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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数字化生活的多元成熟，传统犯罪不断向网络空

间发展。信息窃取、电信网络诈骗、网络洗钱等行为，以及隐藏在背后的工具、资源、平台、

渠道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稳定且生态化的黑灰产业链条，社会合力共治刻不容缓。 

纵观这些年黑产技术的发展，可以看出黑产在攻防手段上不断进行技术迭代，包括防止

域名被拦截衍生的防洪域名、降低社交账号关停影响使用的第三方在线客服、第三方 IM-SDK，

隐藏诈骗平台使用的第三方框架，链条分支越发完整，技术对抗难度加大。同时各黑灰产业

链已不单独服务于某一犯罪，而是各链条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相辅相成”共同为网络

黑产团伙提供服务。 

通过近两年手机卫士收到的诈骗举报数据来看，新型诈骗手法增加缓慢，更多的是传统

诈骗手法的技术迭代，例如将诈骗应用包装成需要邀请码注册的聊天软件，即使截获到样本

也很难发现其内藏的玄机。正所谓“落后就要挨打”，昨日发现的黑产技术今日对方可能已

“升级更新”，因此与网络犯罪黑灰产对抗是我们目前面对的非常棘手的挑战。 

《2021 年第一季度中国手机安全报告》将从多维度数据以及黑灰产业研判成果入手，

剖析目前移动安全发展趋势与黑灰产业相关产业链，积极思考更加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

360将积极发挥自身技术优势，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有效打击涉

诈产业链，维护用户移动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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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21 年第一季度手机诈骗概况 

&4 156789:3

2021年第一季度 360手机先赔共接到手机诈骗举报 606 起。其中诈骗申请 336 起，涉

案总金额高达 491.0万元，人均损失 14611元。在所有诈骗申请中，交友占比最高达 23.5%；

其次是虚假兼职（19.6%）、金融理财（14.3%）、身份冒充（10.4%）、虚假购物（9.5%）等。

从涉案总金额来看，交友类诈骗总金额最高，达 188.9万元，占比 38.5%；其次是虚假兼职

诈骗，涉案总金额 139.4 万元，占比 28.4%；金融理财排第三，涉案总金额为 64.8 万元，

占比 13.2%。下图为 2021年第一季度手机诈骗的举报类型与涉案金额分布情况： 

 

2021 年第一季度，手机诈骗中交友、虚假兼职、金融理财属于高危诈骗类型；身份冒

充、赌博博彩属于中危诈骗类型。其中，交友类人均损失最高，约 2.4万元；其次为虚假兼

职类人均损失约为 2.1万元。 

1) 2021 年第一季度中交友类诈骗主要是以裸聊遭欺诈为主。一般来说，不法分子以视频

裸聊为名，诱导受害人安装含有盗取用户通讯录信息的应用。在录取受害人裸聊视频后，以

将裸聊视频群发给受害人朋友为名进行敲诈勒索。同时本季度不法分子诱导受害人安装应用

的话术也发生了变化，原先以“自己为主播，需用户在指定的直播软件帮其点赞”为名诱导

用户安装指定的“直播”应用。现升级为“需用户帮忙投票”为名安装指定的“投票”应用。 

2) 2021年第一季度所发现的虚假兼职类诈骗，主要通过短信、QQ、微信、抖音等渠道，以

日赚百元等名义吸引用户关注。通过引导用户支付虚假商家收款码、兼职保证金等方式骗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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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虚假兼职类诈骗，受害人数多、年龄范围广，部分受害人发现被骗后，往往急于向骗

子索要兼职佣金款，进而再次掉进骗子设置的其他陷进中。同时发现虚假兼职平台开始将自

己嵌入到聊天软件中，作为一种新的引流方式诱导受害人付款。 

3) 第一季度金融理财类诈骗仍以虚假网络贷款为主，一般来说网络中无抵押贷款、秒下款

等借贷广告更易吸引眼球，在双方成功取得联系后，不法分子将通过虚假贷款 APP，以贷款

手续费、身份包装费、解冻费为名，要求用户进行付款操作。超前消费已成为普遍社会现象，

贷款诈骗正是利用这一社会痛点实现疯狂蔓延，目前依然呈现高发态势。 

 

