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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ZeroAccess botnet的P2P机制
核心技术部 刘亚

关键字 : ZeroAccess botnet P2P C&C 缺陷

摘要 :ZeroAccess 的 botmaster 能建立一个规模几百万、节点全世界分布的 botnet，

在于其采用了基于 P2P 技术的 C&C 机制。ZeroAccess 的 P2P 技术简单而实用，却存在

一些固有的缺陷，有效地利用这些缺陷可以对 ZeroAccess botnet 进行更好的检测、破坏

和清除。

一、引言

在
最近几年流行的 botnet 中，ZeroAccess botnet 算是比较抢

眼的一个，跟其他 botnet 相比，ZeroAccess 有如下特点：

1. 规模大，被感染机器的数量在百万级。

2.“业务”类型丰富，包括 Click Fraud、比特币挖矿、信息窃取

等多种。

3. 采用了基于 P2P 的 C&C 机制，具有较高的健壮性和隐蔽性，

能很好地隐藏 botmaster。

4. 吸金能力强大，据说仅比特币挖矿和 adClick 功能，每年就

能为 botmaster 带来 270 万美金的收入。

ZeroAccess bot 常见的传播形式是 E-mail 附件。业界先后发

现过两个版本的 ZeroAccess bot，分别称为 v1 和 v2。v1 最早发

现于 2011 年 5 月，这个版本的 bot 有 rootkit 功能，通过 rootkit 模

块来隐藏其它的功能模块，以及与杀毒软件进行对抗。v2 版本最早

发现于 2012 年 7月，跟 v1 相比，它抛弃了 rootkit 功能，所有模块

均在用户态运行；同时，C&C 通信协议也从TCP 变成 UDP 为主、

UDP/TCP 相结合的结构。目前流行的为 v2 版本。

v1 和 v2 版的 ZeroAccess 都采取了基于 P2P 的 C&C 机制，

v1 的 P2P 网络运行在 TCP 21810、22292、34354、34355 端口

上，v2 主要运行在 UDP 16470/16471/16464/16465 这几个端口

上。两个版本的 bot 中都有比特币挖矿和 ClickFraud 功能。实际上

ZeroAccess bot 的功能模块是可扩展的，通过其基于 P2P 的 C&C

机制，botmaster 可以很容易地发布新的功能模块。

本文以当前活跃的 v2 版 ZeroAccess botnet 为例，从技术上

对其 P2P 的 C&C 机制做一分析，并介绍如何利用其设计上的缺陷

更好地检测和清除该 bo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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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 P2P 的 C&C 机制

关于 ZeroAccess botnet 的规模有多种

说法，各方的数据并不一样，但数量级却保

持一致，都在百万级，其中 Sophos 估计其

僵尸数量有 900 多万，而微软估计每天活

跃的僵尸数量大概 100 多万，从我们实际

观察的情况看，这些数据并不夸张。尽管有

那么多的僵尸网络，但能达到这种规模的实

属罕见。ZeroAccess 的规模能如此庞大跟

其采用了基于 P2P 的 C&C 机制分不开，所

有被感染的主机通过这个 P2P 网络紧紧地

联系在一起，网络的健壮性、可扩展性都比

较强，botmaster 需要升级模块或者发布指

令时，只需要随意挑选若干节点发送升级内

容即可，它们会自动将其分发给其它的 bot，

botmaster 不用担心暴露自己，避免了集中

式 C&C 机制所固有的缺点。

从 实 际 的 观 察 和 样 本分 析 发 现，

ZeroAccess 的 botmaster 主要用这个 P2P

网络来分发文件以实现模块升级，未见到指

令分发功能。

从 技 术 上看，ZeroAccess botnet 的

P2P 网络跟正常的 P2P 网络是类似的，都

运行在 TCP/IP 网络之上，都为上层提供

某种服务，这里是文件传送。ZeroAccess 

botnet 使用了一个自定义的 P2P 通信协议

完成上述功能。为方便起见，本文将这个协

议称为信息交换协议，下面就详细谈谈这个

交换协议。

2.1 信息交换协议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 ZeroAccess 所特

有的、基于 UDP 的应用层协议，完成如下

两个功能：

1.交换 peer list，peer list 指其它活跃

bot 的 IP。

2.交换模块信息，包括模块名、发布日

期和签名。

功能 1 解决了怎么转发的问题，功能 2

解决了功能模块管理问题。它们都基于如

图 1 所示的“请求 / 响应”交互来完成。图

中 getL 对应请求报文，retL 对应响应报文。

两种报文均做了 XOR 加密处理。明文的报

文以一个如图 2 所示的报文头开始，其中

crc 为校验码，用于校验报文；type 表示报

文类型，可以是“getL”、“retL”或者“newL”（详

见后面介绍）；type 后为一复用字段，对于

getL 报文，该字段指示对方是否对请求者

做公网 IP 检测；对于 newL，该字段相当于

TTL ；对于 retL 则无意义。报文头后紧跟的

是 payload，有 peer_list 和 module_list 两

种，如图 3 和 4 所示，分别对应功能 1 和功

能 2。

ZeroAccess 在分发 bot 样本时会在样

本中包含一些当前活跃 bot 的 IP，这些 IP

起到了种子的作用。在 bot 成功感染某个机

器后，它会立刻向种子 IP 发起 getL/retL交

互，以更新其本地 peer list，必要的话还会

进行模块升级。正常运行后，这种 getL/retL

交互会继续进行，因为整个 P2P 网络内的

节点总是在动态变化：当前活跃节点可能会

因为关机或者被清除而离线，而新的节点又

图 1  ZeroAccess 信息交换协议的交互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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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断地加入。另外，botmaster 可能随时

