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面我们开始从 Windows Win32 Api 入手来解析 Windows 进线程的结构. 

一.概 

0.引 

 我们学过:程序=算法+数据结构.可见数据结构非常重要.复杂的程序,如操作系统,往往使

用了许多复杂的数据结构.而解析这些数据结构,了解其原理,即能够帮助理解这些程序. 

 这个道理可应用于 Windows 操作系统本身. 

1.作业环境. 

 Windows xp sp3(cn); Vmware workstation 5.5 + Windows xp sp2(en);Windbg;IDA pro 

v5.2;Visual Studio 2003.net(no sp);Microsoft Work 2007;Symbol Type Viewer[1]; 

2.作业对象. 

  结构: 

PROCESS_INFORMATION; STARTUP_INFORMATION; 

_TEB;_PEB; 

_EPROCESS;_KTHREAD; 

_ETHREAD;_KTHREAD; 

_KPCR;_KPRCB; 

函数: 

CommandLineToArgvW; GetCommandLine; 

GetEnviromentVariables;GetEnviromentString;FreeEnviromentStrings; 

GetCurrentProcess;GetCurrentThread; 

GetCurrentThreadId; 

GetExitCodeProcess;GetExitCodeThread; 

GetPriorityClass;GetThreadPriority; 

GetProcessPriiorityBoost;GetThreadPriorityBoost; 

GetProcessAffinityMask; 

GetProcessIoCounters; 

GetProcessShutdownParameters; 

GetProcessTimer; GetThreadTime; 

GetProcessVersion; 

GetProcessWorkingSetSize; 

GetStartupInfo; 

IsProcessInJob; 

3.作业方法: 

 (1)根据 msdn oct 2001 以及 msdn online 来确定函数的意义. 

 (2)根据 windows.h, ntoskrnl.h 中的结构并结合 IDA pro 和 Windbg 来进行 Reverse 

Engineering. 

 (3)完成相应源代码. 

 (4)测试相应功能. 

 规则: 

 (1)由易到难. 

 (2)坚持不看 wrk,或者 win2k source code,如要具体参考,则看 reactos,winice 等开源项目. 

 

[1]请使用 Symbol Type Viewer 生成 xp ntosknrl.pdb 的头文件待用. 



二.述 

1.GetCurrentProcess 

 (1)msdn: 

<1>返回当前进程句柄. 

<2>实际使用中发现返回值总是为-1. 

<3>推测为固定值:return -1; 

 (2)re: 

 

  可知确为 return -1; 

2.GetCurrnetThread 

 (1)msdn: 

  <1>返回当前线程句柄. 

  <2>实际使用中发现返回值总是为-2. 

  <3>推测为固定值:return -2; 

 (2)re: 

 

  可知确为 return -2; 

3.GetCurrentThreadId 

 (1)msdn: 

  <1>返回当前线程 ID(TID),且 TID 全局不重复. 

  <2>实际使用中发现: 

   ++  TID 值分配并无规律.(连续;断裂;奇偶数) 

   ++ TID 在所有进程中都是惟一的.(我只知道使用 CreateSnapshot 但是在处理

线程是结构 THREADENTRY32 中只有一个 th32OwnerProcessId). 

   ++ 在同一进程中线程的 handle 值与其他 object 的值不等. 

  <3>推测: 

   ++ 线程为全局 object,为 cpu 的调度单位. 

   ++ 线程 ID 的分配:由当前句柄表当中的其他句柄限制,并且其值依进程的启

顺序递增. 

 (2)re: 

  ntoskrnl.h 

++  CLIENT_ID:UniqueProcess:UniqueThread; 

++ ETHREAD.Cid; 

++ HANDLE_TRACE_DB_ENTRY.ClientId; 



++ PORT_MESSAGE.ClientId; 

++ LPCP_PORT_OBJECT.Creator; 

++ TEB.ClientId; 

++ TEB.RealClientId; 

Winbase.h 

++ PROCESS_INFORMATION.dwThreadId   

<1>由此可知 ETHREAD,TEB 当中存在 CLIENT_ID 结构(其他结构,暂且不清楚).而

CLIENT_ID 结构当中存在 tid,pid. 

<2>此时我们惟一要知道即是 ETHREAD,TEB 结构的位置. 

下图为在 Windows(en.xp.sp2)+vmware 中使用!process 得到的结果: 

 

从图上可以看出 teb 结构的地址为 7ffde000. 

 

但是当我们在 windows(cn.xp.sp3)中使用 dt –b _TEB 7ffde000 指令却得到了如下结

果: 

 

从图上我们可以看书 clientid.uniqueprocess以及 uniquethread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值.

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确定 teb 结构的位置呢? 

 

关键在 NT_TIB 结构,如是诸君读过<a crash course on the depths of win32 structured 

exception handling>或者自己研究过SEH都应该知道”On the Intel Win32 platform, 

the FS register always points to the current TIB.”(注 TIB 即 TEB),而 FS 寄存

器的地址是能过存储于其中的段选择字来选定的. 

