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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保护内存之战 — 使用高级纯数据
利用技术攻击只读内存（上）



演讲者简介

孙冰是一位资深的信息安全研究员，现就职于McAfee，主管其入侵防御产品下的安
全研究团队。他拥有丰富的操作系统底层和信息安全技术的研发经验，尤其对于高
级漏洞攻防、木马后门检测、虚拟化技术以及固件安全等方面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曾在Black Hat、CanSecWest 、 XCon等国际知名安全会议上做过演讲。



• 随着细粒度化的控制流完整性（CFI）强制方案逐渐被主流应用程序所采用，现有依赖控制流劫持的内存漏洞利

用技术开始失效。于是纯数据攻击技术应运而生。然而，目前纯数据攻击的主要缺点在于它假设应用程序的关

键数据是未受保护的。不幸的是，这样的假设并不总是成立的。例如，ntdll.dll，它是最核心的Windows NT

子系统库，它就使用了“只读”内存属性来保护其关键数据。因此，当前纯数据攻击已经升级为对只读内存的

争夺，这就必定需要更高级的技术来实现。目前，大多数修改只读内存的方法，无论是借助上下文无关函数调

用还是通过自然的程序流程触发，均依赖于调用某一类修改内存属性的函数。由于这样的内存属性修改背离了

应用程序原有的逻辑，所以通过引入额外的逻辑来检查内存属性更改请求的目标地址，便可以轻易地击败此类

攻击手法。在本演讲中，我们将介绍一类全新的纯数据攻击技术，它能够强制应用程序主动释放其保护内存，

而不破坏原有的应用程序逻辑。我们将通过一些有趣的例子，展示如何使用这种高级纯数据技术来劫持只读内

存并绕过内存缓解措施。首先，我们会利用一种巧妙的方法来强制eShims.dll解锁其保护的内存区段，并通过

修改其中的某些关键数据来绕过CFG。然后，我们将展示通过结合纯数据攻击和竞争条件技术在WARP JIT代码

页面中生成任意代码来绕过DEP及CFG。此外我们还将讨论如何预防或缓解此类攻击，并进行现场攻击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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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用来防止漏洞利用程序劫持程序控制流的编译器辅助的漏洞利用缓解机制。

