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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mb 1796 個檔案 檔案過多無法全部詳列....僅列部分軟體參考如下......   回首頁   

omainscan.zip 端口自定義掃描儀,用來掃描中了木馬的主機端口。 

trojanhunter.zip Trojan Hunter 強大的木馬端口掃描工具,可自行添加木馬端口,非常酷! 

7thsph.zip 一個功能比較強的端口攻擊器。 

Msnuke.zip 一個 WIDWOS 的端口攻擊器。 

winnuk2.zip 踢人工具，輸入 IP 地址後再進行攻擊。 

hdfill.zip 號稱火箭炮,使用後,機器完全崩潰，什麼用!?自己想吧。 

ws_ping.zip Wsping-propack 一個更好的黑客輔助工具包，提供 Ping, Traceroute, DNS 

Lookup,Finger, Whois, LDAP, SNMP 和 SCAN IP 等功能，全面收集目標信息，絕對好用! 

ShadowScan.zip 絕好的一個網絡工具集，功能我看有百餘種，可以防人，也可以黑人，雖然大

了一些，研究一下吧，奧妙無窮呢，經典，強烈推薦！！！注冊碼 name:yangnan 

password:PDH33DNZE32Y 

eye.zip Alchemy Eye 是一個專門設計用來監控從您電腦連線的網絡上其它主機狀況的軟件，網

管人員可以藉由這個簡單實用的工具隨時監控遠端的主機是否仍然正常的運作，而不用親自坐在

主機面前操作，這項功能不僅可以有效的取代 Windows 操作繫統中"Ping"這項指令的功能，而且

還大大的提升您監控的能力。Alchemy Eye 還擁有強大的 Log 紀錄功能。想要隨時隨地掌握遠端

主機的連線狀況嗎？Alchemy Eye 將是您最佳的選擇。 

setuptrojan.zip.avb 如何突破 WINDOWS 隻讀共享，這裡提供一點方法：這個特洛伊木馬一旦運

行,就會把 c 盤變成完全共享資源,任何用戶都可以訪問,而且用戶不能覺察 c 盤已經被共享。 

st_setup-0110.exe 該軟件可以讓您直接從 System Tray 欄管理本地或遠程的 NT Service，可

以進行創建、刪除、編輯屬性等工具。 

NetHacker.zip 也是查詢共享的工具,比較慢! 