二、 ;<=>?8$@ 

2021 年第一季度，从举报用户的性别差异来看，男性受害者占 68.5%，女性占 31.5%，

男性受害者占比高于女性。从人均损失来看，男性为 13586元，女性为 16837元，男性人均

损失低于女性。下图为 2021年第一季度手机诈骗受害者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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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骗网民的年龄段看，90后的手机诈骗受害者占所有受害者总数的 38.7%，是不法分

子从事网络诈骗的主要受众人群；其次是 00后，占比为 29.5%；80后占比为 23.8%；70后

占比为 6.0%、60后占比为 1.2%等。下图为 2021年第一季度手机诈骗受害者年龄段分布： 

 

从被骗网民的年龄段及人均损失来看，2021 年第一季度，80 后与 90 后为诈骗高发人

群，这两类人群的受骗类型均以裸聊交友为主。之所以容易被骗，主要是平时爱上网且心存

猎奇，喜欢寻求视觉刺激，一不小心就成为裸聊诈骗团伙囊中“猎物”，一旦被入圈套，由

于经验不足，被裸聊诈骗团伙几经“敲打”，就不得不“缴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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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BCDE3

2021年第一季度，从各地区手机诈骗的举报情况来看，山东（8.6%）、河南（7.4%）、广

东（6.3%）、四川（5.7%）、湖南（4.5%）这 5个地区的被骗用户最多，举报数量约占到了全

国用户举报总量的 32.4%。下图给出了 2021 年第一季度手机诈骗举报数量最多的 10 个省

份： 

 

从各城市手机诈骗的举报情况来看，北京（2.7%）、渭南（1.5%）、嘉兴（1.5%）、武汉

（1.5%）、济宁（1.5%）这 5个城市的被骗用户最多，举报数量约占到了全国用户举报总量

的 8.6%。下图给出了 2021年第一季度手机诈骗举报数量最多的 10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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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黑灰产趋势分析 

&4 FGHIJKLMNOPQHIRSTUV3

#W XYZ[LMNOP\]^_3

互联网发展早期，信息传播渠道较为单一，黑灰产主要通过短信、电话、交友软件、邮

箱等传统渠道引流吸引用户关注，衍生出提供 QQ信封、卡池等渠道商。手机号实名制、社

交平台账号举报机制的完善，黑灰产人员使用的账号“存活期”遭到压缩。 

伴随着互联网产业和技术的逐步发展，黑灰产从业人员得以技术迭代，衍生了云控产业，

即通过电脑远程控制多个手机设备，实现批量账号管理；再借助一些养号策略，实现对批量

社交账号的注册、养号，解决黑灰产社交号码短缺、号码被封、号码校验机制等问题。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猖獗、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情况，国家多部门重拳

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诈骗使用的“获客引流”及与“受害人”联系的渠道空间受到

打击。 

API 技术的发展让黑灰产从业人员又挖空心思，开始将第三方在线客服系统集成到诈骗

网站或 APP 中，以此规避传统社交软件账号易被封的问题。由于部分在线客服平台是网页形

式，访客每次访问时系统会刷新页面，并不给访客展示之前的聊天记录，受害人很难保存受

骗聊天资料。拥有技术能力的团伙甚至使用开源的客服系统搭建客服平台，相对于第三方在

线客服平台而言，此种开源客户系统摆脱了第三方平台的“掣肘”，基本实现了在线客服平

台完全可控，并将聊天记录本地化。 

以下为某诈骗平台内嵌的第三方在线客服平台网址。 

  

随着时间的推移，诈骗团伙进行了技术迭代，将受害人引流至使用第三方聊天软件 SDK

搭建的聊天软件中，在聊天软件中内嵌诈骗平台，再对诈骗平台加设一层邀请码保护机制。

这样即使样本被发现，也无法窥探其恶意程序内部的数据，甚至压根儿都发现不了里面还内

嵌一个诈骗平台，手段隐蔽性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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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FGHIJKLMNOP`a3

2021年 1 月，有用户通过 360 手机卫士反馈，其添加了网络兼职放单人员的微信后，

对方描述“兼职需先使用指定的 MT聊天软件，添加指定的接待员 MT账户进行任务领取”。

用户使用 MT聊天软件，联系上该接待员后，对方进而告知此兼职活动是帮助商家推广数字

货币交易量，该货币交易所目前需要上市，需要任务员帮忙刷交易数。随后接待员引导用户

在 MT软件中的发现板块，使用邀请码注册 MT交易平台。用户完成注册后，接待员给用户发

布刷交易量任务，用户首次获得收益并成功提现，后期任务金额越来越大且无法提现，得知

受骗。 

 

