结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玩家识别信息的真

假；

6） 在购物网站或虚拟交易平台上进行交易时，可以通过浏览器查看网站的身份认证信

息，如果是没有备案信息网站，或者是被报高风险的网站，就不能轻信。下图是通过 360
安全浏览器的照妖镜功能查看网站备案信息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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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虚假团购登录搜索引擎

核心提示

团购商品价格一般都很低，而钓鱼网站同样靠超低价吸引受害者。因此，我们很难简

单的通过商品价格是否过低来分辨团购网站的真假。虚假团购网站以往并不多见。但 2013
年一季度末，却连续有多个用户报告通过搜索引擎进入了虚假的团购网站，并因此受骗。

案例回放：疯狂的团购

李小姐经常喜欢在团购网站上购买餐厅套餐和电影票，一日她在网上搜索美食团购时发

现某团购网站正在以超低价团购“金钱豹”餐厅的自助餐，原价 168元，仅售 88元，并且

下面还有搜索引擎“推广”的字样。

钓鱼网站钓鱼网站钓鱼网站钓鱼网站

李小姐点开网站后，看到提示说，活动的时间仅剩下 1小时，于是没有多想便立刻购买

了 2张。奇怪的是付款后等了很久，手机也没有收到消费码短信，李小姐联系网站客服，但

被提示电话是空号。李小姐意识到可能是被虚假团购网站骗了，果然通过各种搜索引擎都没

找到这家团购网站更多的信息，第二天，那个网站索性打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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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分析

利用虚假团购网站进行钓鱼欺诈的案例之前也偶有出现，不过数量并不多。但 2013年
3月份的最后两周，却连续接到 5起虚假团购的欺诈报告。团购欺诈有集中爆发的趋势。

从钓鱼手法上来看，团购钓鱼和一般网购钓鱼区别不大。骗子首先利用团购建站模板建

立多个虚假团购网站，团购内容也模仿正规团购网站，多以知名餐厅、电影票和生活用品为

主，之后以超低的团购价和极短的剩余时间引诱受害者。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从目前已经报

告的案例看，所有受害者都是通过搜索引擎或搜索引擎推广进入的虚假团购网站。

虚假团购网站比一般的虚假购物网站更难识别，因为超低价商品在正规的团购网站上也

是很常见的。因此，“超低价就是骗人的”对团购网站来说并不适用。而虚假团购网站多以

“游击战”的形式进行欺诈，即网站存在一两天、或者是被安全软件拦截后就会被骗子删除，

骗子随后会换另一批网址重新上线。

团购钓鱼欺诈流程大致如下：

防骗指南

1） 不要轻易相信搜索结果中陌生或不知名的团购网站，经常团购的用户可以选择通过

专业的团购导航（如 http://tuan.360.cn/）等方式查询团购信息，更可靠也更方便；

2） 团购时，要留心查看网站的身份认证信息（建议使用 360安全浏览器的“照妖镜”

功能），如果是没有工信部备案的团购网站，就存在较大的消费风险，而且一旦遭遇损害也

很难通过法律途径追回索赔；

3） 开启 360网购先赔服务，如因类似情况被骗受损，多数可以得到 360的先行赔付。

http://tuan.360.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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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手交易当心网购木马

核心提示

二手数码产品交易是网购木马攻击的重灾区。由于买家通常都会主动要求卖家发送实物

照片，因此，当黑客将伪装成实物照片的木马发送给受害者时，很多受害者会不加思索的将

文件打开，即使看到安全软件的风险提示，也会手动将木马程序放行。而一旦木马运行，付

款操作就会被劫持到钓鱼网站。

案例回放：打不开的“实物照片”

张生想购买 iPhone5 手机，于是到某购物网站进行选购。搜索时发现某卖家出售的 9成
新 iPhone5 只需 2900元，张先生立刻联系了卖家。但卖家表示，旺旺在自己的电脑上运行

