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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检测和终止驻留在内存中的恶意软件，防止恶意软件重启激活长期以来成为最大

的挑战。这种类型的恶意软件可以实现自我隐藏（防御技术），阻止安全软件的终止

或移除（保护技术），降低系统安全性，终止或挂起安全应用（进攻技术）。在检测和

禁用这些类型的恶意软件的技术中，内存扫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系统可执行环境的复杂性，实现一个基于Windows NT的内存扫描器特别具

有挑战性。内存扫描分为内核模式和用户模式两种，本文局限于介绍 32位和 64位基

于Windows NT的系统的用户模式下的内存扫描。主要是扫描内存中的每个进程的虚

拟地址空间，以及其在内存和物理硬盘的相关对象。我们将在文章中讨论实际的恶意

软件的的例子，演示反探测和反杀毒技术，以及如何应用内存扫描去对付这些恶意软

件。从用户模式检测隐藏进程的某些技术也将被提及并且将讨论用户模式内存扫描的

局限性。

引言

针对微软的 Windows 操作系统的计算机恶意软件已经泛滥成灾，现在的增长速

度远超过去的几年。绝大多数的恶意软件都瞄准了 32位Windows 系统。虽然尚未有

很多专门针对64位Windows而创建的恶意程序，但是由于64位Windows 的 WOW64

子系统的存在，现有的恶意软件大多可以在 64位的Windows 系统上运行。为了获取

黑色收入，恶意软件的作者在制造恶意软件的时候采用了一系列的反侦测和反杀毒策

略，如下：

·恶意软件变得隐秘，更难被发现。

·使用恶意软件自动生成工具（例如代码混淆）。

·使用自定义服务器端的加密或加壳技术。

·监控其相关组件，如磁盘上的文件、注册表项、多数的进程，不允许访问任何外

部程序。

·升级或以最高权限运行（如作为系统进程或本地服务运行），防止被终止。

·伪装成合法的进程（如 winlogon. exe、explorer. exe、services. exe、lsass.exe 等）。

直接注入恶意代码（如动态链接库或地址无关代码）。

·通过修改用户模式下的 API 函数，本机 API 函数或内核数据结构这些内存特征

来隐藏相关的内存进程和磁盘文件。

·应用于诸如降低系统安全性、终止安全应用的攻击技术。

一个驻留在内存的恶意软件可能使用上述几种技术。这使得杀毒和保持一个无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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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变得更困难。因此，对于反恶意软件系统来说，执行用户模式和内核模式内存

扫描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用户模式组件只能运行在用户模式下，并且只有访问当前登

录用户的用户空间虚拟内存的权限，内核模式组件运行在在内核模式，可以以最高权

限访问完整的用户空间和内核虚拟内存空间。这里只讨论应用用户模式内存扫描检测

和终止内存驻留恶意软件的问题。思想和技术的应用请看参考文献[2]。

以下各节探讨相关的工作和基本的用户模式内存扫描思想，如[2]中所述。这是一

份关于 64位Windows 和 Vista 下的“内存对象的枚举技术”的简短探讨。接着介绍如

何应用这些技术去检测和终止实际驻留在内存中的恶意软件。文章的末尾讨论用户模

式内存扫描的局限性。

相关工作

基于Windows NT系统的用户模式和内核模式下的内存扫描请看参考文献[3]。该

论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关于这一主题的综述，详细的列举了几项实际的恶意软件检测

和清理技术。参考文献[2]讨论了实现Windows NT系统下用户模式内存扫描的相关细

节。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关于用户模式下各种内存对象的冗余信息检索的方法，用于