通过分析发现，MT聊天软件包含四个功能板块，分别为聊天、通讯录、发现、我的，仅

从界面上看，这仅仅是个聊天软件，并没有涉嫌诈骗的内容，但点击应用首页的发现板块，

填写指定的邀请码注册后可发现其隐藏的虚拟货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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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 聊天应用的主界面调用的是域名 mt.50****.com；虚拟货币交易界面调用的是域名

m.ava***.com，虚拟货币域名在浏览器中访问时其展示效果与在 MT聊天软件的展示效果相

同，意味着诈骗团伙先使用 mt.50****.com 搭建了聊天软件，然后将 m.ava***.com诈骗平

台对接到 MT聊天软件的发现板块中。 

通过分析 mt.50****.com 不同子域名的情况看，其子域名分别代表不同名称的通讯软

件，如嗨呀即时通讯、信通即时通讯等。这些聊天软件，内嵌关联网站的首页路径均为

/im/index.html，登录页路径均为/web/im/login.html，其中的 JS文件 “暴露”了其背后

的技术提供方“***易”IM。根据“***易”IM 的产品介绍，接入其 SDK 后，即刻拥有私聊、

群聊、聊天室等通讯能力。诈骗团伙为了躲避监管和识别，将诈骗平台对接到了使用“***

易”IM 的 SDK制作的不同名字的聊天软件中。 

 

 

 

 

 

子域名 平台名称 

dc-exintong.50****.com 信通即时通讯 

haiya. 50****.com 嗨呀即时通讯 

mt.50****.com mt即时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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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社交渠道只用于引流，且在接单的过程中，放单员会对来客进行身

份校验，要求提供渠道来源截图，以此躲避传统社交软件的风控。诈骗场景聚焦在自建的聊

天软件及虚拟货币平台中，聊天软件注册、虚拟货币平台注册均要求使用邀请码注册。 

bW cdefghijk3

bW# cdef3

纵观这些年诈骗技术的发展，可以看到诈骗团伙在躲避溯源的手段上不断投入成本，防

止域名被拦截衍生的防洪域名、降低社交账号关停影响使用的第三方在线客服、第三方 IM-

SDK，隐藏诈骗平台使用的第三方框架，黑灰产链条分支越发完整、更为“职业化”导致技

术对抗性的难度加大，新技术将会带来新的挑战。 

通过 2020-2021年手机卫士收到的诈骗举报数据看，并非有更多全新的诈骗手法，更多

的是各类引流手法的技术迭代，变得更难识别、更难防护、更难溯源。上文提到的 MT应用

就是明显的例子，如果仅仅是诈骗网站，群众大多可以轻易识别出骗局，但其不仅将自身包

装成一个聊天软件，还加了层层的校验机制，即使截获到样本也很难发现其内藏的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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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 hiÛÜ3

诈骗团伙可能技术不高深，但其背后却有着越来越多的“职业化”黑灰产人员为其提供

源源不断的技术，通过已掌握的数据看，黑灰产人员为了抢夺客源，在打价格战、不断提升

攻防技术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某域名防洪技术团伙为了降低自身域名被拦截的几率，爬取

了多个网络安全公司域名审核人员 IP段，对 IP 直接加黑，审核人员看到的页面与受害人看

到的界面完全不同。 

正所谓落后就要挨打，黑灰产与传统行业最大的区别在于迭代升级的速度非常快，昨日

了解到的技术，今日对方可能就弃用了，不断提升反诈骗知识，特别是了解最新的黑灰产手

段，掌控黑灰产的动向才能取胜。如上文中提到的聊天类诈骗平台，在取证时就要注意保留

注册邀请码，防止后期溯源时难以开展工作。各互联网企业出于各式各样的目的都会储备大

量的攻防技术，甚至是成立专门研究黑灰产的部门，一线的反诈人员可以与网络安全研究员

之间加强互相学习的频率，提升反诈骗知识储备。 

l4 mnoYpqrLstuvYp3

#W wxyz{|}y~�|v�+�3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入行门槛逐步降低，导致目前恶意索赔手法套路越来越深，已呈现