• 编译器在每条间接控制转移指令(call/jmp)处加入CFG检查，在程序运行时CFG检查函数会依据

一个预先设定的CFG位图来检查调用目标地址以决定该调用是否合法。当一个非法的调用目标被

发现时，程序将被中止执行。

• 所有在编译阶段确定的合法调用目标的相对虚拟地址被保存在PE文件的一个表中（Guard CF 

Function Table）。在PE文件加载过程中，装载器将读取该表中的CF信息并更新CFG位图。

• 只读的CFG位图由操作系统负责维护，该位图的一部分是由所有进程共享的。CFG位图中的偶数

位对应于1个16字节对齐的地址，而奇数位则对应15个非16字节对齐的地址。

• PE文件被加载后，__guard_check_icall_fptr会被解析指向 ntdll!LdrpValidateUserCallTarget

（64位系统中, __guard_dispatch_icall_fptr -> ntdll!LdrpDispatchUserCallTarget ）。

关于CFG（控制流保护）



64位下的CFG工作原理图示 （无 Export Suppression）



• 改写堆栈中保存的函数返回地址劫持控制流。

• 利用未启用CFG的模块或JIT引擎

• 借助未加保护的跳板指令进行控制转移

• 通过上下文无关的函数调用或自然触发内存属性修改类函数（例如 VirtualProtect）修改只读内存。

• COOP(Counterfeit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 。。。

已知的CFG绕过方法



• 狭义的纯数据攻击只操纵程序的数据而完全不改变其原有执行流程（从指令控制流层面）。针对

某些粗粒度的CFI实现（如微软的CFG），广义上的纯数据攻击允许部分地更改程序的执行流

程，只要该修改可以通过CFI检查。

• 成功的纯数据攻击案例：

绕过CFG/DEP: 在Microsoft Edge上加载被禁用的Silverlight ActiveX插件

绕过CFG: 滥用LdrpWork机制

• 任何可以用来改变程序默认行为的数据都会成为面向数据攻击的目标，包括未被保护的模块数据

段、堆/私有数据区、栈。

• 通常面向数据的攻击都要求拥有任意地址读写能力，在运行时准确定位目标数据是成功的关键。

此外，有时某些数据的存在具有时效性，所以这种情况下对攻击时间的把握非常重要。

纯数据攻击



• 依赖于操作系统或应用程序的关键数据是未受保护的（参见前述的案例）。

• 随着相关缓解机制绕过漏洞的不断被披露和操作系统防护机制的持续改进，这种简单纯数据攻击

现已变得不再那么有效。例如，ntdll.dll, eShims.dll等都使用了.mrdata（可变只读数据段）来

保存其关键数据。

• 虽然目前已存在一些解锁只读内存的方法，但这些方法大都依赖于调用某一类修改内存属性的函

数。这种“被动解锁”型的方法打破了原有的应用程序逻辑，所以可以通过引入额外的逻辑进行

封堵（微软打算采取更通用的方法来解决）。

• 纯数据攻击必须与一些其它技术（例如竞争条件）结合使用才能完成较复杂的攻击，我们称之为

“高级纯数据攻击”。

现有纯数据攻击的局限性



• 使用竞争条件技术解锁eShims.dll的只读区段。

• 使用竞争条件技术修改WARP JIT代码页面。

高级纯数据攻击案例讨论



• eShims.dll使用.mrdata可变只读段来保存其关键数据。

• IEShims_MakeMrdataReadOnly(bool)函数用来锁定/解锁.mrdata可变只读段。

• CShimBindings::DllMainHook函数需要更新.mrdata中的数据，首先它调用

IEShims_MakeMrdataReadOnly(false)解锁.mrdata ，然后进行更新，完成后再次调用

IEShims_MakeMrdataReadOnly(true) 锁定.mrdata。

• CShimBindings::DllMainHook在两次调用IEShims_MakeMrdataReadOnly间存在一较短的时

间窗口，在该窗口内.mrdata为可读可写。如果另一线程能够抢在该时间窗口内（当前线程恰好

被换出）改写.mrdata中的某些关键数据，便可藉此绕过CFG保护。

eShims.dll只读区段的竞争条件问题



CShimBindings::DllMainHook中竞争条件的攻击窗口



• 如何触发对CShimBindings::DllMainHook的调用？

• 如何持续高频率地触发对CShimBindings::DllMainHook的调用？

• 如何能准确判断操作.mrdata的线程正好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窗口内被换出？

• 解锁eShims.dll的只读区段.mrdata后如何能绕过CFG？

如何利用eShims.dll只读区段的竞争条件问题？



• 自然条件下，该函数会在线程创建/退出、模块加载/卸载时被调用，但只有当第3个入口参数

（fdwReason）为 DLL_PROCESS_ATTACH（模块加载）时才会进入操纵.mrdata的代码路径。

• 通过频发加载模块的方式自然地触发该函数显然不太现实，所以我们将采用人工方式显示地调用

该函数（例如借助上下文无关函数调用）。

• 目前基本所有的间接控制转移指令处都加入了CFG检查，而该函数恰恰无法通过CFG。

• 幸运的是该函数的父函数（CShimBindings::s_DllMainHook）是一个合法的函数调用目标。实

际上其父函数作为很多模块DllMain的钩子函数，其必然是一个合法的调用目标。

• 最终，我们通过劫持某个内存间接函数调用至CShimBindings::s_DllMainHook(HINSTANCE, 

1, void *)间接地现实了对CShimBindings::DllMainHook中操纵.mrdata的代码的触发。

如何触发对CShimBindings::DllMainHook的调用？



• 竞争条件攻击的核心思想是提高攻击目标函数的曝光率来增加攻击的成功机会。

• 通过一个简单的Javascript循环调用目标函数可以做到“持续”，但无法实现“高频率”。这里

我们采用了一个技巧，通过在内存中动态修改JS字节码制造了一个紧密的闭环来提高调用的频

度。由于时间原因，细节将在以后讨论。

• 此外，此类竞争条件攻击要求两个真实并发执行的线程。一个线程实现对目标函数的触发，而另

一个则作为攻击线程循环执行“读取-判断”及“写入”逻辑。在我们的PoC实现中，Javascript

主线程作为攻击线程，而它创建了一个Web Worker线程来触发目标函数。

如何持续高频率地触发对DllMainHook的调用？



• 如果我们以某种方法获取了工作者线程的栈地址，则可以通过栈上保存的特定函数调用返回地址

来判断该线程的当前执行位置。在某一特定版本上，相同调用序列下该函数返回地址在栈中的偏

移一般是固定的。

• 而在本案例中，恰好有一个标志可以直接提供当前.mrdata段的内存属性（见后页）。

如何准确地判断工作者线程的执行位置？



IEShims_MakeMrdataReadOnly

IEShims_MakeMrdataRead

Only使用了一个全局变量

g_fMrdataReadOnly来标识

当前.mrdata的内存属性（只

读或可读可写）。

IEShims_MakeMrdataReadOnly(bool)