检测系统的损害状态。它还探讨了某些用户模式下的杀毒技术。

内存对象

这样做是为了通过一些Win32和本机API充分利用用户模式下各种内存对象的冗

余信息[2]。感兴趣的内存对象如下：进程、进程堆、线程、句柄、设备驱动程序和

加载的模块（DLL - 动态链接库）。这些内存对象都与磁盘上的物理对象，如文件和

注册表配置单元项相关。如果机器受到恶意软件的损害，统筹有关信息将帮助我们“查

看”机器的当前内存状态。信息也可以分析任何隐藏的内存对象的（如隐藏的进程）。

一个内存驻留恶意软件是一个已激活的包括至少一个线程的恶意进程。 这些恶

意软件可作为独立进程执行，或者从其他的合法进程执行。独立执行的时候可以是单

线程，多线程或多个子进程。通过 DLL或者位置无关代码注射恶意代码使恶意软件

从合法进程中执行成为可能。DLL 注入技术可以通过Windows 钩子、注册表、注入

新线程到目标进程的地址空间或劫持目标进程中的现有的线程等方式实现。这些技术

的讨论中请看[4]。内存驻留恶意软件还可以通过内存映射文件的方式分配共享内存，

然后通过注入代码到合法进程的方式来访问共享内存空间。此外，内存驻留恶意软件

可能不关联磁盘文件或注册表项。

相关的内存对象

从上一节中，我们做出下列推论，有助于扫描恶意软件内存：

·枚举进程（或进程 ID）、设备驱动程序和服务将使我们知道相关的磁盘文件。

·枚举进程（或进程 ID）可找到任何内存映射文件。这并不局限于页文件创建的

内存映射文件。

·枚举进程（或进程 ID）可以知道每个进程加载的所有模块（包括加载模块进程



本身）。加载的模块信息可知相关的磁盘文件和每个模块的实际内存映象（虚拟地址

空间）。

·枚举进程（或进程 ID）可以获取每个进程内的所有线程的信息。另外，枚举线

程（或线程 ID）可以获取它的父进程 ID（即创建该线程的进程标识）。

·枚举进程（或进程 ID）可获取每个进程的所有堆的信息。堆信息有助于检索分

配的堆内存。

·磁盘文件与内存对象相关（如进程和加载的模块），有助于获取相关注册表项。

·枚举系统句柄信息处理可获取进程、线程、磁盘文件、注册表以及被访问端口的

相关信息。

根据不同的内存对象建立的关系，我们可以快速总结出的用户模式内存扫描的方

法[2]：

·枚举在尽可能多的内存对象，分析冗余的信息，可以获取潜在的隐藏组件的信息 。

·扫描各加载模块的内存映象（虚拟地址空间）、进程分配的堆内存和相关磁盘文

件。

·终止或暂停任何恶意进程。对相关的文件和注册表项进行杀毒。下次重启时，使

用机应用程序清理任何的感染。

枚举内存对象

以下是各种可用于枚举内存对象的Win32 和本机 API函数简要概述[2]：

·PSAPI 函数（psapi. dll 实现）可以用于枚举进程，加载的模块和设备驱动程序。

相关的函数：EnumProcesses、EnumProcessModules、EnumProcessModulesEx（64位）、

GetModuleFileNameEx 、 GetModuleInformation 、 EnumDeviceDrivers 和

GetDeviceDriverFileName。

·ToolHelp函数（kernel32.d ll 实现）可以用来枚举进程、线程、堆和加载的模块。

进程信息还包括父进程 ID信息。相关函数：CreateToolhelp32Snapshot、 Process32First、

Process32Next、Thread32First 、 Thread32Next、Module32First、Module32Next、

Heap32ListFirst、Heap32ListNext、Heap32First 和 Heap32Next。堆内存可以使用

ReadProcessMemory 函数来读取 。Windows Vista 和 Windows Server 2008 下的

QueryFullProcessImageName 函数可以获取完整的进程名（即路径和文件名）。

·ADVAPI函数（advapi32.dll 实现）可用于枚举通过 SCM（服务控制管理器）安

装的服务。相关的函数：EnumServiceStatusEx。

·执行计数器函数（PDH.dll 实现）可以用来枚举进程和线程。相关函数：

PdhEnumObjectItems 、 PdhEnumObjects 、 PdhLookupPerfNameByIndex 、

PdhMakeCounterPath、 PdhOpenQuery、 PdhAddCounter、 PdhCollectQueryData 、

PdhGetRawCounterArray和 PdhCloseQuery。



·本机 API 的 NTQuerySystemInformation（ntdll. dll 实现）可用于枚举进程、线程、

句柄和设备驱动程序。进程信息中包括父进程 ID信息。 句柄的名称和类型的信息可

以使用本机 API NtQueryObject 检索 。

·本机 API NtQueryInformationProcess （ntdll.d ll 实现）可用于枚举进程加载的模

块和检索父进程 ID。

·本机 API NtQueryInformationThread （ntdll.d ll 实现）可用于枚举进程内的线程。

·本机调试 API（ntdll.d ll 实现）可以用来枚举进程加载的模块和堆。相关函数：

RtlQueryProcessDebugInformation、 RtlCreateQueryDebugBuffer和

RtlDestroyQueryDebugBuffer。

·进程或加载模块的虚拟内存页可以 通过 VirtualQueryEx（或本机 API