出专业化、规模化、程式化趋势，具体表现为云控软件批量监测可勒索店铺、师徒传帮带等。

目前恶意索赔主要包含两种手法，商品“打假”和“死链”赔付。商品“打假”指的是假借

打假之名，通过购买、持有众多非本人实名电商平台账号，批量购买目标商品，再以商品存

在瑕疵、宣传用语使用“极限词”等借口，向商家强行索要相应“补偿”，若商家不妥协，

则以大量差评或向电商平台、监管部门投诉为要挟，实施敲诈勒索犯罪。“死链”赔付指的

是利用电商平台的发货时效机制进行索赔，部分电商平台为了提高购物体验，消费者下单购

物后，商家必须在约定的时间内发货，如果没有发货消费者有权投诉卖家，卖家需要给消费

者资金补偿。不法分子批量在长期无人运营的店铺中下单，由于店铺未运营，自然也就无法

给买家发货，这样就获得了“赔偿款”。“职业索赔”已影响到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司法

部门等多方，破坏了市场营商环境，侵占了消费者正当维权的司法执法资源。“死链”赔付

手法和技术演变更快，以下对该产业进行详细分析。  

!W y~�|v�����g����Yp3

上文提及“死链”赔付手法需要在长期无人运营的店铺中频繁下单，如何查找此种店铺、

如何拥有大量可以下单的账号就成了关键，因此衍生出了专门爬取“死链”的云控软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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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可获得赔付的账号产业链。 

!W# y~�|ÝÞ3

长期无人运营的店铺与正常运营的店铺会存在一些明显特征，如店家不在线，店家回复

慢、商品页更新缓慢。黑灰产借助此些特征，开发出了店铺监控软件，首先针对指定商品关

键词进行店铺信息抓取，抓取到店铺后，对店铺客服账号的在线状态进行实时监控，从而发

现长期无人管理的店铺。 

这里以某店铺监控软件为例，其主要包含店铺采集、店家在线监控两个功能。店铺采集

主要是爬取出符合指定条件的店铺，例如选择店铺类型、卖家在线类型（“只要在线”、“只

要离线”）、商品关键词，爬取出店铺后，获得店铺的商品、服务态度、保证金、开店时间等

情况；店家在线监控指的是对爬取到的店家进行在线状况监控，如监控周期为 10天，则可

筛选出已 10天未上线的店铺。借助此 2种功能，抓取到大量无人管理的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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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ßà3

在一个“死链”店铺中频繁下单进行恶意索赔会遭受到电商平台限制，恶意索赔团伙为

了摆脱此种限制，针对账号索赔记录、下单账号、付款账户几个维度进行了反风控策略。账

号因素指的是这个账号是否发生了索赔；下单账号因素指的是下单账号是否与索赔账号存在

关联；付款账户因素指的是付款账户是否与索赔账号存在关联，以此衍生了各类专门用于索

赔的电商账号。 

针对不同的恶意索赔场景，还进行了账号细分化操作。例如使用手机号注册，未实名，

仅能用于初次与客服聊天，试探店铺是否正常运营的白号；发生过商品购买行为，能用于索

赔申请的实物号；含有等级，多次恶意索赔后不易被限制交易的钻石号。账号恶意索赔的成

功率越高，其售卖的价格也越高，目前白号、实物号市场价格 30-50元/个，钻石号市场价

格在 100元/个。为了解决账号登录时手机验证的问题，该产业提供手机接码平台，登录指

定的网址后，在网页中可以实时看到账号绑定手机号收到的验证码。下图为某恶意索赔团伙，

在 QQ 群中售卖恶意索赔使用的电商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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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恶意索赔的行为从本质上来看，是利用了电商的政策“漏洞”进行恶意索偿。对于

电商平台的商家而言，若店铺长期不运营，建议将店铺商品下架处理或将商品进行价格限制，

防止他人恶意下单，若频繁遭遇恶意赔付，可联系电商平台进行协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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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热门“诈骗剧本” 

&4 ��mI #" ��������mI��3

今年 3月，某学校博士生被诈骗 10万事情迅速成了互联网热议。360手机卫士也收到

了同样遭受精准注销贷款诈骗的用户举报,被骗金额超十万元。2021年 2月用户收到手机号

归属地为陕西西安、自称为“支付宝”工作人员的电话，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表示，根据国家