解锁.mrdata后如何绕过CFG ？

•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困难，

所以我们决定留给读者去

思考并实践。

• 提示见右图

.mrdata中保存的关键数据



针对eShims.dll .mrdata段的竞争条件攻击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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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存中动态定位并改写Web 
Worker线程中的JS函数调用

循环的字节码并替换目标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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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只读

开始

竞争条件攻击成功，
修改.mrdata中的数据

普通的JS循环

JS主线程

Web Worker线程

无限循环

是

否

eShims.dll
模块内存

映像



演示：使用竞争条件技术解锁eShims.dll的只读区段（.mrdata）



图片 图片 图片

d3d10warp.dll v10.0.10586.0 d3d10warp.dll v10.0.10586.420

利用ＷARP JIT绕过CFG的历史案例



改进后的版本当真无懈可击吗？

d3d10warp.dll v10.0.10586.672



• 当Edge检测到不兼容显卡时，ACG允许线程自愿退出（opt-out），使得Edge沙盒进程仍然能

够执行进程内JIT。

• 虽然默认情况下WARP JIT引擎会选择使用远程JIT（进程外JIT），但通过简单的纯数据攻击可

以强制它转而使用本地模式（进程内JIT）。

• 在WARP JIT代码生成过程中，JIT代码页面始终处于未保护状态（可读可写），直到整个JIT过

程结束页面才被写保护。

• 在本地模式下，WARP JIT引擎未对生成的JIT代码页面进行合法性校验。

• 虽然WARP JIT引擎的代码生成速度相对较快，但通过构造复杂的着色器（Shader）可以强制延

长JIT编译时间。

• WARP JIT引擎运行在一个独立的工作线程中，如果另一线程能够在JIT编译过程中改写JIT代码

（此时JIT线程恰好被换出），便可藉此绕过CFG保护。

WARP JIT代码页面的竞争条件问题



• 如何在任意平台上强制加载并启用WARP？

• 如何强制WARP JIT引擎使用本地模式？

• 如何能延长WARP JIT引擎的JIT编译时间？

• 如何在内存中定位 WARP JIT代码存储结构并获知一个新的JIT代码存储块正在被创建？

• 如何判断WARP JIT线程是否在JIT代码生成过程中被换出？

如何利用WARP JIT代码页面的竞争条件问题？



• 某些平台上WARP在默认情况下未被启用（例如系统中已经存在支持D3D10的显卡），所以在

进行攻击前我们必须先强制加载启用WARP（d3d10warp.dll），具体实现方法如下：

• 首先获取Edge中有关图形显示的一些重要数据结构：

edgehtml!CFastDOM::CWebGLRenderingContext -> edgehtml!CDXRenderTarget3D -> 

edgehtml!CDXSystem -> edgehtml!CDXSystemShared

• 将edgehtml!CDXSystem和edgehtml!CDXSystemShared对象中保存的

edgehtml!CDXResourceDomain指针清零，这样在下一次执行canvas.getContext 操作时

CDXSystemShared::EnsureResourceDomain 就会试图重建一个新的CDXResourceDomain

对象。

• 此外，修改edgehtml!g_FeatureControlHelper中的某个比特位（& 0xffffff7f）来强制系统在

重建CDXResourceDomain时使用D2D软件（CDXGIHelper::ShouldUseD2DSoftware）。

如何在任意平台上强制加载并启用WARP？



强制启用WARP功能时的调用堆栈



• d3d10warp!UMDevice对象中存在两个标志位来控制WARP JIT引擎使用远程JIT（进程外JIT）

还是本地JIT（进程内JIT），默认情况下会使用远程JIT 。远程JIT具有天然的安全边界（进程地

址空间隔离）和JIT代码合法性校验机制，所以为了能够执行该竞争条件攻击，我们必须通过翻

转其中的一个标志位来强制WARP JIT引擎转到本地模式。

• d3d10warp!UMDevice对象可通过如下方法获取： edgehtml!CDXSystem -> 

edgehtml!CDXResourceDomain -> d3d11!CContext -> d3d10warp!UMDevice

如何强制WARP JIT引擎使用本地模式？



d3d10warp!JITRenderContext::CompileProcessor

根据d3d10warp!UMDevice
对象中的标志位决定使用哪
种JIT模式



• 构造一个超大的着色器（Shader）可以大大延长WARP JIT引擎的JIT代码生成时间，使得JIT工

作线程极有可能在JIT过程中被换出。