Chron3.zip Chron3 這個程序作用於 WindowsNT 繫統,可以檢測到域內所有 NT 機器所安裝的

Service pack 版本和其它的一些信息。 

findhost.zip 查詢 XX 主機的工具. 缺點比較慢! 8.94KB 精品。 

http://www.3aaa.net/5gogo/x2.htm
http://61.64.97.69/5GOGO


ident.zip 匿名登錄。 

Winnuke2.zip 重量級遠程攻擊炸彈,可以使對方的 Windows 操作繫統完全崩潰。 

doly16.zip.avb 一個界面不錯的新木馬。 

pca_90.zip Pcanywhere9.0 

school109.zip 四海網絡教室的 1.09 版本。 

92up.exe pcAnywhere 9.20 Update For Win9x/NT/2K，著名的遠程控制軟件，從 9.20 起全面

支持 Windows 2000。 

hackatack112.zip 界面很好很強大的在線服務的木馬。 

Spider10.zip 血紅蜘蛛 1.0 版本。 

Spiderv30.zip 血紅蜘蛛 3.0 版本。 

zspy.zip 一款功能不錯的遠程控制工具。 

netspy1.zip NetSpy 的 1.0版本。 

gf135.zip.avb GIRLFRIEND 的最新版本 1.35 

netbpasscr.zip 在 netbus 客戶端改登陸口令 

cr-nbp2b.zip netbus 的注冊機 

Lookme.zip 這個軟件唯一的功能就是能夠使我們能通過網絡看到對方的屏幕和屏幕上所有的變

化。 

geoboy.exe 一個地理跟蹤的有力工具能跟蹤並且顯示穿越因特網走的線路，是從地圖上顯示出

的，挺新穎的。 

Cyber.zip 很好的一個綜合性的網絡工具包,也有人把他叫黑客工具包,實在是他的功能太強大

了！當然用他當黑客就方便多了！ 

BO120.zip 大名鼎鼎的 BO（1.2 版） 

bo2kchina.zip 中文版的 BO2000。 



Glacier.zip  

自動跟蹤目標計算機的屏幕變化、 獲取目標計算機登錄口令及各種密碼類信息、獲取目標計算

機繫統信息、限制 目標計算機繫統功能、任意操作目標計算機文件及目錄、遠程關機、發送信

息 等多種監控功能。類似於 BO。 

radmin2b-000525.zip  

Remote Administrator 一個極 COOL 的網上工具，用它你可實現遠程遙控，被控制的遠程端出現

在你的 PC 屏幕上，一切操作都與操作自己的電腦一模一樣！！！ 

legion.zip  

可以悄悄的進入遠程計算機,任意閱讀,拷貝或者刪除硬盤上的文件。 

pand601aset.exe  

一個不錯的遠程控制軟件。登錄到網絡的其它主機，還可以傳送文件。十分簡單並且容易使用。 

vnc-3_3_3r7_x86_win32.zip WinVNC 讓你遠程遙控的電腦，WinVNC 是 VNC (Virtual Network 

Computing)眾多操作平臺版本中的一員，它可以安裝在 Windows 中而讓使用者在世界各地遠端遙

控自己的電腦，就算是遙控不同的操作平臺也沒有問題喔！，解壓縮 WinVNC 後，可以看到其中

包含兩個資料夾[winvnc]及[vncviewer]。其中[winvnc]中的是 Server 的安裝程序，可以安裝在

遠端電腦以提供遠端連線的服務。而[vncviewer]中隻有一個客戶端的 viewer 程序，可以透過這

個 vncviewer 的程序來連上[winvnc]Server。 

pcspyt213.exe 當你不在計算機旁邊的時候，該軟件可以幫您監視計算機的屏幕變化，並將以拷

貝保存，讓您回到計算機的時候可以知道別人利用您的計算機干了什麼事情，該軟件完全在後臺

工作，即使按 CTRL+ALT+DEL 顯示的任務列表裡面也見不到它的蹤跡。 

Netxray3.01 

NetXray 是一個很老的工具了，最初很多朋友用過它來查 QQ 用戶的 IP 地址，就是現在這個軟件

還是很有實用性和收藏價值的，由 Chinco NetWorks 公司開發，它具有圖形和表格的作用，可提

供分組獲取和譯碼的功能。 

主要特點：1、客戶機/服務器結構允許連接到另外機器上的其他拷貝，以實現遠程監控。2、Trigger

（觸發器）可發出基本錯誤、應用或者任何其它網絡特性的狀態報警。3、Packet Generator（分

組產生器）允許在特定情況下加載網絡，你能夠測試網絡在重負載下的能力，也可以利用分組產

生器來發送常規（或者偽造、你可千萬別亂來哦）的分組。4、還可以截獲以太網楨及其中所含

的數據。 

IPtools 2000 綜合 IP 掃描工具，功能相當強大。 

BO2000 經典的木馬程序。 



TCP/IP TOOL TCP/IP 工具。 

MENTAL RAY V2 1.45 1 FOR 3DSMAX 4 

Mental ray 是一流的高性能、真實感光線追蹤和掃描線渲染軟件包。 它在電影領域得到了廣泛

的應用和認可，被認為是市場上最高級的三維渲染解決方案。(這是 FOR 3DSMAX 4) 

System Mechanic 3.7e 

強大的多功能繫統維護工具，集多個強大的繫統維護工具於一身，可以查找並清除垃圾文件、抹

去上網痕跡(包括歷史、緩存、Cookie 等)、查找並修復壞的快捷方式、移去無效的卸載信息、

查找並移去重復的文件、清潔繫統注冊表、Windows 啟動管理、安全安裝程序、計劃維護等。 

Macromedia Dreamweaver UltraDev4.0 

Dreamweaver UltraDev 4 可以滿足習慣於編碼操作的網絡應用建設者快速有效地對內碼進行處

理的需要。可以說，Dreamweaver UltraDev 4 是目前惟一可以對 Microsoft Active Server Pages 

(ASP)、Sun Microsystems JavaServer Pages (JSP)以及 Allaire ColdFusion Markup Language 