会卡，因此要求张先生用 QQ进行沟通。张先生没有多想，便加了对方的 QQ。

卖家的网店上并没有给出实物照片，张先生担心二手产品的质量和成色，于是要求对方

提供实物照片。对方立刻发来一个名为“实物照片”的压缩文件。张先生下载并双击打开这

个文件后，看到了 360安全卫士给出的风险提醒。

张先生向卖家询问，卖家告诉他，只需点“允许”就可以了。但张先生点击允许后，还

是没有看到图片。张先生再次询问后，卖家说可能是张先生的操作系统有问题，然后通过

QQ直接发来了手机照片截图。

看到照片后，张先生感到满意，并放心的拍下付款，但在使用支付宝进行付款时，却被

提示支付系统升级中，付款失败，建议转由网银系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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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按照提示使用农业银行的网银付了款，手机也收到了扣费 2900元的短信，但卖

家告诉他并未收到款项，张先生查看淘宝交易状态也显示的是“未付款”。张先生感觉不对，

仔细查对支付页面的网址，发现被骗了，于是立刻报了警。

专家分析

现如今，二手数码产品的交易在线上线下都非常活跃，同时也是网购木马欺诈的高危领

域。2013年第一季度，360网购先赔在已经接连收到了十余起网购木马的受害者报告。而网

址劫持正是网购木马的主要特点。

在上面的案例中，张先生所遇到的情况实际上就是典型的网购木马攻击。与网购钓鱼的

情况不同，多数网购木马并不是将买家劫持到虚假的购物网站上进行交易，而是让买家在真

正的购物网站上选购商品，直到进入支付阶段，木马才将支付页面劫持到钓鱼网站，因此非

常隐蔽，不容易发现。当用户在钓鱼支付页面上进行付款操作后，钱便直接转入了骗子的账

户，而没有进入第三方交易平台。

在这起案例中，张先生在看到风险提示后，还是听信了骗子的说法，轻易的放行了木马

程序。这是导致用户损失的主要原因。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并不是“打不开的照片”才是木马。很多伪装成照片的木马运行以

后，确实会在屏幕上显示一个照片，但后台却在悄悄执行危险操作。除了“手机照片”、“实

物照片”外，“美女照片.jpg”、“我的裸照.png”等也是木马程序常用的伪装。文件名中的“.jpg”、

“.png”等也是一种伪装手法，使其看起来像是一个图片文件。实际上，绝大多数用户的电

脑设置是隐藏已知类型的文件后缀名，这些木马文件的真实后缀名大多是“.exe”。

下图给出了典型网购木马的攻击流程示意图：

防骗指南

1) 与淘宝卖家沟通，一定要坚持使用旺旺，因为旺旺有一套针对淘宝网设计的防范钓

鱼网站和木马传播的安全机制；要求使用 QQ沟通的淘宝卖家，十有八九都是骗子；

2) 网购时，向卖家索要实物图，一定要对方通过聊天窗口发送图片或截图，而不要轻

易接收对方发来的任何文件，这样就能避免木马感染；

3) 网购时，如果接收了对方发来的文件，一定要首先扫描文件安全性，一旦看到任何

形式的风险提示，都应该立即删除文件并停止交易，因为正常的图片文件或压缩数据包，是

不会被任何安全软件报告风险的；

4) 一旦发现自己感染了网购木马，应立即进行木马查杀；遇到顽固木马，则需要使用

类似 360 系统急救箱之类的深度扫描工具进行查杀；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选择类似“360
电脑专家”一类的远程人工安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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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网络兼职暗藏多种陷阱