NtVirtualQueryEx）枚举，使用 ReadProcessMemory 函数读取。请注意本机 API

NtSystemDebugControl 与控制码 10 可用于转储一些 Windows NT版本的物理内存中

的内容[5]。

处理内存中的恶意软件

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上一节所讨论的技术的应用。一些实际的恶意软件方案用于

演示这些技术的效果和局限性。

合法的系统进程感染

感染一个用户模式的合法系统进程（如 explorer.exe、winlogon. exe、services.exe

等 ），为恶意软件提供便利，希望常驻内存。为了实现该功能，恶意软件将分配共享

内存（通过内存映射文件对象），访问该共享内存，注入代码到合法进程[6]。可以通

过 CreateFileMapping 和MapViewOfFile API 调用来分配共享内存。注意：一个内存

映射文件不必是磁盘文件。一个物理内存返回的文件映射对象可以通过指定一个无效

的句柄值给 CreateFileMapping函数来创建。这种文件映射对象可以通过名字来共享。

如果恶意软件始终使用同一个内存映射对象的名称，用户模式内存扫描期可以扫描每

一个进程的虚拟地址空间的对象，以便发现感染。然而，恶意软件可以在运行时随机

生成一个对象名字。

一旦这样的共享内存被创建，恶意软件写入恶意代码到分配的内存。然后获取合

法进程的基地址并得到一个具有读写访问权限的句柄。然后它尝试在目标合法进程中

找到一个具有一定空闲空间的可读写的节（即节中的数据已被初始化）。一旦发现有

这样的节，恶意软件将注入一段可用代码到该空间并且给导入 API 之一安装钩子。钩

子可以给注射的代码传送控制指令。注射的代码用于访问受感染的合法进程分配的共

享内存（通过内存映射文件技术）。这是通过 OpenFileMapping和MapViewOfFile 两

个函数实现的。

一个用户模式内存扫描器可以扫描每个进程的内存映象的所有区段，以便检测被

感染的加载器代码。为了杀毒 ，必须覆盖注入的代码并且正确地给被挂住的 API 脱钩 。



特权进程下的注入代码

用户模式下的热门代码注射技术使用 Windows 钩子或结合 VirtualAllocEx（或

NtAllocateVirtualMemory 本机 API ）、 WriteProcessMemory 、 LoadLibrary 和

CreateRemoteThread 这些 API 使用[7]。恶意程序通常使用这些技术来将代码注入到

特权进程，如 lsass.exe，csrss.exe 和 wnlogon.exe 中。为了做到这一点，它们通常会

通过调整自身信令特权来提升权限（如果作为一个普通进程运行），使其有调试权限。

在Windows XP SP2和 Vista 系统中 CreateRemoteThread 无法正常执行，某些恶意软

件的倾向 于使用 Windows XP SP2 下的 RtlCreatUserThread 函数和 Vista 下的

NtCreateThreadEx函数[8]。这两个函数由 ntdll.d ll 导出。针对这种方案，恶意软件将

安装一个临时服务（通过服务控制管理器 - SCM），这样创建出远程可执行线程，效

果与 CreateRemoteThread 调用一致。

在Windows NT 4以上系统中，本地Windows 线程支持 APC（异步过程调用）队

列。 当线程进入一个“警报使能等待状态 '’（当 SleepEx，WaitForSingleObjectEx 等

函数中的一个被调用）时，APC 队列得到处理。QueueUserAPC 函数允许你的函数

插入此队列中。某些恶意软件将恶意代码注入到 一个合法的进程 和使用

QueueUserAPC 函数添加执行线程到队列。

一个用户模式的内存扫描器可以扫描每个进程的虚拟地址空间和加载的模块来

检测任何注入代码。一种从一个进程中完全取消注入 DLL映射的方法是递减“DLL

加载计数器”，该值保存在进程的 PEB（进程环境块）[9]。扫描器还可以枚举所有已

安装服务（使用 advapi32.d ll 导出的 EnumServicesStatusEx函数）和扫描与之相关的

磁盘文件。如果发现一个恶意服务，可以使用 ControlService 或 ControlServiceEx函

数给它发送 “停止”或“暂停” 控制代码。如果该目标服务有任何依赖的服务，那么我

们就必须先使用 EnumDependentServices 函数枚举出来，并尝试停止/暂停它们。为了

检测停止/暂停行为是否成功，可以调用 QueryServiceSta tusEx函数来检测目标服务的

状态。另外 ，可以调用 ChangeServiceConfig函数来禁用目标服务。最后，DeleteService

函数可用于从 SCM删除目标服务。如果无法访问目标服务的安全描述，那么我们可

以使用 SetServiceObjectSecurity函数来设置其安全描述，以便可以访问。然而，恶意

软件可以钩用户模式下用于枚举服务（EnumServicesStatusEx）的 API 来隐藏自己。

枚举句柄（全系统）

使用 SystemHandleInformation 子类、本机 API NtQuerySystemInformation 可以

枚举所有打开的句柄。每个句柄可以通过句柄信息结构来标识。每一个句柄信息结构

包含一个成员，该成员是句柄所属进程的的进程标识符。此外，每一句柄的“类型”

信息用于标识句柄的类型。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文件、进程和线程句柄信息。句柄信息