(CFML)等不同標準的編碼進行編輯處理的完美解決方案。使用它，不需要掌握復雜的源代碼語言。

而它做為 Dreamweaver 完整操作平臺的一個組成部分，還起著融合一個大型網絡開發團隊中設計

人員和程序人員的工作內容的重要橋梁任用。網絡應用創建者可以利用新版 Server Behavior 

Builder，方便地生成符合各自開發標準的代碼。基於其創建客戶服務應用的能力，Dreamweaver 

UltraDev 4 同時預裝了一套常用 ASP、JSP 及 CFML 服務器腳本素材庫，方便用於在數據庫中插

入新的記錄以及對已有數據庫進行升級。可用於 Dreamweaver UltraDev 的功能擴展插件可於以

下網頁獲得：http://www.macromedia.com/exchange。新版本為開發者提供了三種不同應用層次

版本的所見即所得編程環境：Code View、Design View 或 new Split View。中心編碼功能包括：

Live Syntax 色彩編碼、設定自動縮進及線數、客戶端的 JavaScript 調試器和對 JavaBeans 的

支持。新的團隊工作流程方式包括：對用於內容管理的 WebDAV 的支持，與 Microsoft Visual 

SourceSafe的完美整合等等。 Dreamweaver UltraDev 4同時做為 UltraDev 4 Fireworks 4 Studio

的一部分面世，這是一個完全整合的網絡應用開發解決方案。這個軟件包為網絡開發者提供了一

整套的創建 HTML、ASP、JSP 和 CFML 頁以及 GIF 和 JPEG 圖像的專業工具。便於開發者使用

Fireworks 4 創建、編輯以及動態生成網絡圖形和同時，利用 Dreamweaver UltraDev 4 添加增

強的互動效果、優化圖像以及無失真的整合圖形和編碼元素。 

WinHex V10.47 SR1 版 

一個很不錯的 16 進制文件編輯與磁盤編輯軟件。WinHex 以文件小、速度快，功能不輸其它的 Hex

十六進位編輯器工具得到了 ZDNet Software Library 五顆星最高評價，可做 Hex 與 ASCII 碼編

輯修改，多文件尋替換功能，一般運算及邏輯運算，磁盤磁區編輯(支持 FAT16、FAT32 和 NTFS)

自動搜尋編輯，文件比對和分析等功能。 



黑洞 2001 

木馬[黑洞]v2.001 相對以前[黑洞 2000]OMEGATEST 專版來說，新增加了網上影院、語音監聽、

語音對講、DOS 操作臺、自定義進程監控等等.當然，可以發送動態 IP 和本地配置。 

流光 4.7 

一個絕好的 ftp、pop3 解密工具，界面豪華，功能強大！功能簡介如下：1、用於檢測 POP3/FTP

主機中用戶密碼安全漏洞。2、163/169 雙通。3、多線程檢測，消除繫統中密碼漏洞。4、高效

的用戶流模式。5、高效服務器流模式，可同時對多臺 POP3/FTP 主機進行檢測。6、最多 500 個

線程探測。7、線程超時設置，阻塞線程具有自殺功能，不會影響其他線程。8、支持 10 個字典

同時檢測。9、檢測設置可作為項目保存。 

Winamp280a 

快速、靈活、高保真的音樂播放軟件，支持 MP3，MP2，MOD，S3M，MTM，ULT，XM，IT，669，CD-Audio，

Line-In，WAV，VOC 等多種音頻格式，可定制界面。附水手原創經典面版！ 

Flash 

Flash 是交互式矢量圖和 Web 動畫的標準。網頁設計者使用 Flash 創作出既漂亮又可改變尺寸

的導航界面以及其他奇特的效果。 

Turbo C V2.0 

Turbo C V2.0 版，很實用的老工具。 

Diskman1.20 

本軟件為硬盤分區表維護工具，可以更改硬盤分區表中包括邏輯分區在內的所有數據。作者提醒

使用者要慎重操作，在不了解分區表結構的情況下，不要更改分區參數. 最好在做任何操作之前

首先做好備份(F9)，以防不測。不過，在您寫盤之前，所有的操作都是在內存中進行的。 

PerfectDisk 2000 V5.0 

PerfectDisk 2000 是跟 NT專用的 PerfectDisk NT 同樣功能，是一套安全和強大的磁盤重整工

具。不過，PerfectDisk 2000 支持 Windows 95/98 和 NT Server 及 Workstation 4.0 操作繫統。

除了操作平臺不同，功能上則跟 PerfectDisk NT 相同，最大的差別在於 PerfectDisk 2000 可透

過網絡連線對遠端電腦做硬盤或軟盤重整功能。無論磁盤文件是 FAT 或是 NTFS 格式皆可以聰明

地分析磁盤文件格式，安全、快速地將硬盤或軟盤不同磁區的文件和目錄作重整，保持硬盤或軟

盤文件的連續，存取文件更有效率。 

MSETUP 1.42MB 的一個 32 位圖形界面操作繫統。 

PWLTOOL 恢復忘了的口令，用 PwlTool 看視窗安全弱點！ 



局域網超級工具 v2.1 for 200 

(1)搜索局域網內的所有活動的計算機,並將顯示這些計算機的IP地址,所屬的域或者工作組. (2)

搜索指定的某個計算機的共享資源. (3)搜索所有計算機的所有共享資源. (4)打開某個指定的計

算機. (5)打開某個指定的共享目錄. (6)將某個指定的共享目錄映射到本地磁盤(映射網絡驅動

器). (7)將搜索到的計算機列表導出到文本文件,一目了然. (8)將搜索到的共享資源列表導出到

文本文件. (9)搜索 SQL Server服務器,將局域網中的所有的活動的 SQL Server服務器搜索出來. 

(10)搜索局域網中的所有的打印服務器. (11)增強功能:將局域網中的所有服務器都搜索出來. 

(12)給指定的計算機發送消息. (13)給指定的某個域或者工作組所有的計算機發送消息. (14)

發送消息時,均可以指定發送的次數(請慎重選擇該功能). (15)在發送消息的時候,均可以選擇

是否匿名發送,(請慎重選擇該功能). 