核心提示

网络兼职欺诈是今年第一季度 360网购先赔接到报告数量最多的一类网络欺诈案例。兼

职刷钻欺诈、兼职钓鱼欺诈和兼职保证金欺诈是三种最主要的欺诈类型。受害者 80%以上

是在校大学生，被骗金额少则几百，多则上万。

案例回放：危险的兼职

案例 1：

小李考上大学后一直想找个兼职，一日他在某 QQ群中看到有人发布“高薪兼职，日赚

300”的信息，遂与对方联系。对方自称是做“淘宝刷钻平台”，小李只需要去指定的淘宝店

铺购买充值卡，对方会把货款退还给小李，确认好评后，小李将得到一定比例的佣金。购买

次数越多，佣金返还比例也越高。

小李按照对方要求购买了充值卡后要求对方返款，但对方要求小李将充值卡的卡号和密

码截图发送过来以验证小李确实购买了充值卡。小李未加思量便将充值卡的卡号和密码截图

发送给了对方，但对方以小李的操作尚未满足返款条件为由，拒绝返款给小李，并一再要求

小李继续刷钻，以满足返款条件。小李感觉自己可能被骗，想立即使用充值卡以挽回损失，

但拨打充值电话后被告知，充值卡已经失效。

案例 2：

小王是大三学生，一日在浏览博客时无意中看到一篇名为“中国联通招聘网络兼职”的

博客。博客称联通为扩大业务量和知名度招聘“刷业绩兼职”，回报率很高，并且醒目提示

“不需要任何保证金”，“需要保证金的都是骗子”。

小王觉得博客内容规范，提示贴心，比较可信，遂通过博客上的 QQ进行联系。对方自

称为联通内部员工，为提升业绩招聘“刷业绩兼职”，只需去官方网站上购买联通充值卡，

3张算一次任务，任务完成后会把货款退回给小王，每次任务可得 15元佣金。对方还特别

提醒小王不用担心被骗，因为就算不退还货款小王手里还有充值卡，也不会损失。

小王觉得对方说的有道理，于是就在对方发来的充值卡链接上花 300元购买了 3张充值

卡，然后联系对方要求回退货款。但对方却表示，系统可能“卡单”了，只看到一张充值卡

的交易记录，小王必须再购买三张才可以激活之前的订单。小王感觉不妙，立刻打电话充值，

但系统提示卡号密码错误，充值卡都是假冒的。

案例 3

小赵在一个 QQ群中看到有人发布“高薪急聘兼职文字录入，薪水日结”的消息，遂立

刻与对方联系。联系后对方称是某出版社的，招聘兼职为即将出版的新书进行录入，每 1
万字 300元，薪水日结。

小赵十分兴奋，立刻要求开始工作。对方随即发来“兼职录入员资料登记表”等文件，

让小赵填写了个人资料，包括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和银行账户等信息，看起来很规范。小

赵随后索要任务，对方表示，由于是未出版的新书，所以要签署“保密协议”并交纳 1000
元保证金。小赵赚钱心切，看着对方发来的盖过章的“保密协议”，没有多想就给对方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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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但打款后，对方 QQ便下线了，就此消失。小王这才发觉是被骗了。