会升级模块，bot 只有不断地与其它 bot 进

行通信才能互通有无，确保本地 peer list

和功能模块都是最新的。

通过 retL 返回的 peer list 会被本地保

存。每个 peer list 由多个 peer_ip 组成，具

体数目由 count 字段指定，最大为 16。每

个 peer_ip 除了包含一个 IP 外，还有一个时

间戳信息，对应该 IP 被检测到的时间。bot

内部会按照时间戳对 peer list 进行排序，新

发现的节点会被优先轮询。

module_list 则包含了若干模块描述

信息，具体模块数由 count 字段指定。每

个模块描述信息（module）包含文件编号

（number）、时间戳（timestamp）、大小（size）

和签名（signature）等字段。ZeroAccess

的模块实际上是 Windows DLL文件，以 32

比特位无符号整数来命名，而不是通常的字

符串命名，这种方式能保证文件名始终不超

过 4 个字节。module 中的时间戳字段标识

了模块的新旧程度。如果一个 bot 发现自己

缺少对方拥有的某个模块，或者对方的模块

比自己的新，那么就会向对方发起TCP连接，

图 2  信息交换协议报文头格式定义

图 3  peer list payload 格式定义

图 4  模块描述 payload 格式定义



29

专家视角

将对应的模块下载回来。在通过签名验证后，

该模块将会被 bot 执行。

逆 向 样 本 发 现 getL 中 可 以 出 现

module_list，却不会出现 peer_list，而在

retL 中这两种 payload 都可以出现。猜测

这么做可能是为了安全考虑，后面会提到只

有超级节点才能响应 getL，这样就确保了

只有超级节点才能分发 peer_list。而对于

module_list，因为有签名做保护，即使请求

者分发了错误的模块，响应者也能通过签名

检测出来。

2.2  超级节点发现机制

ZeroAccess botnet 把节点分成了两

种类型即公网节点和非公网节点。为了更

形象地说明它们的区别，这里套用 P2P 网

络中常用的超级节点和普通节点来分别描

述它们。

超级节点的发现同样通过 getL/retL交

互来完成，微妙之处在于 getL 中 flag 字段

的使用。正常发起请求的 bot，其 getL 的

flag 标志会被设为 0。接收方会检查该字段

的值，如果为 0 并且请求者的 IP 不在自己

的 peer list 中，则除了响应一个 retL 以外，

还会反向发起 getL/retL交互，但此时将 getL 的 flag 设为 1。如果对方回复了 retL，说明其

拥有公网 IP，那么它就会被当成一个新发现的超级节点。

bot 会向已知的超级节点推送 newL 报文以通知它们新检测到的超级节点。newL 中包含

了新节点的 IP 和发现时间，ttl 字段初始值设为 8。每一个收到 newL 的 bot，除了保存新节

点的 IP 外，还会继续向其它超级节点推送该 newL，每转推一次，ttl 就会被减 1。当 ttl 为 0

时，这个 newL 就会被停止分发。就这样，每一个新的超级节点都会通过这种“一传十，十传

百”的方式被快速分发出去，如图 5 所示。

通过上面的介绍不难发现，peer list 的分发和新超级节点的检测其实都是由超级节点实

现的，retL 中返回的 peer list 其实也都是超级节点的 IP。跟普通节点相比，超级节点几乎承

担了 P2P 网络全部的建立和维护任务，称它们为“超级”并不为过。

三、利用缺陷进行检测、跟踪和渗透

跟一些常见的 P2P 网络相比，ZeroAccess 的 P2P 网络比较简单，没有复杂的路由机

制，节点间也不进行验证，只是通过一种类似 flooding 的信息交换方式来确保每个 bot 都知

图 5  超级节点发现和推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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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尽可能多的其它活跃 bot的 IP，以及尽可能早地获知模块升级情况。

