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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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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利用一种不同于上集中介绍的方法（竞争条件）来强

制eShims.dll解锁其保护的内存区段。其次，我们会使用两种不同的手段来劫持ntdll.dll的可变只

读区段，然后通过修改其中的某些关键数据来绕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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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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CFG（控制流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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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位下的CFG工作原理图示 （无 Export Suppression）



已知的CFG绕过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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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纯数据攻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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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纯数据攻击的局限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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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注入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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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纯数据攻击案例讨论
• 通过抢占同步锁解锁ntdll.dll的只读区段。
• 使用异常注入技术解锁ntdll.dll和eShims.dll的只读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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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dll.dll操纵只读区段的临界区中存在危险操作

• ntdll.dll使用.mrdata可变只读段来保存其关键数据，例如LdrSystemDllInitBlock、

__guard_check_icall_fptr。

• LdrProtectMrdata(bool)函数用来锁定/解锁.mrdata可变只读段（内部再调用

LdrpChangeMrdataProtection）。

• ntdll.dll中的一些与增删“函数表”（RUNTIME_FUNCTION，用于异常处理）有关的函数（如

RtlAddFunctionTable、RtlAddGrowableFunctionTable）需要动态更新.mrdata中的数据，首先

它们会调用LdrProtectMrdata(false)解锁.mrdata ，然后进行更新，完成后再次调用

LdrProtectMrdata(true) 锁定.mrdata。

• 这些函数在两次调用LdrProtectMrdata之间（此时.mrdata处于解锁状态）会去试图获取一把名为

RtlpDynamicFunctionTableLock的轻量级读写锁。由于该锁未被保护（在.data段中），如果攻击

者事先故意占有这把读写锁，接着随意触发某个“函数表”操作函数，便可将该工作线程置于无限

阻塞状态。然后，攻击者可趁机改写.mrdata中的某些关键数据来绕过CFG等保护。

• 注：该问题由演讲者首先在今年二月初发现并报告给MSRC，经厂商研究确认后给予缓解机制绕过奖金。但由于细节已由Alex 

Ionescu在六月底Euskalhack上发表过，所以这里就不予详细讨论了。



图示RtlAddGrowableFunctionTable中存在问题的代码逻辑

解锁.mrdata后试图获取一把
攻击者能够控制的读写锁



Javascript后台任务处理线程被阻塞

在后台任务处理线程中执行的Javascript JIT本地码
生成会引发对“可增长函数表”的操作，从而触发前
述有问题的代码逻辑。



演示： 通过抢占同步锁解锁ntdll.dll的只读区段绕过CFG



对该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 如何彻底修补这个问题？是先成功获取读写锁后再解锁.mrdata，还是把读写锁一并放