WinNuke3.1 

經典的網絡炸彈。 

Perl for Win32 (ActiveState) msi 5.6.1.628 

ActivePerl 是一個有顯著增強的 perl 發行包，它帶有 perl 5.6 中的新增特性。同樣，Windows

版本利用了平臺的優勢。ActivePerl 帶有 Perl，Perl包管理程序，以及完整的連機幫助。 

W32dasm 

鼎鼎大名的 W32dasm！可以對程序進行反彙編操作，而且對 WinApi 有良好的支持，反彙編出的

代碼可讀性非常強。他可以記錄下程序靜態代碼，是 SoftICE 的最好補充。 

Dede 

將 Delphi編譯的 Exe反彙編成 Delphi源程序,效果還不錯,dfm可以弄出來,不過 Pas裡還是 ASM,

對於研究破解還是很有用的 

eXeScope V6.30 

想自定義應用軟件嗎? 例如：更改字體，更改菜單，更改對話框的排列，等等。但你會認為這是

不可能的，因為你沒有資源文件。eXeScope 能在沒有資源文件的情況下分析，顯示不同的信息，

重寫可執行文件的資源，包括(EXE，DLL，OCX）等。是方便強大的工具，可以直接修改用 VC++ 及 

DELPHI 編制的程序的資源，包括菜單、對話框、字串表等。 

密碼截取 

該軟件可以截取密碼輸入框中的密碼(如撥號連接、OICQ、Outlook、IE 中的密碼)，並將密碼明

文保存在用戶自定義的文件中，缺省為 c:.txt ，如果沒有截取到密碼，密碼文件將不存在。1.8



版本以後增加了用戶配置功能，可以自己定義密碼存放路徑、繫統啟動時自動啟動、不顯示提示

信息等。2.2 版本以後可以將截取到的密碼發送到指定的郵箱 

聰明基因 

聰明基因 1.0 它采用 TCP/IP 協議，使用黑客編程技法，隻要你在目標機上安裝了聰明基因服務

器，你便可以像管理自己計算機一樣管理遠程計算機，功能強大，操作方便...請注意不要誤運

行 genueserver.exe！裡邊有詳細的說明，另外還有全球 IP 地址分配對應表！自啟動程序 C:.exe 

解除共享軟件限制工具 SYDAY 

可以讓您正在使用的一些“共享軟件”解除使用日期、使用天數、啟動時提醒注冊、使用次數等

的限制，對大部分程序均有效（作者目前已停止對該軟件升級）。安裝完成後請務必細讀使用教

程。 

  

Win2000 終端服務客戶端 Win2000 終端服務客戶端，適用於 win2000，win98，ME 

eBook Edit Pro 3.2 

該軟件是典型的將 HTML 頁面文件（包括媒體文件）捆綁成 EXE 電子文檔的制作軟件。軟件支持

大多數基於 Web 的技術，其主要特點如下：1.自定義窗口標題；2.啟動時彈出信息窗口；3.圖標

式的導航條（真彩）；4.支持使用自定義文件圖標（唯一一款支持使用 32*32，256 色的軟件）；

5.支持文字自動換行；6.含有改變文字大小功能的圖形按鈕；7.支持右鍵菜單（可以屏蔽）。 

Webcompiler2000 v1.5 

將多個 HTML 頁面(包括圖像文件)編譯成可執行性文件的制作電子圖書軟件。該軟件目前是同類

產品中比較出色的一款軟件，各方面的功能很完善。 

經典遠程控制工具如下: 

BO2000 中文版 

木馬冰河 2.2 版 

鬧得沸沸揚揚的 YAI 

Hack'a'tack 

netbus 1.70 版 

NetSpy 2.0 版 



Panda Future Connection 

Remote Administrator 2.0 版 

  

四海網絡管理繫統 1.22 版 

血蜘蛛 2.1 版 

subseven 2.1 版 

wincrash 2.0 版 

  

病毒木馬清除工具 

  

Trjsetup.exe 是一個專門用來清除特洛伊木馬和自動修復繫統文件的工具。能夠檢查繫統登錄

文件、掃描 WIN.INI、SYSTEM.INI 和繫統登錄文件，且掃描完成後會產生 Log 信息文件，並幫你

自動清除特洛伊木馬和修復繫統文件。3.3.2 版 

cleaner3.1.exe 一個專門檢測和清除侵入您繫統中的特洛伊木馬的專業程序, 內置 1393 個木

馬標識。可在線升級版本和病毒數據庫, 操作簡單, 功能強大! 查殺的各類特洛伊木馬種類最

多，幾乎所有較出名的這裡都有，如 Netspy、BO、Netbus、 Girlfriend、Happy99、BackDoor 以

及它們的一些不同版本。還有很多種我們大多數網友聽都沒聽過，有了它我們可以將電腦“清潔”