二号文件规定，需要对支付宝的学生认证信息进行修改，并准确说出了用户的学校信息。由

于来电号码归属地与支付宝企业所在地不相符，用户一开始不相信对方的话。为了打消用户

顾虑，对方解释到该号码使用了“虚拟归属地”设置，为证实身份，可以给用户发送一条支

付宝身份校验短信。用户收到“支付宝”校验短信，开始相信对方。随后对方以保证事情的

合规性，需要进行监控取证为由，引导用户拨打了“中国证监会”的第三方监听机构电话

**21*01066279113#；以用户个人信息泄露严重，为了保证用户账户安全为由，引导用户在

多个贷款平台申贷，并将所贷资金转入对方提供的“银监会”账户中。用户多次转账后，发

觉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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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 

毕业多年的你，别说准考证号、学号不记得，大学英语四级考完，查分数的那一刻，很

多同学可能早都忘了准考证号码是多少，都是“求着”学习委员咨询自己的准考证号。当前

信息泄露渠道很多，信息泄露也成为了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很多人在没有看到信息泄露的那

一刻，其实对此并没有概念，也不知道究竟有什么危害，骗子正是利用了精准信息让受害人

相信他。在此案例中受害人收到的支付宝短信实际是支付宝登录校验短信，在支付宝登录处

填写手机号，该手机号即会收到支付宝登录校验码。同时诈骗团伙引导受害人拨打的银监会

号码，由于添加了“**21*”，实际是进行了手机号呼叫转移设置。 

安全提示 

此类身份冒充诈骗，就是掌握了用户精准个人信息实施的定向诈骗。不听、不信、不转

账，其中的道理真的不是说说而已。就像赌场千术骗局，老千台下苦练多年，又过你的生活

习惯，赌桌棋牌也是特意定制，所有陷阱都是为你量身定做，就为了台上骗你的那一刻。 

l4 ��+������ b����� ¡��¢£¤3

2021 年 2 月，用户在哆啦赚（兼职任务悬赏）平台，看到其发布的网赚下载任务，为

完成任务下载了橙赚应用。橙赚应用是短视频点赞任务平台，缴费成为会员后，为指定的短

视频视频点赞，并将点赞截图上传至橙赚应用，可获得 0.2元-1.8元/点赞的佣金。用户添

加橙赚客服微信账号，向对方转账 128 元成为会员。在橙赚应用完成多次短视频点赞任务

后，收到对方通过不同个人支付宝账号转账的佣金。随后橙赚平台任务升级，每个任务可获

得 2-3元收益，但需缴纳 160元会员费，用户在 2021年 2月 20 日支付后，后期完成任务未

收到返款，且 APP 无法使用，得知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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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 

此类短视频代点赞赚佣金的应用，宣称其主要是辅助企业及商家视频快速上热门，视频

来源于合作商家及团队发布视频推广任务，任务每天更新上千条，参与者可通过完成点赞任

务、发展合伙人两种方式获得佣金。但从运作模式看，属于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利用高佣

金吸引参与者缴纳会员费，用前者的资本补贴后续进来的人员，后期圈钱跑路。 

安全提示 

此类平台注册的过程中，需要填写视频平台的账号进行绑定，提现过程中需要填写姓名、

银行账号、手机号，由于平台资质难以保证，极易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的情况。兼职诈骗花样

千百遍，记住一条，让你交会费的都是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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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yD¥¦§¨©ª�«¬|�®y¯°|±²r¤��3

2021年春节期间，不少微信群出现了诱导分享“红包”广告，如“**捞两亿生活补贴”、

“新婚福利红包”等。进入链接后点击“现在去领”会出现“提现红包”的界面，点击“提

取”会跳转至抢到“227.91元”的界面，点击领取会提示分享后才能领取。看到此种链接，

由于抽中的现金红包不少，也没要求填个人信息，上演了微信群、朋友圈互转链接的现象。

但点击分享后，红包没领到，页面却无法回退，不断刷新出各式各样的色情小说、虚假兼职

广告。 

 