可通过 NtQueryObject 本机 API 函数来获取。

对于文件句柄，可通过使用 NtQueryInformationFile 本机 API 函数获取相关的文



件信息。对于进程句柄，可通过调用 NtQueryInformationProcess 本地 API 函数和读

取 PEB来获取相关的进程信息（例如进程 ID、 父进程 ID、进程名称、映象基址， 装

载的模块列表等）。 对于线程句柄，可调用 NtQueryInformationThread 本机 API 函数

来获取相关的线程信息（如线程 ID、父进程的 ID、起始地址、优先级等）。它也可以

用于获取 TEB（线程环境块）的基地址，其中包含一个指向线程的父进程 PEB 的指

针。对于所有其他类型的句柄（如目录、信号量、端口、事件、符号链接等），可通

过 NtQueryObject 本机 API 函数获取句柄信息。

因此，这就有了另一种枚举系统进程和线程的方法。我们可以先枚举所有打开的

系统句柄，获取每个进程句柄的完整的进程信息，以及每个线程句柄的完整线程信息 ，

如线程所属进程的 ID。

注意：csrss.exe 为除它自己以及 smss.exe 之外的所有当前运行在系统上的进程维

护进程句柄和线程句柄。

检测隐藏进程

一些用户模式下的技术可用于检测使用内核模式 rootkit 隐藏的进程。这用于对抗

臭名昭著的 Fu 和 FuTo rootkit。rootkit.com网站公开提供这些 rootkit 的下载（源

代码和二进制）。这些 rootkits 利用 DKOM （直接内核对象操作）技术来隐藏系统上

的进程。这基于从进程双向链表这一内核结构中移除目标进程。每当本地或用户模式

API 请求系统进程列表，最终的内部结构通过内核服务来提供信息。

其中一些 rootkit 检测工具使用“强力 PID”技术。使用 OpenProcess API 调用有效

的进程 ID（0x0000 到 0x41DC），保存每个成功调用的信息。枚举进程 ID 列表与用

户模式模式的 API（如 PSAPI 或 ToolHelp）枚举结果对比。如有不一致，可以找出

隐藏进程[10]。

一个使用 Fu rootkit 隐藏的进程可以通过在用户模式下枚举系统开放的句柄检测

出来。另外，隐藏进程在 csrss.exe 和 svchost.exe 下的线程句柄可视。通过进程的 ID

信息，可以调用 NtQueryInformationProcess 本机 API 函数来访问其 PEB并且找出所

有加载的模块。Fu rootkit的驱动文件（msd irectx.sys）是默认情况下没有隐藏，可以

通过 NtQuerySystemInformation 本机 API SystemModuleInformation 作子类或调用

EnumDeviceDrivers 函数（psapi.d ll）枚举出来。如果驱动文被 Fu rootkit隐藏，由于

该驱 动程 序通过 SCM 注册 为服 务（服 务控 制管理 器），仍可 以 通过

EnumServiceStatusEx函数（advapi32.d ll 中）检测到它的存在。

FuTo rootkit 是 Fu rootkit 的增强版本 ，它试图绕过“强力的 PID”检测技术。为

了隐藏进程，进一步操纵 OpenProcess API 用来验证进程的 ID 的内部结构。尽管它

能够绕过“强力 PID”技术和全系统的句柄枚举，隐藏的进程在 csrss.exe 下的线程句柄

仍然可视。使用这些信息，我们仍然可以在用户模式下检测出来被 Fu rootkit 隐藏的

进程。