得干干淨淨，放心大膽地上網。3.1 版 Name:hyperd Code:318B-A2B9-28E2-979B 

tool_YAIeaner.exe YAI 作者自己開發的 YAI 清除工具 

lockdown.zip 建立你的個人防火牆 

dllshow.zip 一款防黑客防病毒的小巧而實用的工具軟件，它本身不具備殺病毒、殺黑客程序的

功能，但卻能有效監測你的繫統中有無病毒、有無黑客入侵。 

kav2000b.exe 金山毒霸(暫定名)可查殺超過 2 萬種病毒家族和近百種黑客程序，除傳統的病毒

外，還能查殺最新的 Access、PowerPoint、Word 2000、Java、HTML、VBScript 等病毒，具備完

善的實時監控(病毒防火牆)功能，支持 ZIP，RAR，CAB，ARJ 等多種壓縮格式，支持 e-mail、網

絡查毒，具有功能強大的定時自動查殺功能。 

upkill981.exe KILL98 是作為全球第二大軟件企業 CA 公司與金辰公司合作推出的新一代全面

反病毒產品。它所采用的獨有的新型反病毒技術?主動內核(ActiveK)技術，突破了傳統反病毒技



術的被動殺毒的模式，“主動”從操作繫統的內核與各種操作繫統、 網絡應用環境無縫連接，

確保用戶的網絡繫統處於主動內核保護之下，防御任何病毒的入侵。For 95/98 7.55 版 

upkillnt1.exe KILL98 for NT 7.55 版 

upki601ll98.exe KILL98 for 95/98 12.06 版的升級文件 

upki601llnt.exe KILL98 for NT 12.06 版的升級文件 

kvw3000.zip 查殺最近大面積流行的具多種變形能力的 4250,無窮次變形能力的 Marburg/b病毒,

查殺最近席卷全球的 Melissa 病毒,能清除首例國人編寫的"July.Killer"宏病毒,全面查出並安

全清除近來在網上又流行的一種網絡蠕蟲程序 happy99。聲稱該版本可以徹底殺除“YAI 惡性病

毒”。預覽版 

mcafee50.zip McAfee 防毒軟件, 除了操作介面更新外,也將該公司的 WebScanX 功能合在一起,

增加了許多新功能! 除了幫你偵測和清除病毒，它還有 VShield 自動監視繫統，會常駐在 System 

Tray，當你從磁盤、網絡上、E-mail 夾文件中開啟文件時便會自動偵測文件的安全性，若文件

內含病毒，便會立即警告，並作適當的處理，而且支持鼠標右鍵的快速選單功能，並可使用密碼

將個人的設定鎖住讓別人無法亂改你的設定。附注：4.0.1 版采用 Dr Solomon's virus 引擎，

並且新增了偵測惡意的 Java Applet 和 ActiveX 程序的功能，介面也煥然一新。請記得病毒碼是

要經常更新的!5.0 版 

遠程控制工具源代碼 

findhosts.zip 

查詢 XX 主機的工具 findhost 的源代碼。 

gf135s.zip 

GIRLFRIEND1.35 的源代碼，是 DELPHI 的。 

netbussources.zip   NetBus 的源代碼，是 DELPHI 的 。 

  

spycode.zip 

Netspyde 的源代碼，是 DELPHI 的 。 

  



bo2ksrc.zip 

BO2000 的源代碼，是 C 語言的。 

  

WhoIs.zip 

用於看在不同站點上的用戶的實用工具，含 C 源程序。 

  