专家分析

网上兼职欺诈大多是以简单的任务，高额的薪水来诱惑受害者应聘兼职，随后用人工欺

诈与钓鱼网站相结合等方式实施欺诈。为取得信任，骗子往往都会编造出神秘、灰色的身份，

例如“淘宝刷钻平台”、“联通内部员工”等。有的骗子不仅会制作精致的兼职说明，而且

还会“好心”的提醒受害者要当心上当，甚至会介绍各种防范兼职欺诈的方法，如：“需要

保证金的都是骗子”、“一定要在收到返款之后再确认收货”等。但在实际特定的欺诈场景中，

这些“好心”的提醒都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为了让受害者放松警惕而已。

在案例 1中，骗子与淘宝卖家实际上没有任何关系，受害人小李在淘宝店铺中购买充值

卡的过程是完全符合正规的购物流程的，所以淘宝店家没有任何法律责任。只不过，小李为

了让对方确认自己购买了商品，将卡号和密码截图发送给了对方。对方立即进行充值，从而

完成了欺诈。

这起案例中，小李及时发现问题并停止了交易，所以损失不是很大。在 360网购先赔实

际受理的案例中，有一位用户在骗子的诱骗劝说下，反复购买充值卡，最终损失竟然高达 1.9

万元。其他受害者被骗几千元的案例也不少见。这种看似简单的骗术，其实很不简单，也是

受骗者较多的网络欺诈类型。

在案例 2中，受害人小王实际上是在骗子的诱骗下登录了钓鱼网站，而在钓鱼网站上购

买充值卡，实际上就是将钱直接转入了骗子的账户中。如果小王按照骗子的提示，继续购卡

“激活订单”的话，结果只会是继续被骗。

案例 3是一种比较传统网络欺诈手法，主要是通过丰厚的回报，诱骗受害人缴纳保证金

或抵押金。而且在这起案例中，受害人小赵还按照骗子的要求，填写了“兼职录入员资料登

记表”，其中包含身份证号、联系电话和银行帐号等敏感信息，这也可能会给小赵带来更多

的安全风险。

下图给出了兼职欺诈的一般过程示意图：

防骗指南

1）找兼职要上正规的招聘网站，不要轻信 QQ 群、博客、论坛上看到的招聘信息；

2）不要从事不合法的兼职工作，否则不仅容易上当受骗，而且可能还会承担法律责任；

实际上，刷点、刷钻、刷积分等都不合法，相关的网上兼职也基本上都是欺诈；

3）几乎所有通过截图方式证明交易成功的要求都有很强的欺诈嫌疑，因为，真正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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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可以通过查看交易记录来证实交易是否成功，而不会要求别人发截图；

4）“卡单”、“掉单”、“付费激活订单”等几乎都是欺诈专用术语，见到此类词语，基

本可以断定对方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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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假冒淘宝“备忘”欺诈

核心提示

假冒淘宝网 “备忘”的欺诈方式很奇特。骗子首先盗取买家淘宝帐号和密码，然后利

用交易订单中的“备忘”功能，填写假冒的系统通知，内容通常为订单“卡单”、“掉单”或

者“网银系统故障”等，需要买家支付解冻金。然后假冒卖家联系买家，利用钓鱼网站或者

支付宝即时到账功能诱骗买家付款，实施欺诈。

案例回放：奇怪的“备忘”

钱女士在淘宝网拍下了一款手机，成功付款后即等待收货。但当天下午却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是手机的卖家，说钱女士上午所拍手机的订单出现了交易异常，资金被冻结，需要

钱女士进行“验证解冻”，并提示钱女士登录淘宝网查看订单“备忘”功能，就可以看到系

统通知。

钱女士登录淘宝网查看订单“备忘”，果然有“系统提示”，内容大致为：订单或网银系

统出现问题，需要再次进行付款确认解冻，解冻后款项将自动退回账户。下图是一个类似案

例中，备忘信息的截图。

由于钱女士不知道该如何操作，便再次联系对方，并按照对方的指示，在对方发来的链

接上进行付款，结果发现备忘中的“系统提示”没有变化，钱也没有回到自己的账户中。

专家分析

利用淘宝网备忘功能进行欺诈，是 2013年 3 月开始流行的一种欺诈手段，类似案例累

计已达 4起。淘宝方面也已针对此类骗术向消费者进行了公开提示。

在此类欺诈中，骗子首先盗取用户淘宝帐号和密码（俗称“扫号”），之后筛选有未确认

订单的用户，在买家订单备忘功能处填写虚假的“系统提示”，提示内容通常是交易异常，

需要再次付款进行“解冻”。然后，骗子再冒充卖家联系引导买家查看备忘，然后给受害人

发送钓鱼网站链接或者是支付宝的及时付款链接。一旦受害者确认了支付，钱便进入了骗子

的账户。此类骗术利用了买家对淘宝功能的不熟悉和对淘宝网系统的信任，其大致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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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骗指南