然而，恶意软件可以使用内核模式驱动程序隐藏其打开的句柄（通过操纵本机 API

调用的返回结果）或直接在用户模式下钩住本机 API ，并绕过上述的技术。此外，

一些恶意软件使用内核模式的技术在不触及注册表（即不通过 SCM注册）的情况下

加载其恶意驱动文件[11]。

检测 StormStormStormStorm木马注入代码

臭名昭著的 Storm木马为了尽可能不被检测到使用隐身技术。它使用反调试和反

枚举技术，多态加密器和服务器端加壳，Storm木马向反恶意软件系统提出了挑战。

自从 2007年 1月的出现，Storm木马已经用无数的手段减少体积。

早期的版本注入一些恶意代码到合法的系统进程 services.exe。这是通过加载恶意

驱动程序注册成为一项服务实现的。该驱动程序有助于执行这个木马的恶意代码。恶

意代码被驱动程序嵌入执行。恶意代码从内核空间注射到到用户空间的 services.exe

并且插入ＡＰＣ（异步过程调用）队列执行任务计划。因此，如果我们使用诸如

Windows 任务管理器或 Process Explorer 程序的话，看不见正在执行的恶意进程。通

过注入一个线程到 services.exe 启动木马的恶意活动[12]。

后来的 Storm 木马版本中使用了的多层打包技术，包括自身和代码（注入的

DLL）。使用基于特征的检测使得很难检测到其多态打包的二进制磁盘文件。然而，

当它加载自身到内存，自身处于解压状态，而嵌入式的DLL（注射代码）仍被压缩。

当它最终注入 DLL到 services.exe，注入的代码处于解压状态。通过简单的字节匹配，

注入的代码可以可靠的检测出来。通过读取 services.exe 堆内存并且扫描它来发现注

入的代码的[13]。

很多最近的Storm木马版本解压DLL并加载到自身进程（而不是注入 services.e xe）

[13]。这简化了寻找注入代码的地方。读取每一个进程的虚拟地址空间的并且扫描可

以找到注入到内存的代码。此外，通过检测多代 Storm木马的字节序列，我们可以侦

测到内存中的所有变种。新变种使用不同的打包或加密技术只能防止磁盘上侦测。

检测（WSNWSNWSNWSN）PoemPoemPoemPoem

WSNPoem（又名 Infostea ler.Banker）是一个盗取密码的木马。它注入代码到

winlogon.exe 并加载恶意 DLL到系统。它还注入代码到 svchost.exe，并从恶意服务器

下载其他恶意组件。之后枚举内存中的所有进程，并注入它们（除了 csrss.exe）。注

入的代码防止检测磁盘上的恶意文件和注册表项。为了确保注入代码到任何新创建的

进程，它钩住了 NtCreateThread、LdrLoadDll 和 LdrGetProcedureAddress 这些本机

API [14]。一个用户模式下的内存扫描器可以通过枚举进程，读取它们的虚拟地址空

间（或堆）很容易地检测到注入代码。杀毒较为麻烦，需要为被钩住的 API脱钩，并

重启清理系统。

破解KrakenKrakenKrakenKraken

Kraken木马（又名 Bobax），是一个垃圾邮件机器人，它打包了一个嵌入执行的



垃圾邮件组件。它解压缩组件到自己的堆。用户模式内存扫描器通过枚举每个进程的

堆，查找解压的 PE头可以探测到的垃圾邮件组件。为了尽可能的对抗检测，新的

Kraken变种擦除解压代码的 PE 头。如果用户模式内存扫描器知道如何在枚举的堆中

查找，仍然可以检测到该木马[15]。最近的一个变种技术上有了进步，试图在内存中

变得更隐蔽，摆脱内存扫描。它解密的代码和数据块动态加载到自己的堆。使用了解

密代码/数据后，它清理掉这些信息。它绕过了依赖内存特征的扫描器，因为相关代