socks5.exe 

:用於一些沒有 proxy 設置的程序,像 IE 要用 proxy 你可以直接在選項裡面設置,但是有些工具根

本沒有這一項供你設置,這個程序就可以用得上了,是隱藏身份的好工具.比如老版本的 mirc 沒有

firewall 設置,就是這樣用的:下載後，運行即安裝，安裝完畢後，打開程序(開始菜單內),點 new

按鈕，瀏覽，選擇你要用的 internet 程序， 如瀏覽器、ftp 或者 mirc 等，建立完畢後，點 file 菜

單-setup，socks server填你找到的 firewall server, port=1080, socks方式是socks5或者socks4,

用戶名用 user1,密碼也是 user1,ok 退出點擊"run socksified!"按鈕，這樣你的 ip 就是 firewall 的

ip 了。 

nessusw.zip 

:這個工具是用來檢查 windows9x/NT 繫統的安全性的 

BackFire131.exe 

:可以偽裝成 BO 服務端進行欺騙，並查看對方你的機器發送的 BO 命令，記錄其 IP，你要願意，

還可對其進行反攻的好東東 

Anti-BD.exe 

:時時防御木馬的入侵，並可清除 

wtgold.zip 

:一個強大的綜合性安全防御工具，具體包括掃描自己機器上的木馬，檢查日志文件，改變 WIN9X

的文件夾結構，清除歷史記錄，鎖定繫統，查看幕後文件進程等 

nemesis11.zip 



:你是不是老擔心自己的機器是否有木馬啊，呵呵，這個是個幫你檢查的工具，能查出上百種木

馬呢，最大的好處是能幫你的朋友遠程掃描，呵呵 

intactdemo10a.zip 

:一個很好的繫統安全檢測程序 

registry-guard-v26.zip 

:有了這個注冊表安全衛士就不用在怕那些不知名的木馬什麼的隱藏到哪個地方了，呵呵 

ps.zip 

:PowerSettings v6 有眾多的安全設置，讓你隨意改變限制 WIN9X 的各種功能，可以時時防御

木馬，並能自動跟蹤安裝文件的情況以及注冊表的修改，並能做備份，查看密碼，LOG 文件，

以及限制登陸等，強烈推薦 

BCFirewall_final 

:一個能和 LOCKDOWN2000 相媲美的個人防火牆，還可以發匿名郵件以及檢查端口開放情況、

查看本機進程，強烈推薦使用！ 

saint-2.0.1.beta2.tar.gz 

:一個綜合的網絡管理員工具，好像能掃描穿過防火牆什麼的，我 E 文太差，翻譯的不好，大概

就是那麼個意思吧 

lids-0.9pre2-2.2.14.tar.gz 

:LINUX 下的闖入察覺繫統，能記錄入侵者的信息等 

Trjsetup 

:是一個專門用來清除特洛伊木馬和自動修復繫統文件的工具。能夠檢查繫統登錄文件、掃描

WIN.INI、SYSTEM.INI 和繫統登錄文件，且掃描完成後會產生 Log 信息文件，並幫你自動清除

特洛伊木馬和修復繫統文件。 

sub7remove 

:木馬 SUBSEVEN 的清除程序 

Norton Internet Security 2000 



:為你的個人電腦提供基礎的網絡保護繫統。NIS2000 是一個有力的安全衛士保衛你的個人信息

不被陌生人訪問，保護你的信用卡號，銀行帳號和其它個人信息。內含 Nav2000 For Win9x,很

不錯哦.不過就是大了點，呵呵 

seawall-2.5.tar.gz 

:西雅圖防火牆，在專用防火牆繫統或多用網關/服務器上或獨立的繫統上支持 IP 偽裝，支持 VPN

通過 IPIP 通道和 PPTP。在配置文件裡很容易配置 seawall 並且可以在不對底層進行修改的情

況下進行擴展。還可以在偵測到信息包時發出警報聲。 

seawall-lrp-2.5-1.tar.gz 

:西雅圖防火牆包 

tds-2.zip 

:比較好的安全工具，主要防御木馬 

NetDefense 

:網盾 3.0，采用先進的密碼技術與壓縮技術，高效、方便地實現計算機 數據的安全，包括本地

及網絡傳輸的數據安全，有效地防止了外部攻擊與內部洩密。 保護金融、 財務、人事等方面的

敏感數據，避免他人通過各種途徑讀取； 防止他人在盜竊軟盤、硬盤、磁 帶或筆記本計算機後

獲取其中的數據； 在一臺共享或公用計算機中為每個用戶開闢獨自的網盾 保險箱或為特定的一

組人開闢一個共享保險箱，使工作在安全的空間裡進行； 解決了電子郵件 和網絡上文件傳輸的

安全性問題，包括防止各種郵件監聽、郵件篡改與郵件病毒傳播； 通過實現多用戶數字簽名功

能，提供網絡用戶在 Internet/Intranet 上的身份證明； 通過實現文件的多次簽名，實現網絡化

辦公的審批流程 

protectxstd 

:ProtectX 3.01 是一個可以在你連接上網際網路時保護電腦的工具，防止黑客入侵，假如任何人

嘗試入侵連接到你的電腦，ProtectX 即會發出聲音警告並將入侵者的 IP 位址記錄下來 

pp-weishi 

:屁屁電腦衛士 2.0 

Sybergen Secure Desktop 

: 