1） 淘宝网的“备忘”功能是提供给买家自行输入订单备注的一项功能，只有买家自己

可以使用，卖家和淘宝网均不能编辑和阅读。淘宝网更不会通过此功能发送系统通知；

2） 收到任何关于要求付款的要求，尤其是自己不熟悉的淘宝网功能发来的“通知”，

要首先通过淘宝网官方电话联系淘宝客服进行确认，避免被骗；

3） “卡单”、“掉单”、“解冻订单”等几乎都是欺诈专用术语，见到此类词语，基本可

以断定对方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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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假冒淘宝“消费保障金”欺诈

核心提示

此类案例中，骗子首先寻找新手卖家，之后冒充淘宝工作人员，要求或劝说卖家开通“消

费者保障计划”，缴纳 1000元保障金。卖家同意后，骗子会发来名为“开通消费者保障计划”

的支付宝付款链接，实际上是一个代付款链接，卖家付款后钱就会直接打到骗子账上。

案例回放：没有保障的“保障金”

梁小姐利用业余时间在淘宝网开了一家网店，店铺新开，没什么生意。一天，淘宝旺旺

上突然有一个名为“056号工作人员”的人主动联系梁小姐，并自称是淘宝工作人员，要求

梁小姐新开的店铺加入淘宝网“消费者保障计划”。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梁小姐，目前绝大多数店铺都已经开通了这个计划，只需提交

1000元保障金，保障金只会被暂时冻结，什么时候想用，取消计划就会退回支付宝账户。

开通后店铺会有相应的标志，可信度增加，店铺生意也会更好。

梁小姐到淘宝网进行查询，正如对方介绍，淘宝方面确实有这个计划，于是同意了对方

的要求。对方发来一个名为“开通消费者保障计划”的支付宝付款链接，梁小姐点击付款。

但付款后梁小姐却迟迟未见到自己的店铺增加标志，对方也联系不上了。联系淘宝客服后才

知道，自己被骗了。

下图是支付宝付款链接的一个案例截图：

专家分析

利用网购平台进行欺诈的种类越来越多，针对人群也由消费者扩大到了淘宝卖家。这起

案例就是骗子专门针对新手卖家进行的欺诈。骗子利用新手卖家不熟悉淘宝和支付宝规则，

且急于提高网店销量的心理实施欺诈。

“消费者保障计划”确实是淘宝网推出的一项保障消费者利益的服务。1000元保障金

也确实只是会被暂时冻结，卖家可随时申请取消计划，退回保障金。但计划都是卖家自愿加

入的，淘宝方面不会强行推销。

骗子冒充淘宝工作人员，并利用真实的“消费者保障计划”诱骗新手卖家上当。而新手

卖家极易被淘宝网的计划介绍页面的真实性所吸引，反而忽视了所谓“工作人员”身份的真

实性。

有意思的是，骗子发来的支付链接，也确实是支付宝的链接，但新手卖家很多都不知道

支付宝可以自行制作“收款链接“和“代付链接”，而名称也可以自行定义，所以制作一个

名为“开通消费者保障计划”的及时付款链接其实很容易。确认支付后，钱就到了骗子的账

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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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欺诈流程大致如下：

防骗指南

1） 淘宝网针对卖家的所有计划都是卖家自愿参加，并在相应页面自助提交申请，不会

有任何工作人员联系推销；

2） 如遇自称“淘宝工作人员”的人，要第一时间通过淘宝网官方客服电话联系客服进

行确认；

3） 对支付宝链接要认真查看，如不了解，要第一时间通过支付宝官方客服电话联系客

服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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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钓鱼木马连环欺诈

