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先用  strings  分析 

 
这里出现了一个网址,  说明恶意程序很可能会访问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也可以当作是恶意程序的网络特征 

周围还有几个  success  和  error  字样,  说明恶意程序很可能会对我们的输入进行解析 

或者说对当前的网络状态进行一个回应 

 



我们查一下壳 

 

无壳 

 

我们看一下它的导入表 

我们这里主要关注  WININET.DLL 

因为这个动态链接库提供了一组通过网络进行  HTTP  访问的简单  API 

 

InternetOpenUrlA  使用一个完整的  FTP  或者  HTTP url  来打开一个句柄 

InternetCloseHandle  用于关闭这些已经打开的句柄 

InternetReadFile  用于从  InternetOpenUrlA  打开的句柄中获取相应的数据 

InternetGetConnectedState  用于检查网络连接状态 

InternetOpenA  用于初始化动态链接库,  并设置用于通信的  User‐Agent  字段 

 

 

我们可以结合  wireshark  进行动态分析 

抓包然后运行程序 

 

可以看到程序弹窗显示  Success : Internet Connection 

我们设置过滤  DNS 

 

可以看到它解析了这个网址 

这里有一个  http  包 

 

 

GET  是用户读取服务器上的数据所使用的方法,  使用  GET  方法的时候,  请求的参数会附加

在  url  后面 

它这里请求的参数是  /cc.htm 



 

 

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断网的话, wireshark  是监控不到这些结果的 

 

接下来我们使用  ida pro  进行分析 

 
第一个子过程也就是第一个  call 

 

 
它主要是调用了  InternetGetConnectedState  函数用来判断当前网络连接状态 

然后根据结果走下面两条分支 

 
 



 

这个  0x40117F  也就是出现在上面图中的分支的  call 

 

在这个  sub_40117F  上面出现了两个  push,  是不是说明说明它有两个参数呢  ? 

我们进去看看 

 
我们可以看到  4 8  两个正数,  那么就说明这个函数其实是有两个参数的 

负数代表局部变量,  正数代表参数 

我们具体看一下它的两个参数 

 

离他最近的  push  的是一个字符串,  一个格式化字符串,  里面有  %c\n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函数是一个  printf()  函数 

而它的另外一个参数  ecx 



 

ecx  取决于  var_8,  而这个  var_8  又取决于  sub_401040  函数的返回值 

我们暂时不管这个 

我们可以把  sub_40117F  函数重命名 

我们可以按下  N  来重命名,  也可以鼠标右键重命名 

 

 

 

main  函数调用的第二个  call 

 

我们双击进入看一下 



 

这里的  API  函数其实也就是刚才我们用  dependency walker  看到的  API  导入函数 

 

 
首先来看  InternetOpenA  函数 

它主要用于初始化操作,  它还将  Internet Explorer 7.5/pma  压栈,  这个字符串和我们刚才用 

wireshark  看到的  user‐agent  字段是一致的 

 

 

接下来调用了  InternetOpenUrlA  函数 

这个函数用来打开一个网页,  刚才我们用  wireshark  所看到的  DNS  请求其实就是由这个函

数引发的 

这个函数的返回值会保存在  eax  里面 

 



 

这里  eax  又赋值给了  hFile 

并且  hFile  返回值还与  0  进行比较 

 

如果是等于  0  就走红色分支,  函数就直接返回了 

如果不等于  0  就走右边分支 

这个  hFile  变量其实就是一个句柄 

利用这个句柄就可以访问  url 

 

我们顺着右边分支继续往下看 

 
程序调用了  InternetReadFile  函数,  它用于从  InternetOpenUrlA  打开的网页里面读取内容 

对于  InternetReadFile  来说,  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  lpBuffer  参数 

这个参数保存的是包含有一些数据的数组 

结合  NumberOfBytesToRead  参数,  我们知道它会读取  16  进制的  200h  字节的数据 

这个函数调用完毕之后,  它的返回值会存在  eax  里面 

然后这个返回值又会与  0  进行比较 

如果返回值为  0  那么程序就退出了 

如果返回值不为  0 ,  那么就走右边绿色分支 

 

我们来看看右边绿色分支 



 
这一块是一系列的比较语句 

它会将  Buffer  数组中的内容分别和  3Ch 21h 2Dh 2Dh  进行比较 

我们按下键盘  R  键将这些数字转换一下 

 
这个程序其实是在验证,  所读取的前四个字符是不是这里的四个字符 

其实这四个字符是  html  里面,  注释的开始部分 

如果这一系列的比较能够成功,  那么它就会来到这里进行一系列的赋值操作 



 

 

为了更方便地分析这一部分的内容,  我们可以进行设置,  来让它正确显示局部变量的空间 

我们可以在任意位置按下  ctrl + k 

 
我们可以在  Buffer  第一个字节的地方,  单击鼠标右键 

选择  array  数组 

数组大小设置为  512  也就是  200h 

 
然后单击  OK 

 

我们  ESC  返回 



 

可以看到它这里栈空间已经正确显示了 

其实它就是对  0  号位置, 1  号位置, 2  号, 3  号这四个位置进行验证 

如果一切验证成功,  就把  Buffer + 4  这个位置的值赋给  al 

 

赋值完之后这个函数就返回了 

也就是说  al  中保存的就是  Buffer  里面第  5  个位置的内容 

 

我们再按  ESC  返回 

刚才我们分析的就是  sub_401040  这个函数 

它的返回值  al  经过赋值,  会作为  printf  的参数 

 



然后打印出来 

再往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sleep  函数 

我们可以解析一下  sleep  上面的参数 

按  H  转换成十进制 

 

这里也就是休眠了  60  秒 

休眠结束之后,  程序就退出了 

 

 

这个程序其实有两个网络特征 

一个是我们发现的网址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发现的  User‐Agent  字段 

 

 

 

这个程序首先调用  InternetGetConnectedState  来判断当前是否存在一个可用的网络连接 

如果不存在,  就退出程序 

如果存在,  就继续往下执行.  这个恶意程序会尝试使用用户代理,  来下载一个网页 

而这个网页里面,  包含了  `<!‐‐`  所开始的  html  的注释 

程序解析这个注释后面的字符,  也就是  buffer  中的第  5  个位置的内容 

并且将这个第  5  个字符通过  printf  打印出来 

输出的格式就是这样一段字符串 

 

其中  %c  就是我们所说的第  5  个字符 

如果说这一切都执行成功的话,  程序就会休眠一分钟然后就退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