是一套經濟實惠，使用簡單的電腦防護軟件，避免你的電腦在連結上 Internet 時，遭到不明黑客

的侵襲。不論是 Modem 撥接，或是 ISDN，Cable，DirecPC，and ADSL modems 等連接 Internet

的方式都可以使用，SyShield 強調使用操作簡易，以常駐在工具列的方式，自動地幫你阻擋潛

在有可能入侵的不速之客 

天網安全博士:可以讓被我們在線檢測繫統檢查出問題和繫統存在其他安全漏洞的用戶檢查並修

復自己的計算機繫統 

nfr 破解版:Network Flight Recorder 公司發布的一個用來監控 Back Orifice 的工具,還能偽造自

身網絡功能，進行欺騙！ 

CLEANER 

:最好的殺馬工具，這是注冊碼 NAME:LEEDONG S/N:35B0-E09F-925E-E030 

Cleaner 

:一個可以殺除幾十種木馬的軟件。 

lockdown2000 

:版。有了這個東西，上網可就安全多了，強烈推薦使用！ 

lockkdown2000 注冊機:lockkdown2000 注冊機 

網絡衛兵試用版 30 日限制破解程序:網絡衛兵試用版 30 日限制破解程序 

iasetupfull 

:隨時監控你在網上的連接情況，拒絕一切未經你同意的連接 IP，如果要想入侵你必需先要經你

同意，中了特洛依木馬後門你也不用擔心別人會入侵你的電腦了 

nfrbof 

:網絡監控 Back Orifice 的工具，它會顯示所有可能對你的入侵者的 IP，並報警。也是一個很好

的聊天室查 IP 工具 

tcpview 

:監視本機 TCP 連接的工具，可以看看有沒有非法的的連接。 

getisp 



:即時密碼捕獲工具，如果你的上網賬號密碼是設為保存自動連接上網的話，運行這個工具就馬

上會顯示出來 

ailcut 

:中文砍信機，如果有人給你發郵件炸彈就用得上了，當你打開郵箱收信時運行它先看看有那些

信可以收、那些不收，並可以直接遠程在服務器把它刪除。 

findhost 

:根據給定的地址和端口號查找機器。1.1 版新增多線程同時搜索技術，可以將搜索速度提高十倍

以上。用它查找中了 NetSpy 的機器很好用 

scanner 

:一個強大的 TCP 端口超級掃描工具、Pinger、hostname、reslover，多線的掃描技術使得掃描

速度更快，操作界面更友好。 

pinger 

:一個 NT 下的描掃器，速度飛快 

NETxray 

:是一個網絡截信息包的好工具!也可以在 OICQ 查 IP,隻要發一個發送一個信息出去就會顯示對

方的 IP,不要用來做壞事啊! 

Desktop Sentry 

:適用於 NT4.0 的安全報警繫統，它將監視你的繫統，讓你知道當你連接到本地網絡或者在

INTERNET 衝浪時觸及你電腦中任何共享的用戶。 

intact 

:一個檢測你計算機中 NT 繫統文件以及 NT 注冊表中的改變的軟件 

CIH 免疫程式:這個免疫程式, 安裝後, 電腦就會對 CIH 繫列的病毒產生免疫 

Bo2kss 

:又一個新的查殺 BO2000 的軟件，簡單易用 



SoDu1999 

:這是一個完全免費的掃毒軟件，針對目前流行之病毒而設計，可清除目前流行的絕大多數病毒。

徹底查殺 CIH 病毒,查解 Back Orifice 黑客程序。 

VXD_FIX 

:在 Win98 所有版本（包括預覽版、正式版以及所有語言版本）中存在著一個非常大的 BUG，那

就是 Win98 的安裝程序沒有把幾個很重要 VXD 文件安裝到繫統中，而就是這幾個 VXD 文件可

以解決 Win98 繫統所發生的 20%-50%的錯誤。這個文件正是修正 Win98 的這個 BUG 的。 

IIS 

:一個 NT 的的安全掃描器！能掃多種漏洞 

X-NetStat 

:是一個查看連接狀態的工具.非常好的界面,有許多功能.適用於高級用戶. 

TP 

:防御特洛伊木馬 

kdha898a 

:防御特洛伊木馬的最新版本. 

antigen 

:防御特洛伊木馬的最佳工具.強烈推薦. 

bosniff 

:防御特洛伊木馬的工具. 

plisten 

:可以檢測到是否有人給你發 ping 或 oob. 

NetMoniter 

:監視黑客通過 TCP/IP 掃描你的 PORT. 



nn29 

:可有效的防御 WINNUKE 和 OOB 的攻擊.強烈推薦. 