核心提示

这是一类比较复杂的高危欺诈方式。骗子首先在 QQ上进行钓鱼欺诈，得手后利用买家

急于追回损失的心理，以淘宝网“掉单”、“卡单”，需要付“激活款”为由，对买家进行连

续钓鱼。并发送网银木马，诱骗买家关闭安全软件后执行木马，进而将买家网银账户洗劫一

空。

案例回放：伤心的手机

王先生心仪 iPhone5手机已久。一日，他在淘宝网上看到某卖家标出二手 iPhone5的价

格只需 2600元，比别家便宜。他随即用淘宝旺旺与卖家联系，但卖家以电脑运行旺旺会卡

为由，要求转到 QQ上进行交流。

卖家告诉王先生，手机是前男友送的生日礼物，因分手后不想看到“伤心物”，故忍痛

贱卖。王先生对卖家很是同情。不过由于担心货品质量和售后保障，王先生还是仔细询问了

手机的序列号，并索要发票，卖家也一一提供。

王先生随后向卖家索要商品的实物照片，卖家表示室内光线不好，无法拍摄，并突然

告诉王先生，有另外的买家想要买这台手机，并且能出更高的价格，但是如果王先生现在就

能拍下付款的话，自己还是愿意以原价卖给王先生。王先生担心超值的手机被别人买走，立

刻答应现在就拍下付款。

卖家发来一个 “淘宝链接”（实际上是钓鱼网站）要求王先生拍下付款。王先生还特

意仔细查看了链接，里面确实包含熟悉的“item.taobao.com”，于是使用中国银行网银付了

款。但当王先生通知卖家自己已付款时，卖家却说没有收到交易通知。

王先生查看自己的淘宝交易记录，发现也没有刚才拍下的手机，此时，王先生开始焦

虑不安，并向卖家询问。卖家表示，这是由于淘宝网网络故障“掉单”了，导致王先生的付

款被支付宝暂时冻结，并发来了交易状态截图和淘宝旺旺的提示截图（实际上，淘宝不会发

送此类信息），如下图

卖家告诉王先生，只需要再支付 1元激活款，被锁订单就会被激活，同时又发来了那

个 2600元的商品链接要求王先生拍下付款。王先生询问为什么金额显示是 2600元而不是 1
元？卖家非常确定的多次表示，2600元显示的是被冻结金额，王先生实际上只需付款 1元，

催促王先生尽快付款解锁。并发来“系统提示”截图和网银提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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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卖家的说法，王先生将信将疑，但最终还是按照卖家的要求，在卖家发来的商品链

接上进行了付款操作。随后不到 1分钟，王先生的手机便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扣款 2600元短

信通知。此时，王先生实际已经支出了 5200元。王先生感到自己上当了，立即找卖家质问。

卖家再次坚称没有欺骗王先生，并表示，可能是由于王先生的电脑网络问题导致连续付

款错误。随即发来了一个名为“淘宝订单解锁”的文件（实际上是一个网银木马），说只有

运行这个文件进行订单解锁，才能退回之前的款项。王先生退款心切，便接收并打开了这个

文件。随后，王先生电脑上的 360安全卫士提示此程序为木马，已经删除。

王先生再次向对方询问，对方却反问“是 360吧？”，“这是 360的误报”，“要首先关掉

360，再运行这个程序”。对方还向王先生提供了一个百度搜索“360误报”的结果链接（

http://www.baidu.com/s?wd=360%CE%F3%B1%A8）。

王先生看到搜索结果后，最终听信了对方的话，关闭了所有的 360产品，并再次接收和

运行了对方发来的程序。

该程序提示王先生：只需要再次登录网银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确认，不需要再进行支

付。王先生按照提示操作，结果并没有等到款项被退回的消息，手机却收到银行发来的信息

提示：一笔金额为 1万元的扣费交易，由于账户余额不足没有成功。王先生此时才确信自己

真的是上当了，立即挂失了银行卡，并拨打了 110报警。

http://www.baidu.com/s?wd=360%CE%F3%B1%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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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分析