• 然而，使用一个超大的Shader也会对该竞争条件攻击带来负面影响。Shader的执行包括两个重

要步骤，首先是编译（Shader源代码 -> HLSL字节码），其次是JIT（HLSL字节码 -> 原生机器

码）。前者是在Javascript主线程中由edgehtml.dll通过调用编译器模块d3dcompiler_47.dll完

成，而后者则是在一个独立的工作线程中进行。相对于JIT，源码编译速度非常慢，持续编译一

个超大的Shader将彻底阻塞Javascript线程，使其无法被用于攻击。

• 我们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改写d3d10warp!gForceReJIT标志来强制引擎启用重新执行JIT机制，如

此只需要进行一次源码编译即可，随后的每次JIT都会重用同一份编译好的HLSL字节码。

• 除此之外，我们的研究发现d3d10warp!JITRenderContext（从d3d10warp!UMDevice中获

得）中还有一处标志需要改写，该标志可能与防止绘图操作的重入有关。

如何延长WARP JIT引擎的JIT编译时间？



通过改写某些标志实现HLSL字节码重用



• d3d10warp!CodeStorage结构中保存了d3d10warp!CodeStorageChunck结构指针，每次重

新执行JIT，该指针会被改写指向一个新结构。通过持续监测该指针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得到新

生成的代码存储块结构。 d3d10warp!CodeStorage结构地址可由以下方法获取：

d3d10warp!UMDevice -> d3d10warp!JITRenderContext -> 

d3d10warp!PixelJITProcessor -> d3d10warp!CodeStorage

• d3d10warp!CodeStorageChunck结构中同时保存了数据和代码区的

d3d10warp!CodeStorageSection结构指针，当这两个指针由起初相同变为不同时，说明数据

区与代码区的分离已经结束。此时，我们便可得到一个就绪状态的代码区的

d3d10warp!CodeStorageSection结构。

• 从代码区d3d10warp!CodeStorageSection结构中，我们可以即时获得WARP JIT引擎当前正

在使用的JIT代码页面的实际地址和长度。

如何在内存中定位JIT代码页面？



WARP JIT引擎内部有关JIT代码存储的数据结构

CodeStorageChunck

代码CodeStorageSection

CodeStorage

数据CodeStorageSection

JIT数据

JIT代码



• 同一份Shader HLSL字节码在相同操作系统下（即d3d10warp.dll版本）每次JIT都会生成完全

相同的原生码。

• 已知WARP JIT代码页面的地址，通过持续监测生成的JIT函数中固定偏移处的Prologue指令

（如0x55）和Epilogue（如0xc3）的生成情况，就能准确判断出JIT过程是否已经结束或被中途

打断。

• 如果Prologue已经生成而Epilogue还未生成则表示JIT过程被中断，此时JIT代码页面仍处于未

保护状态。我们可以立即改写Prologue，插入任意指令。但指令必须在Prologue处插入，这是

因为WARP JIT引擎只将函数起始地址设置为合法的调用目标（通过调用

kernelbase!SetProcessValidCallTargets）

如何判断WARP JIT线程是否被换出？



针对WARP JIT代码页面的竞争条件攻击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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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使用竞争条件技术修改WARP JIT代码页面



• 操纵保护内存的临界区内不应存在可以被攻击者利用以延长线程在临界区内执行时间

的因素。

• 内存中不应存在可被攻击者访问以判断被保护内存的当前属性以及程序当前执行状态

的标志性数据。

防御针对保护内存的攻击的建议



• 欢迎发送问题至 孙冰@ bing_sun@mcafee.com

• 感谢微软安全应急响应中心及时分析并确认了这些问题。

• 特别感谢李海飞、朱季峰以及McAfee IPS安全研究团队。

问答环节

mailto:bing_sun@mcafee.com


• <<JIT Spraying Never Dies - Bypass CFG By Leveraging WARP Shader JIT 

Spraying>>

• <<The Power of Data-Oriented Attacks: Bypassing Memory Mitigation Using 

Data-Only Exploitation Technique Part I>>

• <<The Power of Data-Oriented Attacks: Bypassing Memory Mitigation Using 

Data-Only Exploitation Technique Part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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