码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在内存出现[16]。这使得使用用户模式的技术很难检测到。

使用本机应用程序

本机应用程序是只使用本机 API 的程序。可执行头有一个本机应用程序标志。当

Windows 启动时，这种软件件被执行。本机应用程序的一个实例是 autocheck 程序，

它在系统启动时动检测硬盘是否存在错误。另一个例子是 Win32 操作系统的环境服

务器 csrss.exe（客户端-服务器运行时子系统）。本机 API 处于Win32 子系统下，可以

通过 ntdll.d ll 访问。当本机应用程序执行时其他子系统不可用[17]。

使用本机应用程序有益于处理难以清除的恶意软件。例如，感染系统关键合法进

程（例如 winlogon.exe、services.exe）的恶意软件，即便在以安全模式重启后也不能

终止、挂起或开始启动它们。一个本机应用程序可以在系统启动时清理被感染的磁盘

文件、磁盘上的恶意文件或恶意注册表项[3]。

可 以 在 下 列 注 册 表 项 中 定 义 本 机 应 用 软 件 为 自 动 启 动 ：

[HKEY_LOCAL_MACHINE \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 \Session Manager]，设

置键值“BootExecute”[3]。一些能启动程序的指针列举如下：

·本机应用程序的入口点为 NtProcessStartup（很像 Win32 应用程序的 main 或

winmain），[17]演示了一个在系统启动时显示字符串的例子。

·[18]展示了本机应用程序在文件 IO 方面的应用。

·为了启动时写入注册表，NtInitia lizeRegistry 可以用来初始化注册表（ smss .exe

可以）。加载注册表配置单元并且标记注册表为可写[19]。[19，20]展示了本机应用程

序读取和写入系统注册表的一个例子。

·[21]演示了一个使用本机 API创建一个可以执行本地应用程序的程序。

局限性

用户模式下的内存扫描器的一个局限之处在于当前登录用户运行程序的权限。在

这种情况下，权限不高会导致扫描器枚举一些系统进程、线程，读取进程内存页失败 。

以下各节将讨论用户模式内存扫描器的其他局限因素。

钩子混乱

用户模式内存扫描器易受用户模式 API 或本机 API 挂钩技术的影响。如果所有的

枚举内存对象用到的 API 都被挂钩，当扫描器开始扫描虚拟地址空间时将无法识别

这些对象。



这个局限性可以通过挂钩检测来解决。例如，扫描器可以检查Win32 和本机 API

的 in-line hook。它也可以通过 IAT（导入地址表）检测任何已安装的钩子。in-line 挂

钩可以通过读取动态加载的模块的内存映象，检查导入函数入口点的起始几个字节相

关的跳转命令来检测出来。另一种方法是通过 PEB枚举进程的所有加载的模块（或

DLL），用内存映象的特征字节和磁盘映象相比较。然而，恶意软件可以拦截内存映

象读取和隐藏 in-line 挂钩。

PEBPEBPEBPEB 挂钩

一些恶意软件使用 PEB挂钩技术钩住用户模式进程导入的 API。这是一种修改

PEB的内存感染技术。一个进程的 PEB 包含一个结构成员，它维护进程加载的所有

模块的双链表。这种技术依赖于操纵链表的下列数据：基址、入口点和模块映象大小 ，

恶意软件关注挂钩模块的导出函数[22，23]。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恶意软件使用任何