专家解读 

此类红包并不能领取，是黑灰产为色情小说、虚假兼职广告引流的手段。黑灰产使用强

制裂变分享源码搭建红包引流平台，当用户访问该红包链接后，强制用户分享，当用户以为

分享成功后可以领取红包时，自动跳转到对应的广告页面，当访客点击返回时跳转广告页面。

以此不断在页面轮回刷新广告。 

专家解读 

需要分享朋友圈才能领取的“红包”，目的就是诱导关注营销公众号或者垃圾广告，不

要点开陌生链接，小心手机被安装木马病毒而导致金融账户被盗刷。对于需要填写详细的个

人信息才能领取的“红包”，绝对有诈！骗子通过信息掌握你的个人情况和关系网络，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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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实施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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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2021 年第一季度安全数据 

现今社会数字化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极大程度的提升了普罗大众生活的便利性。“足

不出户”通过一部手机就能沟通世界，获取生活所需。移动终端作为移动互联网的重要组成

部分，安全风险形势牵动用户个人信息、财产安全。不法分子通过恶意程序、钓鱼网址、诈

骗电话、短信等方式实施诈骗，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恶劣影响的同时，更造成了个人财产

的损失和隐私泄露。 

针对不法分子恶意利用技术方面，360 安全大脑一直在履行作为安全厂商的职责。基于

自身已有的海量数据进行实时研判，实现事前预警、事中阻断、事后溯源，不断提升黑灰产

的诈骗成本，为移动互联网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4 st_³3

#W st_³T´µ¶789:DE3

2021 年第一季度，360 安全大脑共截获移动端新增恶意程序样本约 206.5 万个，同比

2020年第一季度（39.2万个）上升了 426.5%，平均每天截获新增手机恶意程序样本约 2.3

万个。下图为 2021年第一季度移动端各月新增恶意程序样本量统计： 

 

2021年第一季度，移动端新增恶意程序类型主要为资费消耗，占比 91.5%；其次为隐私

窃取（7.3%）、流氓行为（1.0%）、远程控制（0.1%）等。下图为 2021年第一季度移动端新

增恶意程序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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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st_³·¸73

2021年第一季度，在 360 安全大脑的支撑下，360手机卫士累计为全国手机用户拦截恶

意程序攻击约 21.4亿次，平均每天拦截手机恶意程序攻击约 2377.4万次。下图为 2021年

第一季度移动端各月恶意程序拦截量统计： 

 

bW st_³¹º»¼Da3

2020 年下半年至 2021 年第一季度期间，恶意程序新增量在 2020 年 11 月出现激增峰

值，当月恶意程序新增量为 88.4万。自 2021年 1月起，恶意程序持续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在 2月春节期间出现波谷后，3月又重新恢复日常情况。观察新增样本类型，主要体现在资

费消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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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恶意程序拦截量趋势，较去年也有明显增长，360对恶意程序的拦截能力也在不断

提升。广泛应用的线上场景，如网络授课、视频会议、远程办公等让大众对于移动网络的日

常使用愈加频繁，360对此不断提升拦截能力，以便尽可能多地减小用户隐私泄露或者财产

损失的风险。 

 

½W st_³·¸7BCDE3

2021 年第一季度，从省级分布来看，遭受手机恶意程序攻击最多的地区为广东省，占

全国拦截量的 8.9%；其次为山东（7.8%）、河南（7.4%）、江苏（6.8%）、河北（5.9%），此外

四川、浙江、安徽、湖南、云南的恶意程序拦截量也排在前列。 

 

从城市分布来看，遭受手机恶意程序攻击最多的城市为北京市，占全国拦截量的 2.0%；

其次为重庆（2.0%）、上海（2.0%）、广州（1.9%）、成都（1.8%），此外深圳、天津、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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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苏州的恶意程序拦截量也排在前列。 

 

l4 ¾¿ÀÁ3

1. Â�Ã¾¿ÀÁ·¸ÄÅ 

2021 年第一季度，360 安全大脑在 PC 端与移动端共为全国用户拦截钓鱼网站攻击约

252.7 亿次，同比 2020 年第一季度（206.4 亿次）上升了 22.4%。其中，PC 端拦截量约为

250.7亿次，占总拦截量的 99.2%，平均每日拦截量约 2.8亿次；移动端拦截量约为 2.0亿

次，占总拦截量的 0.8%，平均每日拦截量约 221.0万次。下图为 2021年第一季度钓鱼网站

拦截占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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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Â�Ã¾¿ÀÁÆÇ·¸7DE3