入.mrdata中进行保护？或者还有更好的方案？

• Javascript后台任务处理线程被阻塞意味着某些Javascript的相关功能将无法完成，比

如JIT、垃圾回收等。如果后续的攻击代码依赖于这些功能怎么办？怎样来解决这个问

题？在后面的部分我们将看到如何通过重建一个Javascript后台任务处理器来完美地解

决这个问题。

• 如果在操纵只读内存的临界区中不存在类似的可被攻击者控制的读写锁，我们是否还

有其它方法来劫持只读内存呢？



针对ntdll.dll操纵被保护堆的临界区的异常注入攻击

• 除了.mrdata之外，ntdll.dll还使用了一个被保护的堆LdrpMrdataHeap来保存其动态生成的关键数

据，例如RtlpDynamicFunctionTableTree。

• RtlProtectHeap函数用来锁定/解锁被保护的堆（内部调用ZwProtectVirtualMemory）。当堆内

存属性更改完成后， RtlProtectHeap会对其内部维护的一些堆列表（如RtlpProtectedHeapsList）

进行调整。例如，解锁后的堆将从被保护堆表中删除（RtlpRemoveHeapFromProtectedList），

并被加入到未被保护堆表中（RtlpAddHeapToUnprotectedList）

• ntdll.dll中的一些与增删“函数表”有关的函数（如RtlAddGrowableFunctionTable）需要动态更

新LdrpMrdataHeap中的数据，首先它们会调用RtlProtectHeap(0)解锁该堆 ，然后执行更新，完

成后再次调用RtlProtectHeap(1) 锁定该堆。

• RtlpRemoveHeapFromProtectedList函数在进行堆表操作时依赖于一些可被攻击者控制的变量，

如RtlpNumberOfProtectedHeaps、 ntdll!RtlpProtectedHeapsListBuffer 等。通过改写这些变

量，该函数在执行时可被强制产生一个异常（此时LdrpMrdataHeap已被解锁）。如果我们可以利

用一些技巧优雅地处理掉这个异常，使得进程能继续执行下去，我们就有机会去进一步劫持

ntdll.dll的.mrdata只读区段并由此绕过CFG。



在RtlAddGrowableFunctionTable中解锁LdrpMrdataHeap

RtlAddGrowableFunctionTable 调用
RtlProtectHeap(0)解锁被保护的堆
ntdll.dll!LdrpMrdataHeap



实施该异常注入攻击所面临的技术挑战

• 如何强制在RtlpRemoveHeapFromProtectedList函数中产生异常？

• 如何优雅地处理异常使得Edge进程能够继续执行？

• 如何在解锁LdrpMrdataHeap后进一步劫持ntdll.dll的.mrdata只读区段？

• 如何在原先的Javascript后台任务处理线程退出的情况下再次触发对.mrdata只读区段的操作？



如何强制在RtlpRemoveHeapFromProtectedList
函数中产生异常？

• RtlpRemoveHeapFromProtectedList函数实际上就是对一个线性表的查找和删插，其中使用到几

个保存在数据段（.data）的全局变量，如RtlpNumberOfProtectedHeaps、

RtlpProtectedHeapsList等。

• 即使这些变量对于攻击者是可写的，想通过改写这些变量来强制产生异常还是要经过一番精心设计

的。具体做法是将RtlpNumberOfProtectedHeaps设置为0xffff（超过其最大阈值4），同时将线

性表中的当前保存的元素（即被保护堆的地址， *(PVOID)LdrpMrdataHeap）清除掉

（RtlpProtectedHeapsListBuffer[0] = null）。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得表搜索越界匹配到.mrdata段

中的LdrpMrdataHeap处，搜索成功后在向该位置写入数据时，由于该内存地址为只读而产生一个

写异常。



在RtlpRemoveHeapFromProtectedList中强制产生异常

由于元素总数被改写为0xffff，并且表中原来保
存的被保护的堆地址已被清除，所以导致搜索越
界匹配至ntdll.dll!LdrpMrdataHeap处（只读），
并最终在此处产生一个写异常



异常发生时被保护堆处于解锁状态



如何优雅地处理异常使进程继续执行？

• 通常情况下，未被处理的异常将导致整个进程被中止。为了使进程能够继续执行，我们必须劫持系

统的异常处理流程，在其中某个点上迫使产生异常的线程退出或进入阻塞状态（无限循环或等待）。

• Windows操作系统用户态有异常发生时，内核经过一些处理后会将某些用户态异常交付给

KiUserExceptionDispatcher函数来处理，比如访问违例（0xc0000005）。

KiUserExceptionDispatcher函数开始处会检查并调用某个名为Wow64PrepareForException的函

数指针。在64位进程中该函数指针通常为空，但由于它保存在.data段，所以对攻击者是可写的。

因此，我们可通过将该函数指针改写为RtlExitUserThread迫使引发异常的线程退出。需要指出的

是随着“Export Suppression”功能的引入，RtlExitUserThread已经不再是一个合法的CFG目标，

但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类似的合法CFG目标使异常线程退出或阻塞。

• 在较高的Windows 10版本上， Wow64PrepareForException已经被移到.mrdata中保护起来，所

以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异常流程劫持点（随后介绍）。



劫持KiUserExceptionDispatcher中一个函数指针来结束异常线程

将Wow64PrepareForException函数指针改写
为RtlExitUserThread迫使异常线程退出



引发异常的线程被强行终止



如何进一步劫持ntdll.dll的.mrdata只读区段？

• ntdll.dll中的一些与增删“函数表” 有关的函数（如RtlAddGrowableFunctionTable）在操

纵.mrdata的临界区内会去访问一棵平衡二叉树（AVL Tree），该AVL树由.mrdata段中的

RtlpDynamicFunctionTableTree全局变量指向，而整个树体则保存在前面提到的被保护的堆上。

• 上一步我们已经成功地解锁了被保护的堆，接下来通过修改这棵AVL树结构，我们就能够迫使增删

“函数表”的函数在遍历AVL树时陷入死循环。具体的做法是将AVL树的根节点的左右子树指针分

别指向自身，形成一个闭环。

• 目前还有一个问题未解决，此时原先的Javascript后台任务处理线程已经因异常而退出，我们将如

何能够再次触发那些增删“函数表”的函数（如RtlAddGrowableFunctionTable）呢？这里我们

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重建一个新的Javascript后台任务处理线程来恢复JIT功能，二是通过创建一