tds2-NT 

:大名鼎鼎的 TROJAN 清除工具 

TBSCAN 

:這個反病毒軟件結合傳統和擁有專利的 啟發式的“查找並消滅”技術追蹤哪怕是最新的和未知的

病毒、特洛伊木馬和 邏輯炸彈。它還提供一個反毒保護的增強級，具有領先 PC 界的高速度 

Happy99Cleaner 

:Happy99 病毒清除程序。 

Thunderbyte 

:個不錯的反病毒軟件,它擁有專利的啟發式的查找並消滅技術,能追蹤最新的和未知的病毒、特洛

伊木馬和邏輯炸彈。內有注冊文件,解壓口令: chichi 

蒙麗莎病毒防毒軟件:專門對付蒙麗莎病毒的軟件 

BlackICE Defender 

:一個防黑客工具,可以偵察出誰在掃你的端口(port),也可以給對方一個忠告。 

NetBus Detective 

:是一個相當好用的遠端控制軟件。主要的功能就是防止駭客利用 NetBus 入侵你的電腦。可以

偵測所有 NetBus 的相關活動，當它偵測到有駭客入侵的時候還會發出信息告訴對方：你已經入

侵失敗啦！另外，現在也有很多專門為 NetBus 設計的特洛伊木馬病毒。這些病毒也同樣很容易

入侵有使用 Netbus 的電腦。也針對特洛伊木馬做了防護 

網絡衛兵:天行”和廣州京九網聯資訊有限公司(http://www.kingoal.com)合作推出“網絡衛兵”的共

享版，“網絡衛兵”的共享版保留“網絡衛兵”的所有功能，隻限制了個別功能的使用範圍，和使用

期限。新的“網絡衛兵”提供了更多的實用的功能。"網絡衛兵"+"殺毒軟件"是個人電腦和局域網

(LAN)反網絡入侵的最佳選擇 

BoDetect_StandAlone 



:特洛伊木馬病毒的克星，是一個專門防制特洛伊木馬病毒的防毒軟件，隻要一開機它就會自動

檢測病毒，如果你的電腦已經不幸受到感染，BoDetect 會列出病毒的詳細資料，讓你可以采取

進一步動作。另外，BoDetect 也會防堵 Back Orifice 這個軟件所造成的安全漏洞。BoDetect 有

更新病毒碼的功能，在使用上算是相當容易，隻要按個鈕 BoDetect 就會自動檢查有無新病毒碼，

並且自動更新。 

Tds2-NT 

:這是一個防特洛伊木馬的軟件，可以檢測到 360 種以上的特洛伊木馬，另外它還可以防止黑客

攻擊，具有自動升級、繫統鎖定和 允許使用第三方插件等功能和特點。 

Tlibrary 

:一個教你如何清除各種特洛伊木馬的程序 

Neverhack 

:這是一個最新防護軟件，它具有以下功能：密碼保護的功能；將電腦中的部分功能設定給隱藏

起來；即時監看網絡連線狀況 防止黑客程序的入侵。 

anti-bos 

:防範和清除黑客的軟件，能夠堵住打開的後門，並檢測繫統中 是否有 BO.顯示入侵者的 IP 地

址，並用聲音提示. 

Jammer 

:檢測和除去駐留在機器上的 Back Orifice（4 個變種）、NetBus（12 個變種）。 

NetAlert 

:軟件可以保護您的繫統免受黑客破壞，當有機器試圖連接您的機器的指定端口時，該軟件會發

出警告 

NetAlert1.1.20.0 補丁:NetAlert1.1.20.0 補丁 

ZoneAlarm 

:ZoneAlarm 是一個因特網安全實用程序和防火牆, 它可以檢查全部在你的計算機上與因特網的

連接, 並控制哪個程序可以進行因特網的存取。包括了完全而易用的安全級設置以及高級本地和

因特網地區的本地防火牆能力. 可以運行在 Windows 2000 上, 可截獲來自任何地方的點擊和



連接. 並報出 IP 地址, 以及是何種程序. 界面非常漂亮! 尤其適合於控制局域網內的 Internet 

共享 

ZoneAlarm 器:ZoneAlarm 器 Standard Rule Set for ConSeal 

:一個標準化的防火牆。 

ADSL Rule Set for ConSeal 

:在 ADSL 環境下使用的防火牆。 

Cable Rule Set for ConSeal 

:在 Cable 貓的環境下使用的防火牆 

Conseal PC 火牆:CONSEAL PC WIN95/98 版的注冊器 

Conseal PC 火牆:Conseal PC Firewall For Windows95/98 個人用戶的安全防御，用它可以阻

止很多惡意報文和入侵企圖。 

Conseal PC 火牆:CONSEALPC NT 版的注冊器 

Conseal PC 火牆:Conseal PC Firewall For Windows95/98 個人用戶的安全防御，用它可以阻

止很多惡意報文和入侵企圖。這個是 NT 版的 

SyShield 

一套經濟實惠，使用簡單的電腦防護軟件，避免你的電腦在連結上 Internet 時，遭到不明黑客的

侵襲。不論是 Modem 撥接，或是 ISDN，Cable，DirecPC，and ADSL modems 等連接 Internet

的方式都可以使用，SyShield 強調使用操作簡易，以常駐在工具列的方式，自動地幫你阻擋潛

在有可能入侵的不速之客。 

Protectx withvbrun 

是一個可以在你連接上網際網路時保護電腦的工具，防止黑客入侵，假如任何人嘗試入侵連接到

你的電腦，ProtectX 即會發出聲音警告並將入侵者的 IP 位址記錄下來。 

Norton AnitVirus 

Norton AnitVirus 2000 for WindowsNT 4.0/2000 一個 NT 下一個相當不錯的反病毒軟件，是一

個病毒防火牆。記住是反病毒軟件不是殺毒軟件！！在 server/workstartion 上使用都可以。ftp

免費升級病毒代碼。 



SProtect 

這是趨勢(pc-cillin)公司的 nt 防火牆!絕對的好 東西!跟 pc-cillin 98 一樣,占繫統資源小.他跟 NT

繫統能很好的結合! 

Panda Antivirus Platinum 6.0.9 

Panda Antivirus Platinum 將自己完全地集成於桌面和活動頻道中，它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可以查

殺 Winsock 級別的反病毒軟件。而且它還有即時查毒功能，可以有效地防止那些通過軟盤、網

絡、E-Mail 傳播的病毒的侵入，可以對 POP3、SMTP、HTTP、FTP、NNTP 進行即時掃描。

ThunderBYTE 

這個反病毒軟件結合傳統和擁有專利的啟發式的“查找並消滅”技術追蹤哪怕是最新的和未知的

病毒、特洛伊木馬和邏輯炸彈。它還提供一個反毒保護的增強級，具有領先 PC 界的高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