 

使 用 ollydbg2.0 打 开 任 意 一 个 windows 程 序 , 可 以 得 到 下 图 : 



 

从图中可以看出 ring3 层程序,fs 中使用 3b 作为段选择字,并且其对应的基址为

7ffdd000,也就是说对于 ring3 的线程而言 teb 地址为 7ffdd000. 

  

但是考虑到一个进程可以拥有多个线程,而多个线程共用一个进程地址空间.而一个线

程要拥有一个 TEB,因此在进程的地址中,应当拥有多个 TEB.如下图 explorer.xe 进程

所示: 

 

teb 的位置不是固定的.每个一个线程都有一个单独的 teb. 

这里值勤得注意的是每一次线程切换时,windows 都会修改 fs 中段选择子指向的段描

述符的基址.因此千万不要以为 gdt 是全局表,就不会改变,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该线程地址空间中,fs 的值为 7ffda000,即当前线程的 teb

的地址为当前进程地址空间中的虚拟地址 7ffda000. 

 

而在 windbg 可以看到下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 ring0 中 fs 为 30,并且其对应的基址为:ffdff000.也就是说 ring0 中

的 teb位置为 ffdff000.(此时的进程地址空间为Windows内核,即位于 System 或者

Idle 进程地址空间当中). 

 



 

但是从上图可以看出该 teb 结构毫无意义,当然不存在一个 PID 值为 ffdff120 的值.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 fs的段选择字 30h指向的段描述符的基址并不是 teb结构体.(但是

和 ring3 中相同,fs 的 ring0 指向的结构体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结构体.具体请参见以

后的解析). 

 

另外: 

ethread 的结构可以由 teb 当中的 ethread 指针得到 .(在这里直接给出结论

teb+0x124 即为 ethread 结构的指针,当然此值并没有在 windbg 的 dt 结构中出现,也

未出现于 ntsokrnl.h 当中的 ethread 结构中.但是看了后面的介绍你就能够自己推断

出该位置了). 

 

<3>确定为 teb 结构当中的 clientid 还是 realclientid.(看上去是后者),但是实际情况

还是得使用 windbg 来确定. 

 通过查看可以知道一般情况下,clientid与 realclientid当中的值是一样的,如下两

图所示: 

 

 

从上两图可以看出 clientid 与 realclientid 的值相同.那么既然 clientid 与 realclientid

的值相等,windows 又何吃力不讨好呢. 

 

  我们可以猜想一下,逆向思维 realclientidfakeclientid.也就是讲现在的 clientid 是

fakeclientid……….->然后就可以想到远程线程. 



  但是经过测试,在远程线程处于运用状态时,teb 结构中的 clientid 与 realclientid 相

同.(可以使用我之前写过的 c3_getstarpass和 c3_targetforgetpass来进行测试,在断远程线程的

时候,可以断在 BaseThreadStart.). 

  那么现在我们暂时还是举不出反例的,因此暂时可以认为 clientid 与 realclientid 意义

相同.(当然事实上 realclientid 与 clientid 在特定的情况下还是有区别的)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 

  在 ring3 层,fs:[0]TEB.然后 teb 当中存在一个 clientid 或者 realclientid 结构,而这两

个结构当中,即存储着当前的 pid 与 tib. 

  因此,可以认为其源代码为: 

  PTEB teb; 

  __asm mov eax,fs:[18h];  //could not use lea eax,fs:[0h]; 

  __asm mov teb,eax; 

  return teb->ClientId.UniqueThread; 

 

  然后与 ida pro 中的 disassembly 对比,看是否正确: 

 

 

 
 

  发现基本相同,但是代码要更加优化,这应该是因为在操作系统的源代码中 teb 为一

个全局变量.我们的程序也可做为全部变量. 

   

  而 我 们 自 己 的 代 码 , 如 果 未 经 优 化 , 则 为 下 图 所 示 : 

 

 

  如果经过优化(release)后代码则基本相同: 



 

 

 由此可以作结. 

4.GetPriorityClass: 

 (1)msdn:依靠进程句柄得到进程的优先级. 

 (2)re: 

 

<1>ntoskrnl.h 

++ EJOB.PriorityClass. 

++ KPROCESS.BasePriority. 

++ EPROCESS.PriorityClass. 

++ KTHREAD.Priority. 

++ KTHREAD.BasePriority. 

++ KTHREAD.PriorityDecrement. 

<2>winnt.h 

++ JOBOBJECT_BASIC_LIMIT_INFORMATION.PriorityClass. 

<3>从这里我们可以知: 

 PriorityClass 应该是存在于 EPROCESS 当中. 

<4>如何定位 EPROCESS 呢? 

 (1)对于当前进程而言: 

  a)如若位于 ring0 当中. 

 则 fs:[124h] KPCR.KPRCB.CurrentThreadETHREADEPROCESS 

  b)但是如若位于 ring3 当中,则 fs 指向的是 TEB,而不是 KPCR. 

 此时难道就需要传入 ring0 层得到相应值吗? 

 我们暂且也想不出其他办法,只有如此了. 

 (2)对于其他进程而言呢: 

   

   

  

  

<5>因此可以得出源码: 

 return teb->eThread->Process->PriorityClass; 

<6>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