个Web Worker线程。



RtlAddGrowableFunctionTable中对AVL树的遍历



操纵.mrdata的线程在临界区内陷入死循环

AVL树的根节点的左右子树指针都指向其自身，
导致遍历树时产生死锁。



如何再一次触发对.mrdata只读区段的操作？

• 方法一：重建一个Javascript后台任务处理线程。

• 方法二：创建一个Web Worker线程。



方法一：重建一个Javascript后台任务处理线程

• chakra!ThreadContext::GetJobProcessor函数会检查线程上下文对象（ThreadContext）中保存

的Javascript后台任务处理对象指针（JsUtil::BackgroundJobProcessor），如果其为空，则会试

图新建一个后台任务处理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清除ThreadContext对象中原来保存的

BackgroundJobProcessor指针来强制chakra重新创建一个新的后台任务处理器（对象+线程）。

• 此外，由于NativeCodeGenerator对象还在引用老的BackgroundJobProcessor对象，所以当新对

象被创建以后，我们还需要将其指针写入NativeCodeGenerator对象中，否则新的后台任务处理器

无法生效。



方法一：重建一个Javascript后台任务处理器

新创建的Javascript后台任务处理线程

将新建的BackgroundJobProcessor对象
指针写入ThreadContext对象中



方法二：创建一个Web Worker线程来触发对AVL树的访问

新建的Web Worker线程陷入死锁



劫持系统异常处理流程
修改被保护堆表的相
关变量并触发JS JIT

新JS后台
线程是否
发生死锁？

开始

异常注入攻击成功，
修改.mrdata中的数据

绕过CFG

执行JIT代码生成任务

JS主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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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ntdll.dll只读区段.mrdata的异常注入攻击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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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使用异常注入技术解锁ntdll.dll的只读区段绕过CFG



针对eShims.dll操纵.mrdata的临界区的异常注入攻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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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会去访问一个由

BindingRef::s_pBindings变量指向的分配在堆中的数据结构（CShimBindings），该数据结构对

攻击者是可写的。修改该数据结构中的某些内容可以强制线程在临界区内发生异常，而此

时.mrdata已处于解锁状态。如果我们能够优雅地处理掉该异常，便有机会通过改写.mrdata中的某

些关键数据来绕过CFG保护。



eShims.dll操纵.mrdata的临界区



实施该异常注入攻击的一些技术要点

• 关于如何触发有问题的函数CShimBindings::DllMainHook，我们已经在本演讲的上集中介绍过。

其实除了显式地调用CShimBindings::s_DllMainHook，对于这个攻击我们还可以通过在一个Web 

Worker线程中加载任意一个模块进行触发。

• 本案例的攻击手法和前面针对ntdll.dll的异常注入攻击大体相同，并且相对简单一些，因此细节不

再赘述。本案例使用的唯一不同的技术在于如何在较高的Windows 10版本上进行异常流程劫持。

这次我们选择的劫持点在RtlpCallVectoredHandlers函数中（KiUserExceptionDispatcher -> 

RtlDispatchException -> RtlpCallVectoredHandlers）。



滥用向量化异常处理（VEH）机制阻塞异常线程

• Edge进程默认不使用VEH，所以原本异常处理流程中会跳过VEH这部分，但通过修改

PEB.CrossProcessFlags.ProcessUsingVEH标志可以强制进程启用VEH。

• 进程PEB所在内存未受保护，其地址虽然经过随机化处理（ASLR），但可以从ntdll!TlsBitMap、

ntdll!FlsBitMap等变量中间接得到。

• RtlpCallVectoredHandlers在处理VEH时会试图获取一把名为LdrpVehLock

（poi(LdrpVectorHandlerList)）的读写锁，该读写锁位于.data段上，可以被攻击者所控制。因此，

我们可以通过修改PEB中的相关标志位启用VEH，并抢先占用LdrpVehLock来迫使异常线程进入阻

塞状态。



RtlpCallVectoredHandlers中对VEH读写锁的操作



引发异常的线程进入阻塞状态

产生异常的线程进入阻塞状态

线程在操作.mrdata的临界区内产生异常



演示：使用异常注入技术解锁eShims.dll的只读区段



防御针对保护内存的攻击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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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导致线程阻塞、退出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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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一些关键的系统数据结构的地址必须采取一些措施进行保护，例如PEB。目前通过

RtlEncodePointer API混淆指针的方法加密强度不高。由于浏览器进程中存在很多已

知明文和密文的函数指针对，加之Windows上的模块地址的高位部分具有一定的规律

性（0x00007ff…），所以通常无须暴力猜解即可轻松地推算出加密密钥。



问答及致谢环节

• 欢迎发送问题至 孙冰@ bing_sun@mcafee.com，徐崇@ chong_x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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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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