用户模式的代码注射技术[7]，在加载恶意软件感兴趣挂钩的 DLL（我们将称之为真

DLL）的每个进程（任何新创建的进程）中注入一个 DLL（我们将称之为假 DLL）。

那个注入的假 DLL与真的 DLL 相似，基址，入口点和真正的 DLL 映象的大小是可

替换的。然后修改所有模块的真 DLL导出的指向正确函数的 IAT为假 DLL。

使用这种技术，恶意软件也可以在用户模式枚举的情况下隐藏其注入的假 DLL。

解决方法是执行内核模式组件，从内核空间枚举进程和加载的模块。

用户模式的 rootkitrootkitrootkitrootkit ---- HackHackHackHack DefenderDefenderDefenderDefender

如前所述，用户模式内存扫描容易受到用户模式或本机 API 挂钩的影响。一个例

子是用户模式 rootkit Hack Defender。它钩住一些Win32 和本机 API 函数，允许它隐

藏文件、进程、句柄、服务、注册表项等。Hack Defender 在 rootkit.com 网站公开提

供下载（源码和二进制文件）。它通过在远程进程的堆分配内存，直接往里面写入代

码的方式注入代码到每一个正在运行的进程（以及任何新创建的进程）。然后安装指

向代码的内联钩子（把导入函数的入口点修改成跳转 ）。它通过钩住本机 API

NtQuerySystemInformation 来隐藏进程和模块。它还钩住了本机 API LdrLoadDll，

当一个进程动态加载一个 DLL时其导出函数被挂钩，该 rootkit 还可以可以在内存中

修改那些函数[24]。为了帮助其用户模式组件隐藏句柄（因为直接从用户模式访问特

定句柄可以导致应用程序被挂起） ，它还会加载一个内核组件。检测这种威胁需要

适当钩检查例程或内核模式组件。

内核恶意软件

运行在内核模式下或至少使用了一些内核模式组件的恶意软件，可以操纵返回给

用户模式 API 的结果，因而在用户模式内存扫描时隐藏起来。这种恶意软件可以禁止

结束内存中的恶意进程或禁止删除磁盘上的恶意文件。这些恶意软件通过挂钩各种内

核模式系统服务或挂钩内部表如 SSDT（系统服务描述表 ）、IDT（中断描述表），或

挂钩内存管理器，或直接操纵内核结构来实现上述功能。它们还可以安装 SYSENTER



钩子，内联函数钩子和驱动程序钩子[4]。可以通过内核模式内存扫描来对抗这种恶

意软件。这种扫描器不容易受到阻碍，因为可以从内核检查和监控结构和 API 的完

整性。

欺骗性内存读取

一个叫 Shadow Walker 的内核模式 rootkit演示了Windows 内存管理技术的颠覆。

Rootkit.com 网站公开提供下载（源代码和二进制文件）。 它通过修改管理虚拟内存

的内存管理器的页表来隐藏自己[25]。这需要利用了英特尔 32位 CPU的两个地址转

换缓冲器：一 个叫 ITLB（指令转换旁视缓冲区），用于代码页；另一个叫 DTLB（数

据转换旁视缓冲器），用于数据页。 该 rootkit拦截页错误处理程序（int 0x0e），标示

它想在页表中掩饰成“失踪页”的代码页。在此之后，对于那些页而进行的任何读、写

或执行尝试会导致页面错误，页面错误处理程序被调用。页错误处理程序的拦截例程

检查页的访问请求。如果是执行请求，处理程序用原始代码页加载 ITLB。如果是访

问数据请求，处理程序用假页面加载 DTLB。在这种方式，rootkit 能够隐藏它想隐藏

的进程的内存页。

使用这样一个 rootkit，恶意软件可以很容易地隐藏在内存中。同样，解决这一问

题需要内核模式下的内存扫描。

臭名昭著的RustockRustockRustockRustock

Rustock rootkit 采用复杂的内核模式技术来掩盖其存在和其恶意活动。它释放一

个 DLL并注入到 winlogon.exe 中。释放的 DLL不存在磁盘文件上，只存在于内存中。

此 DLL 有助于恶意代码从被感染的计算机中蔓延 [26]。为了检测注入的 DLL 文件，