2021 年第一季度，360 安全大脑在移动端拦截钓鱼网站攻击约为 2.0 亿次，同比 2020

年第一季度（3.7亿次）下降 46.8%。下图为 2021年第一季度钓鱼网站各月拦截量分布： 

 

bW Â�Ã¾¿ÀÁ9:DE3

2021年第一季度，移动端拦截钓鱼网站类型主要为色情，占比高达 70.2%；其次为境外

彩票（18.6%）、赌博（9.9%）、虚假购物（0.8%）、金融证券（0.4%）等。下图为 2021年第

一季度移动端拦截钓鱼网站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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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W Â�Ã¾¿ÀÁT´73

2021年第一季度，360 安全大脑共截获各类新增钓鱼网站 4239.5万个，同比 2020年第

一季度（458.2万个）上升了 825.2%，平均每天新增 47.1万个。 

 

在钓鱼网站新增类型中，色情类占据首位，占比 57.4%；其次为赌博类，占比 29.4%。 

在 2021 年，360 安全大脑进行了策略调整，同时对类型进行细分，针对钓鱼网站构建

出更为完善的模型体系，提升样本检测量与样本拦截能力，及时识别各类黑灰产网站，尽可

能全面地保证用户的信息安全与财产安全。 

 



!"!# $%&'()*+,-./012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28 

                                                                                                   
 

ÈW Â�Ã¾¿ÀÁ·¸7BCDE3

2021 年第一季度，从省级分布来看，移动端拦截钓鱼网站最多的地区为广东省，占全

国拦截量的 23.0%；其次为福建（7.0%）、广西（6.5%）、江苏（5.4%）、山东（5.2%），此外

浙江、河南、四川、湖南、河北的钓鱼网站拦截量也排在前列。 

 

从城市分布来看，移动端拦截钓鱼网站最多的城市为广州市，占全国拦截量的 5.1%；

其次为深圳（3.5%）、北京（3.2%）、上海（2.8%）、东莞（2.6%），此外泉州、佛山、重庆、

成都、南宁的钓鱼网站拦截量也排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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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ÉÊËÌ3

#W ÉÊËÌÍÎ·¸73

2021年第一季度，结合 360 安全大脑骚扰电话基础数据，360手机卫士共为全国用户识

别和拦截各类骚扰电话约 54.8亿次，平均每天识别和拦截骚扰电话约 0.6亿次。同比 2020

年第一季度（53.5亿次）上升了 2.4%。下图为 2021年第一季度骚扰电话各月拦截号码次数

分布： 

 

根据各月骚扰电话呼入占比分析，临近年底骚扰电话拦截量呈逐渐降低趋势，2021年

2月份期间正值春节假期，骚扰电话拦截量最低。通过往年趋势可知，春节期间从事拨打

骚扰电话的人员减少，从而导致骚扰电话的呼入量降低。2021年 3月份起，骚扰电话拦截

量回升。下图为 2021年第一季度识别与拦截骚扰电话趋势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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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一季度，综合 360 安全大脑的拦截监测情况及用户调研分析，从骚扰电话拦

截类型来看，骚扰电话以 82.5%的比例位高居首位；其次为广告推销（12.1%）、房产中介

（4.0%）、保险理财（0.5%）、疑似欺诈（0.5%）、招聘猎头（0.2%）与响一声（0.2%）。下图

为 2021年第一季度骚扰电话拦截类型分布： 

 

bW ÉÊËÌ·¸�Ï�ÐDE3

2021年第一季度，从骚扰电话拦截号码个数分布来看，被拦截号码为固话的占比最多，

高达 34.8%，其次为运营商为中国移动的个人手机号（26.5%）、运营商为中国联通的个人手

机号（23.6%）、运营商为中国电信的个人手机号（11.4%）、虚拟运营商（3.2%）、95/96 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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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段（0.4%）与 400/800 开头号段（0.1%）。下图为 2021年第一季度骚扰电话拦截号码号源

分布： 

 

观察 95/96号段与虚拟运营商骚扰电话拦截号码类型，95/96号段骚扰电话类占据首位，

占比 69.3%；虚拟运营商骚扰电话类占据首位，占比 58.3%；广告推销类分别占比 23.6%与

26.7%，类型比例占据前列。95/96 号段与虚拟运营商号码依然是不法分子从事非法行径的

主要“工具”之一。  

 