这种“钓鱼+木马连环欺诈”是 360网购先赔服务在 2013年第一季度发现的一种新型

高危害欺诈方式，类似案例报告已达 2起。骗子通过精心布局一步一步引受害者上钩，最终

利用网银木马洗劫受害者网银资金。在上述案例中，如果不是账户余额恰好不足，王先生的

损失还将扩大。

在上面案例中，骗子不仅利用受害人对淘宝规则的不了解进行了钓鱼欺诈，而且还利用

受害人急于追回损失的心理，进行了逐步深入的诱骗欺诈，致使受害人被二次钓鱼，并最终

关闭安全软件，放行了网银木马，险些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此外，骗子在欺诈过程中，还

利用了受害人的同情心理（自称失恋）、抢购心理、甚至还引用知名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作

为自己的欺诈说法佐证，骗局设计之精密，在 360网购先赔案例中也不多见。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骗子对钓鱼网址的伪装。王先生在打开钓鱼网站之前，还特

意查看了一下网址信息，其中包含“item.taobao.com”，为什么还会是钓鱼网站呢？

下图是骗子通过 QQ发给王先生的钓鱼链接。其中，后半部分确实包含淘宝网页的网址

信息。但是，根据 HTML的相关规则，实际上，这个网址的前半部分才是真正会被打开的网

页，而后半部分不过是一个无效参数。为了增加迷惑性，骗子还对前半部分网址进行了编码，

普通用户很难分辨其对应的真实域名是什么。

下图给出了此类欺诈过程的示意图。

防骗指南

1） 不要轻信明显低于市价的商品信息；

2） 凡是要求使用 QQ沟通的淘宝卖家，十有八九都是骗子。因为旺旺会拦截卖家发送

的非淘宝链接，而 QQ则不会；用旺旺与淘宝卖家沟通，被钓鱼的风险会大大降低；同时旺

旺上的聊天记录也能成为交易纠纷的核查证据；

3） 所有类似“卡单”、“掉单”、“付费激活资金”之类消息或截图信息都是欺诈信息；

淘宝既不会向买家、也不会向卖家发送此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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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购过程中，不仅不要关闭安全软件，而且还应当开启类似 360网购保镖、360网
购先赔等专门针对网购设计的安全服务产品；

5） 对于有一定网址识别能力的用户来说，识别网址完全性，一定要看网址中的第一个

域名。遇到形如“http://%39%6D%70%2E%63%6F%6D/BOhm6?”这种有一堆“%”的域名

就要加倍小心，因为正常合法的网址不需要这样的伪装；

6） 对于完全没有域名鉴别能力的普通用户来说，可以使用类似于 360浏览器“照妖镜”

功能对网站可靠性进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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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网银“授权支付”欺诈

核心提示

“授权支付”欺诈是 360网购先赔在 2013年第一季度截获的另一类新型高危骗术。骗

子通过钓鱼链接、交易失败提示、客服聊天等组合，诱骗受害者进行“网银授权支付”，授

权骗子用另一个网银账户对自己账户进行资金操作，短短几分钟内就能将受害者账户中的资

金大量转出，受害者损失高达数千甚至数万元。

案例回放 高价的授权

案例 1：网购 166元裤子，被骗 20166元

王先生通过旺旺与某购物网站卖家商谈购买一条裤子。店家发给王先生一个报价 166
元的裤子的商品链接。王先生通过建行网银支付购买之后，却看不到交易记录。王先生向店

家询问，店家就给了王先生一个客服 QQ号，让王先生与客服联系。

王先生与该客服 QQ沟通后，客服 QQ给王先生提供了一个“退款链接”，表示王先生

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内部退款。王先生按照客服提示，进入了一个“授权建行账户支付协议