用户模式内存扫描器可以扫描和枚举所有 winlogon.exe 中加载的模块。但是，Rustock

rootkit 的作者通过一段直接注射到 winlogon.exe 地址空间的代码隐藏了注入的 DLL，

使之 不 会 被 枚 举 出 来 。注 入 的 代码 通过 安 装 NtReadVirtualMemory ，

NtWriteVirtualMemory和 NtProtectVirtualMemory 本机 API 函数钩子来保护它本身和

DLL所占用的内存空间。注入的 DLL代码（spam 组件）被 winlogon. exe 的上下文的

用户模式线程执行 。通过安装 NtQuerySystemInformation、 NtOpenThread 和

NtTermina teThread 本机 API 钩子，这些线程被进一步隐藏。这些 rootkit 还通过安装

NtQuerySystemInformation本地API钩子隐藏其在winlogon.exe和 csrss.exe 下的句柄 。

检测这一威胁需要执行可以绕过本机 API 钩子的内核模式组件，检测隐藏的线程

句柄和注入到 winlogon.exe 的代码。

富有进取心的 PushdoPushdoPushdoPushdo 和消失的 VanquishVanquishVanquishVanquish

Pushdo（又名 Cutwail、Pandex）木马家族使用代码注入和 rootkit 技术执行恶意

活动。在受感染的机器中，主进程通过调用 CreateProcess 函数产生大量默认浏览应

用程序作为子进程。子进程产生时处于挂起状态，使得木马可以分配其堆内存（使用

VirtualAllocEx），然后注入恶意代码（使用 WriteProcessMemory）。之后使用



CreateRemoteThread 这个 API 来执行注入的代码[27]。一个用户模式内存扫描器可以

轻易枚举所有进程，扫描它们的虚拟地址空间来探测注入的代码。但是，木马使用内

核模式驱动程序来隐藏产生的进程，防止被列举。

Vanquish rootkit（rootkit.com 网站公开了源码和二进制文件）采用了于略有不同

注射技术。它首先挂起目标进程的一个线程（使用 SuspendThread 函数），在目标进

程的堆分配内存（使用在 VirtualAllocEx 函数）， 写入恶意代码到分配的内存（使用

WriteProcessMemory函数），然后使用 SetThreadContext 函数设置被劫持线程的上下

文，修改指令指针寄存器（EIP 寄存器）来指向其注入的代码。它然后调用

ResumeThread 函数恢复被劫持的线程 [28]。同样，一个用户模式内存扫描器可以很

容易地枚举和扫描进程内的堆来检测检测注入代码，但该 rootkit 使用内联挂钩几个

用户模式 API 来阻止这一点。

同样，一种检测该类型的威胁的方法是执行可以忽略任何用户模式和本机 API 钩

子并能够枚举和扫描任何进程的堆的内核模式组件。

光明的一面

虽然用户模式内存扫描器有其局限性，但与内核模式对比，它更容易实现，调试

和部署。它可以可靠地运行，不会造成系统崩溃。最坏的情况也只是是一个应用程序

崩溃而已。此外，对于该技术来说，基于Windows NT 的操作系统（例如Windows XP

64位，Windows Vista 32位和 64位）的不同版本的兼容性问题不重要。

在实践中，最好是实行用户模式和内核模式两种模式的内存扫描。内核模式组件

具有更强大的检测和清理内存中的恶意软件的能力，对比两种技术的返回结果可以找

出任何隐藏的组件。

结论

本文再现了实现基于 Windows NT的操作系统用户模式内存扫描器的必要部分。

探讨几个当恶意软件存在内存的时候检测它们的实际情景。还介绍了用户模式内存扫

描器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