½W ÉÊËÌÑÒBDE3

2021 年第一季度，从各地骚扰电话的拦截量上分析，广东省用户接到骚扰电话最多，

占全国骚扰电话拦截量的 12.8%；其次是山东（7.9%）、江苏（5.9%）、河南（5.7%）、河北

（4.7%），此外四川、广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骚扰电话拦截量也排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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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分布来看，广州市用户接到的骚扰电话最多，占全国骚扰电话拦截量的 3.7%；

其次是北京（3.3%）、上海（3.3%）、成都（1.9%）、深圳（1.9%），此外天津、重庆、东莞、

郑州、济南的骚扰电话拦截量也排在前列。 

 

Ó4 ÔÕÖ×3

#W ÔÕÖ×·¸73

2021年第一季度，在 360 安全大脑的支撑下，360手机卫士共为全国用户拦截各类垃圾

短信约 47.9亿条，同比 2020年第一季度（34.4亿条）上升了 39.2%，平均每日拦截垃圾短

信约 5325.9万条。下图为 2021年第一季度 360手机卫士垃圾短信各月拦截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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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垃圾短信拦截量趋势分布，由于第一季度 2 月份春节期间各类发送垃圾短信的从

业人员减少、企业放假休息，各类广告推销类型短信减少，导致 2月份垃圾短信数量降低， 

3月份后有明显回升态势。下图为垃圾短信拦截量趋势分布： 

 

!W ÔÕÖ×9:Da3

2021年第一季度，垃圾短信的类型分布中广告推销短信最多，占比为 93.6%；诈骗短信

占比 6.3%；违法短信占比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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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诈骗短信拦截类型来看，赌博诈骗以 60.2%的比例位居首位；其次为诈骗短信（31.2%）、

疑似伪装诈骗（3.0%）、股票诈骗（2.4%）、冒充银行（1.7%）、兼职诈骗（0.7%）、已识别诈

骗号码所发送的诈骗短信（0.5%）等。下图为 2021年第一季度诈骗短信子类型分布： 

 

从违法短信拦截类型来看，违法金融信贷短信以 89.4%的比例位居首位；其次为疑似伪

基站发送（5.0%）、售卖信息（4.2%）、恶意催债（1.1%）等。下图为 2021年第一季度违法

短信子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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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一季度，短信平台 106 开头号段依然是传播垃圾短信的主要号源，占比高达

95.3%；利用其他号段传播垃圾短信占比约 4.7%。利用短信平台、虚拟运营商传播各类型短

信依然是目前的主要途径。从获取用户联系方式到群发短信已形成完整产业链条。与此同时，

其发送成本低、传播范围广的特点被黑灰产业利用，成为传播违法诈骗类短信的重要渠道，

让手机用户难以招架、无处躲藏。“花样翻新”的垃圾短信发展现状依然严峻，需要强而有

效的法规监管。下图为 2020年第一季度短信平台发送垃圾短信占比分布：  

下图为 2021年第一季度短信平台发送垃圾短信占比分布： 

 

2021 年第一季度，除短信平台 106 开头号段发送垃圾短信外，从其他发送者号码个数

分布看，利用 95/96号段发送垃圾短信的最多，占比 37.7%；其次是运营商为中国移动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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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机号（28.5%）、运营商为中国电信的个人手机号（10.7%）、虚拟运营商号段（7.5%）、

运营商为中国联通的个人手机号（7.5%）、固话（6.0%）与 14 物联网卡（1.1%）等。 

 

½W ÔÕÖ×·¸7BCDa3

2021年第一季度，从各地垃圾短信的拦截量上分析，广东省用户收到的垃圾短信最多，

占全国垃圾短信拦截量的 16.9%；其次是山东（8.4%）、河南（6.6%）、江苏（6.4%）、北京

（5.8%），此外河北、浙江、四川、湖南、广西的垃圾短信拦截量也排在前列。 

 

从城市分布来看，北京市用户收到的垃圾短信最多，占全国垃圾短信拦截量的 6.6%；

其次是广州（6.1%）、深圳（3.7%）、上海（3.4%）、重庆（2.6%），此外石家庄、郑州、成都、

杭州、南京的垃圾短信拦截量也排在前列。 



!"!# $%&'()*+,-./012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