签约”的界面。

王先生对这个授权页面上的信息也有所怀疑，并提出了质疑。但客服表示：这是内部

核对信息，只要按照提示完成操作，收款人就会将货款退还给王先生。王先生犹豫之后，还

是按照客服提示完成了授权操作。

几分钟后，王先生就收到银行短信，提示自己的账户中有 1万元被转走；过了一会，

他又收到一条新的银行短信，提示自己又有 1万元被转走。下图是王先生事后向 360网购先

赔提供的银行账单照片。

见损失如此之大，王先生立即挂失了自己的银行卡，并向那位客服进行质问。但客服

非但没有逃走，反而质疑王先生：“打你那个核对的卡号，说对方挂失了，转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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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此时仍然对追回 166元的购物款抱有希望，于是要求将退款转到另外的存折上。

经过交涉后，客服又再次引导王先生对自己的存折账户进行授权操作。此时，王先生感觉事

有蹊跷，没有继续。双方又经过近一个小时的交涉，最终王先生也没能追回自己的损失。

案例 2、网购 900元游戏装备，被骗 5900元

用户徐先生在某款网络游戏中，看到有人在聊天频道喊话，低价出售游戏币。徐先生

于是通过对方留下的 QQ 号与对方进行了联系。对方邀请徐先生到知名的网游交易平台

“5173”上进行交易，并提供了 5173的商品链接。

徐先生使用农行网银支付购买后，页面提示交易不成功。徐先生向对方询问，对方就

给徐先生提供了一个“5173客服 QQ”号码，请徐先生与客服联系，协商解决。

徐先生与客服交流后，客服要求徐先生提供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进行核对。徐先

生如实提供后，客服向徐先生提供了一个退款链接。但徐先生打开后，进入的却是一个授权

支付的界面。

徐先生对这个页面表示不解，客服随即提出远程协助徐先生完成退款操作。随后，徐先

生同意对方通过 QQ对自己的电脑进行远程操作，完成授权后，徐先生感到对方的操作很可

疑，随即终止了对方的远程操作。（下图是双方进行 QQ聊天时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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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等徐先生查看自己的农行账户时，发现其中已经多了 5900元的支付记录。其中，先

前支付的 900元实际上是购买了电话充值卡，但充值卡去向不明。其余 5000元的去向也不

明所以。

专家分析

这类“钓鱼欺诈+虚假客服+网银授权支付”的新型欺诈，在 360网购先赔案例中是首

次出现。其给消费者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额之大，在以往的网购欺诈案例中是不多见的，值得

广大网民高度警惕！

与以往的钓鱼欺诈案例不同，在这两起案例中，骗子虽然也是通过 QQ发送钓鱼链接欺

骗受害者，但受害者的主要损失并不是因为在虚假的购物网站上进行购物，而是因为他们在

“交易失败”后向店家进行申诉时，被骗子的客服 QQ诱骗进入了一个称为“授权 XX银行

账户支付协议签约”的页面，并被告知这是内部号码或内部规则，可以放心操作。当受害者

按照骗子客服的指示完成操作后，实际上就已经授权了骗子使用另外一个网银账户对自己的

网银进行转账或支付操作。在完成授权后的几分钟内，受害者网银账户中的资金就会被大量

转出。

这两起案例的欺诈过程基本上是一样的，主要区别是，第一起案例中，受害人是在骗

子的诱骗性提示下自己完成了授权操作；而第二起案例则是受害人直接通过 QQ，让对方远

程控制了自己的电脑，代替自己完成了授权操作。后者的风险更大。

下图给出了此类欺诈的基本过程示意图：

防骗指南

1) 不要轻信网络店家发来的 QQ客服号码，应该通过正规电商的官方网站提供的联系

方式或软件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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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登录购物网站或网上银行时，一定要查看浏览器提供的身份认证信息，没有备案

的购物网站和网上银行，基本上都是钓鱼网站；

3) 不要轻信所谓的内部规则或内部号码等说法，更不能轻易的授权他人操作自己的网

银账户；

4) 如果对网银操作存在疑惑，不要轻信所谓的 QQ客服，而应当及时拨打银行的官方

客服电话进行咨询；

5) 对自己的网银账户设置单日最高转账限额，以避免损失扩大；

6) 一旦发生经济损失，应及时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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