这种交互方式依靠大量的冗余交互来确保信息交换的可靠性，简单

却粗暴，缺点比较多，这里介绍一下如何利用其固有的缺陷实现对

ZeroAccess botnet 更好的检测和清除。

3.1  检查特定端口的网络行为来检测 bot

ZeroAccess 的 P2P 通信使用了固定的 UDP 端口，目前检测

到 4 个端口被使用，分别是 16470/16471/16464/16465，每个端

口对应一个 P2P 网络。这些端口在正常的通信中使用并不多，所

以可以看作 ZeroAccess botnet 的一个网络特征。如果网络里面

检测到使用这种端口的通信，那么很可能是存在 ZeroAccess bot

的征兆。

ZeroAccess 的 P2P 交互采用了类似 flooding 的机制，通过

大量的 getL/retL 来确保 bot 的 peer list 和功能模块及时得到更新。

观察发现，ZeroAccess bot 的 P2P 通信间隔为秒级， bot 一旦运行

后其 P2P 通信就不会停止，这种网络行为特征比较明显，结合其通

信端口固定的特点，只需要检查上述 4 个端口的通信流量即可检测

网路中是否存在 ZeroAccess bot。

3.2  通过渗透发现已有 bot

ZeroAccess 的 P2P 网络对新节点的验证机制很弱，bot 接收

到请求时，只要报文解密正确，CRC 校验不出错，就会做出响应。

如果对方有公网 IP，还会被当作新的超级节点。

利用这种验证上的缺陷，在获得报文格式、XOR 加密密钥和

CRC 校验算法的情况下，可以对 ZeroAccess botnet 进行渗透，扫

描和枚举其超级节点，获得的数据除了可以用作封堵和清除，还可

以用来评估僵尸网络的规模和活跃情况。

如果仅希望枚举超级节点，只需不断地轮询已知超级节点即可，

可以考虑结合TCP 请求来验证对方是否为真实的超级节点。若要对

普通节点进行统计，则必须设法注入超级节点才行，利用 2.2 节介绍

的技术可以做到。

超级节点的另一个用途是散布构造的 peer list，干扰 P2P 网络

的正常运行。具体的散布方式既可以通过响应报文 retL 进行，也可

以通过主动地往外推送 newL 报文来完成。ZeroAccess bot 的设计

者可能已经考虑到对于第一种情况，将每个超级节点返回给对方的

超级节点数量限制为最大 16 个，这意味着一次交互最多只能注入16

个节点，这对注入效果有影响。如果使用 newL 来注入，限制要小

很多。

3.3  进行 spoofed IP 攻击

spoofed IP 攻击本来是 DDoS 攻击中一种常见的技术，即攻

击者发送大量源 IP 为假的报文给受害者，以达到耗尽被攻击者资

源的目的。ZeroAccess 的 P2P 通信主要基于 UDP 协议，交互

都不超过 1.5 轮，双方均无法验证收到报文的源 IP 是否正确，这

客观上给 spoofed IP 技术的使用创造了条件。对于那些特别活

跃、现有手段又无法对其进行有效限制的超级节点，可以考虑使用

spoofed IP 技术来向其注入虚假的超级节点列表，以达到破坏其

运行的目的。

具体实施手段是推送 newL，选定注入对象后，向其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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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IP 和 peer IP 均 为 假 的 newL。 因 为

ZeroAccess 的 bot 在接收到 newL 报文时，

除了 newL 中的 IP 会被保存，如果发送者

的 IP 也是陌生的，那么该 IP 也会被保存，

这样一个 newL 报文理论上可以同时注入两

个 IP。通过不停地推送 newL 报文即可达到

注入的目的。

四、实际跟踪情况

利用前面介绍的技术，我们对运行端口

为 16464 和 16471 的两个 P2P 网络进行了

跟踪，在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内发现了 3 万

多个运行在 16471 端口上的超级节点，其中

1 万多个节点能响应 getL 请求。统计这些

IP 的地理分布发现它们分布于世界各地，但

以美国、欧洲、日本和印度居多，中国大陆

地区也有少量分布，这跟业界的一些分析报

告的描述比较一致。

在跟踪运行端口为 16464 的 P2P 网络

时有一个有趣的发现 ：如图 6 所示有 15 个

根本不存在的 IP 在 10 天内被返回了 199

万多次，甚至不少新捕获的 bot 样本直接

将它们作为种子 IP。我们判断这些相似但

根本不存在的 IP 很有可能是安全研究人员

故意渗透进去的。

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基于 spoofed IP

的 newL 在 ZeroAccess botnet 中其实很常

见，这来源于我们对注入的一个超级节点

的报文统计，发现收到的 newL 数量远大于

getL，但反向联系发送 newL 的节点时极少

成功。这从侧面印证了通过 spoofed IP 技

术进行渗透是可行的。

最近，微软联合 FBI、EC3（Europol’s 

European Cybercrime Centre）以及一些

业界公司对 ZeroAccess botnet 展开了围剿

行动，经过几天的对抗后 ZeroAccess 的

botmaster 发布了一个包含“WHITE FLAG”

消息的更新模块，宣布投降。这样，这场对

抗以微软一方获胜而告终。但结合以往的经

验，botmaster 一般总是会设法复活被破坏

的 botnet，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推出升级版本，

通过修复老版本的缺陷来提高健壮性，所

以将来很可能会出现新版本的 ZeroAccess 

botnet，比如 v3 甚至 v4 版本，它们的功能

只会更强大。相信围绕 botnet 的这种矛和

盾的对抗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会持续

上演，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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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ZeroAccess botnet 内被注入

的一些伪超级节点




